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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贡献3

张车伟　薛欣欣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 ,对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进行了

实证研究。在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 ,本文发现 ,我国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中有 80 %以

上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优势 ,这说明人力资本在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中已经发挥了决定性

作用。但人力资本对工资差异的贡献在工资分布区间并不均匀 ,它随着工资从高分位点

到低分位点逐渐降低 ,与此对应的是工资溢价随工资从高分位点到低分位点逐渐升高。

从工资差异看 ,在工资分布的高端 ———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密集区 ,工资差异完全体现为

人力资本的差异 ,而在工资分布的低端 ———低技能劳动力的密集区 ,工资差异有很大一部

分是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 ,也即溢价。本研究认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有部门

“共享式”的工资决定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在压低高技能劳动力的报酬率的同时 ,抬高

低技能劳动力的报酬率。所以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应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的报酬机制 ,

以提高效率 ,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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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 ,微观经济单位没有独立的工资决定权 ,只是按照政府计划制定的

工资标准给员工支付工资 ,人力资本的差异在工资中无法得到反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

市场机制在工资决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教育回报

率的增加 (Zhang et al ,2005) 。但教育回报率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并未同步增长 ,其中 ,私有部门有

着更快的增长速度 (邢春冰 ,2005) 。回报率的差异反映了部门之间存在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 ,不同

所有制部门往往根据各自的特点来支付劳动者工资 ,也就是说 ,工资由所有制的制度特征决定 (赖

德胜 ,1998 ,2001 ;陈弋等 ,2005) 。通常认为 ,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而国

有部门则往往根据非市场因素来确定工资 (Meng ,2000) 。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所有

制结构上存在市场分割。部门间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必然导致劳动者工资支付上的差异。事实

上 ,即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工资差异。美国的 Smith 早在 1977 年就对本国

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存在的工资差异进行了探讨 ,随后关于部门工资差异的问题各国都出现

了大量的讨论 ,如 Gyourko 和 Tracy(1988) 、Poterba 和 Rueben (1994) 、Mueller (1998) 、Murphy 和 O’Leary

(1999)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比较分析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 ,借此探讨其背后

的工资决定机制。

通常引起工资差异的因素有两类 :一类是部门间人力资本特征的差异 ,另一类是非市场化因

素。在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下 ,高人力资本存量必然带来高收益 ,所以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部

门其劳动者的工资率也必然较高。非市场化因素 ,即由于存在制度上的缺失、错位或偏向 ,某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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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的工资偏离了市场化的工资水平 ,这类因素导致的差异通常被视为歧视或溢价 (wage

premium) 。两类因素的对比关系反映的是不同部门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程度。如果国有部门与非

国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完全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差异 ,这说明两个部门在工资决定机制上是完全

相同的 ,都是按照市场原则决定工资水平 ,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是“同工同酬”的关系。如果工资

差异主要取决于溢价水平 ,这说明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市场分割严重。本文所关注

的是 ,我国自市场化改革到现在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本

差异的结果 ,即人力资本差异对工资总差异的贡献率有多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有助于我们了解

国有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和考察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以非国有部门的工资

结构作为参照标准 ,假定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完全以市场化为导向 ,工资水平是劳动生产率

的真实反映。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的研究还非常少 ,Zhao (2002) 、陈弋等 (2005) 、李荻等 (2005) 对这一问题做过

相关研究。其中 ,Zhao 和李荻等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部门工资溢价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陈

弋等的研究和本文有些相似 ,他们对工资差异进行了扩展的 Blinder2Oaxaca 分解 ,认为“纯所有制差

别和工作小时差别”是工资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 ,但他们的分析反映的是 1995 年市场化改革初期

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差异状况 ,并且仅限于对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没有进一步考察工

资差异随收入分布的变动情况。本文的贡献在于 ,利用最新的微观调查数据 ,考察我国国有部门与

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和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 ,并进一步对工资差异的条件分布状况进行解析。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表 1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 (单位 :元/ 月)

国有 非国有 差异 工资比

工资分布

教育程度

工作经验

性别

平均值 1993126 997147 995179 2100

第 10 个百分位数 650 200 450 3125

第 25 个百分位数 940 300 640 3113

第 50 个百分位数 1480 600 880 2147

第 75 个百分位数 2250 1000 1250 2125

第 90 个百分位数 3683133 2000 1683133 1184

大专及以上 2364119 2243186 120133 1105

高中和中专 1303195 995182 308113 1131

初中及以下 1141132 539162 60117 2112

0 —10 年 1913134 1337108 576126 1143

10 —20 年 1968154 1074124 894130 1183

20 —30 年 2227149 662160 1564189 3136

30 年以上 2078142 405183 1672159 5112

男 2215154 1138170 1076185 1195

女 1716121 783161 932160 2119

　　资料来源 :根据 PSFD 数据计算。以下表 2 同。

　　本文使用 2005 年 7 月在上海、浙江和福建三省市进行的“家庭动态与财富代际流动抽样调查”

(简称为 PSFD)的数据对部门间的工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完成 ,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25 —68 岁的个人。在删除工资信息和

个人信息不完整的样本后 ,国有部门 (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样本量为 579 ,非国有部

门 (包括集体、私营、个体、三资企业)样本量为 2527。

首先观察两个部门的工资

差异 (表 1) 。从工资分布看 ,

与非国有部门相比 ,国有部门

具有明显的工资优势 ,其平均

工资水平是非国有部门的 2

倍。从整个工资分布区间看 ,

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呈现出单

调递减的特点 ,工资比由第 1

个十分位数的 3125 下降为第 9

个十分位数的 1184 ,这表明在

收入分布的低端 ,两个部门劳

动力的工资差异较大 ,而在收

入分布的高端 ,情况则相反。

从教育程度看 ,教育程度

越高 ,工资差异越小。国有部

门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

力的工资水平是非国有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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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倍 ,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工资比下降为 1131 ,而两个部门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的劳动者的工资则基本相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国有部门中低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享

有部门分割带来的工资优惠。

从工作经验看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 ,在国有部门中 ,早参加工作的

劳动者比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 ,而非国有部门则恰好相反 ,早参加工作的劳动

者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两个部门出现这种工资差异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

国有部门根据“论资排辈”决定工资水平 ,老资格的工作者必然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 ,早

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其人力资本水平往往低于后来的年轻工作者 ,后者更有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这

就可能造成非国有部门的年轻工作者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

　表 2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人力资本特征

全体 男性 女性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受教育年限 (年) 11141 6138 11128 6170 11160 5183

　大专及以上 ( %) 29153 2177 30170 2136 27185 2194

　高中和中专 ( %) 40107 12122 34150 12137 48110 12142

　初中及以下 ( %) 30140 85101 34179 85127 24105 84164

现职工作经验 (年) 14157 16174 15169 17157 12197 15120

　0 —10 年 ( %) 44121 46177 40106 44106 50121 51153

　10 —20 年 ( %) 26142 19143 27119 19176 25132 18185

　20 —30 年 ( %) 23132 14196 23198 15148 22136 14105

　30 年以上 ( %) 6104 18184 8177 20170 2111 15158

样本量 579 2527 342 1609 237 918

从不同性别的工资差

异看 ,女性劳动力市场的

部门工资差异大于男性劳

动力市场 ,两个市场的部

门工资比分别为 2119 和

1195。从性别间的工资差

距看 ,国有部门中的男女

工资比为 1129 ,非国有部

门的两性工资比为 1145 ,

这说明非国有部门的性别

工资差异大于国有部门。

再来观察两个部门的

人力资本结构 (表 2) 。国

有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是 11141 年 ,比非

国有部门多 5 年 ,其中高

中以上学历的占了近 7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国有部门中 85 %的劳动力只具有初中以下

教育水平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全体劳动力的 2177 %。两部门的平均工作经验较为接近 ,非

国有部门略高于国有部门 ,从内部劳动力构成看 ,两个部门都以具有 0 —10 年经验的年轻工作者为

主。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 ,相比于非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具有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我们还分

性别对两个部门的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观察 ,并没有发现这两类人群的人力资本特征在两个部门

中的分布具有系统性的差异。

三、工资决定与报酬率差异

我们描述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和人力资本水平 ,为了考察两个部门的工资决

定机制的差异 ,我们将分别对两个部门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

11 模型

对不同部门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部门选择的内生性问题 ,即个体选择进

入哪个部门工作并非是完全随机的 ,而是往往与其自身的特征、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相关 ,这

些因素往往会导致选择方程的随机项与工资方程的随机项间存在相关性 ,所以直接用国有部门就

业人员的样本估计国有部门工资方程 ,或者直接用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的样本估计非国有部门的

工资方程 ,会产生有偏的估计值。这一问题在很多文献中都有相关说明 ,最早的如 Heckman (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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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和Lee (1978)等。

考虑部门选择的工资方程通常具有如下形式 :

I
3
i = Ziγ +εi (1)

式 (1)是个人选择方程 ,它决定了个人是否选择进入国有部门 ,其中 Zi 为影响个体选择的变量 ,γ

为系数 ,εi 为随机误差项。如果 I
3
i > 0 ,个人选择进入国有部门 ,否则 ,个人选择进入非国有部门。

相应的工资方程为 :

lnwis = Xisβs + uis ,如果 Ziγ > - εi (2)

lnwip = Xipβp + uip ,如果 Ziγ ≤- εi (3)

其中 ,lnwi 表示工资的对数 , Xi 代表个人特征向量 ,β为相应的系数 , ui 为随机误差项 ,下标 s、p 分

别表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

对含有部门选择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 ,通常采用两步法 :首先估计个人选择方程 (1) ,以求得选

择偏差修正项 ;第二步 ,将选择偏差修正项代入工资方程 (2) 、(3)中 ,修正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加

入选择偏差修正项后的工资方程可以表示为 :

lnwij = Xijβj +σjελj +νij 　j = s , p ,λs =
<( Ziγ)
Φ( Ziγ) ,λp =

<( Ziγ)
1 - Φ( Ziγ)

(4)

其中 ,λj 为第 j 个部门的逆米尔斯比 (inverse Mill’s ratio) ,σjε为 uj 与ε的协方差 ,νij是条件均值为 0

的新残差项。对工资方程 (4)进行估计 ,得到修正偏差的估计量。

21 估计结果

本文同样使用两步法 ,我们第一步对部门选择方程 (1) 进行 probit 模型估计 ,因变量为部门虚

拟变量 (国有部门为 1) ,自变量包括 :教育程度 (分为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及以下) 、现职工作经

验、现职工作经验平方、年龄、性别 (男性为 1) 、地区控制变量、行业控制变量、职业控制变量、居住

地 (城市为 1)以及父母工作的所有制形式。① 其中 ,居住地和父母工作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工具变

量 ② 进入方程 ,以控制部门选择的内生性。

第二步 ,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 (4) 分别进行 OLS 估计 ,因变量为月工资的对数

值 ,自变量在上述变量中略去居住地和父母工作所有制形式 ,加入了选择偏差修正项。对于教育回

报率的估计 ,本文沿用了Alan and Scott (2006) 、Asma and Barry(2005)的做法 ,没有用虚拟变量表示教

育程度 ,而是采用了各阶段的实际受教育年数表示不同教育层次 (每个人各阶段的教育年限相加等

于其总受教育年限) ,这样估计出的是不同教育阶段的边际报酬率。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 ,进行部

门比较时 ,是各教育层次实际报酬率的对比 ,而不是使用虚拟变量时的相对报酬率的比较。

表 3 报告了使用两步法估计的国有、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 , ③ 以及两个部门报酬率的差异。

工资方程的 F 检验和报酬率差异的 Chow 检验都非常显著 ,这些说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存在不

同的工资决定模式 ,并且差异显著。另外 ,回归结果表明 ,选择性偏差对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的估

计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非国有部门影响较大。

对比两个部门的工资方程 ,我们注意到这样几点差异。第一 ,大专以上的劳动者的报酬率在两

个部门基本一致 ,平均都达到了 9 %以上 ,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在国有部门的报酬率却明显

高于非国有部门 ,二者相差 5167 个百分点 ,且差异显著。这表明 ,国有部门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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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没有列出第一阶段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认为这三个变量会影响个体的部门选择 ,但不会影响个体的工资水平。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三个变量联合检验

显著 , F 值为 86153。

部门选择模型中包括现职工作经验、职业、行业控制变量是由于技术需要 ,并不意味这些变量对部门选择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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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工资结构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其高人力资本 (大学以上) 与低人力资本 (初中以下) 的边际

报酬率仅相差不到 3 % ,而在非国有部门这一差别达到近 10 %。第二 ,经验在工资决定中具有显著

作用 ,在国有部门中的作用更大 ,报酬率接近 3 % ,显著高于非国有部门的 0182 %。第三 ,国有部门

中的性别工资差异小于非国有部门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国有部门的男性工资水平比女性

高出 1915 % ,而在非国有部门 ,这一差异为 53 %。这反映了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大于国有

部门。

　表 3 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工资

方程及报酬率差异

国有 非国有 差异

大专及以上
010933333

[8177 ]

010954333

[4186 ]

- 010021

[0109 ]

高中或中专
010171

[1122 ]

010431333

[3149 ]

- 01026

[1129 ]

初中及以下
010663333

[3102 ]

01009633

[2107 ]

01056733

[2119 ]

经验
010297333

[3180 ]

010082333

[2178 ]

01021533

[2126 ]

经验平方
- 01000433

[1198 ]

- 010003333

[5101 ]

- 010001

[0141 ]

年龄
- 010102333

[3179 ]

- 010127333

[8160 ]

010025

[0172 ]

性别
011949333

[4169 ]

015315333

[22136 ]

- 013366333

[6130 ]

选择偏差项
- 010437

[0125 ]

015217333

[3192 ]

- 01565433

[2133 ]

常数项
712607333

[20111 ]

617925333

[49123 ]

014681

[1107 ]

F 检验值 9121333 91133333 3191333

　　　注 :括号中为 t 值绝对值 ;未列出的控制项包括 :地区、

行业、职业 ; 3 、33 、33 3 分别表示 10 %、5 %、1 %的显著性水

平。以下各表同。

通过与非国有部门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国有

部门工资决定的一些特点。首先 ,人力资本的作用

在工资决定中得到了体现 ,高人力资本倾向于获得

更高的收入 ,尤其在人力资本的高端市场 ,部门间的

差异几乎不存在 ,工资水平根据市场化原则决定。

其次 ,国有部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 (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存在过高支付 ,这部分劳动力的报酬率平均高出

市场化水平 5167 个百分点 ,这说明国有部门的工资

模式高估了这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第三 ,

国有部门工资决定仍然含有“论资排辈”的因素 ,其

经验的报酬率显著高于市场化决定的报酬率水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仍

然带有“共享式”的特点 ,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同

时在其中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些因素的作

用的大小 ,我们将进行对工资差异的分解。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关于不同群体间工资差异的传统研究方法 ,是

在Blinder (1973)和 Oaxaca (1973) 分解的架构下展开

的。这种方法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 ———由特

征、禀赋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

�D = lnws - lnwp = [ �Xs - �Xp ]′̂βp + �X′s [β̂s - β̂p ]

(5)

其中 �D 表示部门间的平均工资差异 ,ln w 表示对数

工资 , �X 表示平均特征向量 ,β̂表示 OLS 估计的特征

报酬率向量 ,下标 s、p 分别表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

部门。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

由个体特征、禀赋不同带来的工资差异 ,这一部分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二项表示部门间由报酬率

不同造成的不可解释的工资差异 , ① 或者说工资溢价 ,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为非市场因素作用的结

果。

由于我们的工资方程中含有选择偏差调整项 ,所以在分解的过程中要进行特别的处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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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linder2Oaxaca 分解由于参照系数的不同选择可以有多种分解方法 ,本文以非国有部门系数作为参照 ,主要考虑到非国有

部门工资决定的市场化特点 ,以此为参照可以反映国有部门工资决定对市场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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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偏差调整项的处理方法很多 ,具体可以参看 Neuman 和 Oaxaca (2003) 的相关介绍。本文采用的

是其中一种方法 ,用公式表述如下 :

�D = lnws - lnwp = [ �Xs - �Xp ]′̂βp + �X′s [β̂s - β̂p ] + [σ̂sε�λs - σ̂pε�λp ]

= [ �Xs - �Xp ]′̂βp +σ̂pε[ �λs - �λp ] + �X′s [β̂s - β̂p ] + [σ̂sε - σ̂pε] �λs (6)

等式前两项相加代表特征差异 ,后两项相加代表报酬率不同造成的差异 ,或者称系数差异。

表 4 是我们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分解的结果。从分解结果看 ,两个部门对数工

资的总差异为 01975 ,这表示国有部门工资比非国有部门高 165 % ,① 其中由特征因素引起的差异

为 017978 ,占总差异的 81183 % ,由非市场因素引起的差异为 011771 ,占总差异的 18117 %。这说明

国有部门所享有的工资优势中 ,80 %以上是因为两个部门劳动力结构的不同 ,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因

为拥有比非国有部门更多的生产力要素特征 ,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工资 ,应当说这部分差异是市场机

制发挥作用产生的合理差异。而另有 18 %的差异是市场无法解释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部门间由

制度安排不同导致的差异 ,它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分割程度。

从不同特征群体的工资差异分解看 ,具有大专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群体的工资特征差异大于

总差异 ,这说明国有部门中的这部分群体并没有获得与其人力资本特征相对应的工资 ,他们的人力

资本优势没有全部转化为工资优势 ,人力资本价值在国有部门中被低估了。这在表 4 中表现为正

的特征差异和负的系数差异 ,但系数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两个部门中

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系数差异 ,它解释了这类人群部门工资

差异的 9516 % ,这说明这部分劳动力在国有部门中享有较高的溢价 ,其平均溢价程度达到

57138 %。与此相似 ,国有部门中劳动力的“经验”的平均溢价程度为 3218 % ,系数差异对总差异的

解释力也达到了 90 %以上。另外 ,性别工资差异的负值表明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小于非国有

部门。

　表 4 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平均工资差异分解

总差异

(log)

特征差异 系数差异

差异值 (log) % 差异值 (log) %

大专及以上 　011105 011131333 102139 - 010026 　- 2139

高中、中专 010236 01086533 366152 - 010629 - 266152

初中及以下 014744 010209 4140 014535 3 95160

经验 (经验平方) 013151 010313333 9192 012839333 90108

年龄 011167 010126 3 10176 011041 89124

性别 - 012226 - 010249333 11117 - 011978333 88183

总计 019750 017978333 81183 01177133 18117

　　　注 :负数表示非国有部门具有优势。地区、行业、职业分解系数未列出。

上述分解结果传达给我

们这样的信息 ,从整体差异

看 ,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主

要来自于部门本身所具有的

生产力特征的优势 ,它解释

了工资差异的 80 % ,这表明

了市场因素在国有部门工资

决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但从差异分解的内部结

构看 ,并非所有的生产力特

征优势都转化为了工资优

势 ,那些具有大专、高中教育

程度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似乎没有在工资中得到完全体现 ,这可能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

这一说法从统计结果看并不显著 ,我们只能说有这样一种倾向。

以上的分析均是假定同一特征变量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区间对工资具有相同的影响力 ,即变量

的报酬率在工资分布区间具有同质性。然而实际上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 ,同一变量对工资的作

用程度可能不同 ,国内外很多经验研究已经证实 ,诸如教育、经验等的变量的回报率在工资分布区

间存在异质性 ,如张车伟 (2006) 、罗楚亮 (2007) 等。这种情况下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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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方法为 exp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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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工资分布区间也将呈现异质性 ,从而特征差异和溢价的分布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此 ,我

们进一步着眼于整个工资分布来分析两个部门之间的差异。

五、工资差异的条件分布及分位数分解

11 方法

由于 OLS 回归的参数是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期望的边际效果 ,其分解得出的结果只能描述

“平均”的概念 ,无法考虑在工资分布区间上的报酬率的异质性。针对这种不足 ,后来的很多研究把

Blinder2Oaxaca 对平均值差异的分解拓展到整个工资分布 ,以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为基础

的工资差异的分解逐渐受到重视。

相比于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可以选取任一分位数进行参数估计。以 Qjθ (lnwj | Xj ) 代表给定

解释向量 X 的情况下 ,第 j 个部门的被解释变量 lnwj 的下θ分位数。我们建立如下的分位数回归

方程 :

Qjθ(ln wj | Xj ) = X′jβjθ + ujθ (7)

　　对于不同的分位数θ,系数向量β也不同。类似于 OLS 系数估计值是通过最小化 MSE(Mean

Squared Error)得到的 ,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值是通过最小化下式得到的 :

β̂jθ ∈arg min
β

j

( ∑
lnw

j
≥X

j
β

jθ

θj | lnwj - Xjβjθ | + ∑
lnw

j
< X

j
β

jθ

(1 - θj ) | lnwj - Xjβjθ | ) (8)

根据 Blinder2Oaxaca 的分解思想 ,不同分位数的工资差异可以表示为 :

Δθ = Qθ(lnws ) - Qθ(lnwp ) = [ Qθ(lnws ) - Qθ(lnws - p ) ] + [ Qθ(lnws - p ) - Qθ(lnwp ) ]

(9)

式 (9)中的 Qθ(lnws - p )表示反事实的工资条件分布的下θ分位数 ,其经济意义是对国有部门员工

赋予非国有部门工资结构时的工资条件分布的下θ分位数。

由于分解过程中求取反事实状态下的工资分布的方法存在差异 ,分位数分解也存在不同的版

本。① 本文使用的是 Machado and Mata (2005)的分解方法 ,这种方法以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系数 ,搭配

自体重复抽样 (bootstrapping) ,来构造反事实状态下的工资分布 , ② 这种方法同时考虑了报酬率的

异质性和部门特征分布差异对工资差异的影响。

21 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能够向我们展示工资分布不同位置的变量报酬率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不

同部门人力资本报酬率差异的变化。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文在对教育程度进行回归时没有

使用单一的受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 ,而是以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年限分

别作为自变量 ,这样在同一分位数 ,各教育阶段会有不同的报酬率。类似的做法可参看 Blaise Melly

(2006) 、Kristjan2Olari Leping(2005) 、Asma Hyder and Barry Reilly(2005) 。表 5 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

门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我们列出了五个代表性分位数的回归系数。

根据 Moshe Buchinsky ( 1998) 对分位数回归的系数的解释 ,下θ分位数的回归系数βθi =

5 Qθ( y| Xi )
5 xi

。对于本文的解释变量而言 ,如大学教育 ,各分位数的回归系数意味着增加一年大学教

育 ,对数工资条件分布的下θ分位数的变化 ,本文将此理解为大学教育的回报率 (returns to college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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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步骤可参看 Machado and Mata (2005)的文章 ,篇幅所限 ,本文不再详述。

可参看 Albrecht et al (2003) 、Gardeazabal and Ugidos(2005) 、DiNardo et al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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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百分位数 第 10 个 第 25 个 第 50 个 第 75 个 第 90 个

大专及以上 国有 010904333 010781333 010990333 010909333 010653 3

非国有 011028333 010995333 010872333 011103 3 011766333

高中或中专 国有 010255 3 010174 010154 010115 010164

非国有 010260 3 010236 010394333 010413333 01089333

初中及以下 国有 010112 01050733 010864333 01103433 010437

非国有 010128 3 01012333 01008733 010082 010114

经验 国有 01030733 010084 010309333 010450333 010166

非国有 01011933 010134333 010107333 010073 3 - 010028

经验平方 国有 - 010005 - 010001 - 010004 - 01000833 - 010001

非国有 - 01000333 - 010004333 - 010004333 - 010003333 - 010001

年龄 国有 - 010107333 - 010082 3 - 010083333 - 010126333 - 010120 3

非国有 - 010128333 - 010127333 - 010135333 - 010085333 - 010056

性别 国有 01135433 011643333 01127933 012052333 013892333

非国有 014904333 014864333 014741333 015170333 016052333

选择偏差项 国有 010795 011149 - 010923 - 011209 - 011315

非国有 012348 014057333 015284333 019914333 01651733

常数项 国有 711336333 617237333 619080333 714536333 817890333

非国有 514465333 519260333 616990333 712372333 810430333

Pseudo R
2 国有 012368 012158 012187 01217 012094

非国有 013369 013442 013265 012866 012835

　　从表 5 可以看出 ,国有部门的大学、高中教育回报率基本都低于非国有部门 ,如果非国有部门

的回报率代表的是市场回报率 ,则国有部门对这部分人力资本存在低估现象 ,并且越在工资分布的

高端 ,低估现象越明显 ,如第 90 个百分位数上的非国有部门大学教育回报率为 17166 % ,而国有部

门仅为 6153 % ,人力资本价值被低估了 11 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部门中的初中及以下的

教育回报率的高估现象。在工资分布的第 10 到第 75 个百分位数 ,国有部门的回报率不断提高 ,两

部门回报率的差异也在不断提高 :在第 10 个百分位数 ,两部门之间基本不存在回报率差异 ,但在中

位数上差异变化为 718 % ,在第 3 个四分位数上进一步扩大为 915 % ,这表明国有部门的中低人力

资本的劳动者几乎在整个工资分布区间都享有较高的溢价。国有部门“经验”的溢价在工资分布的

大部分区间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从性别工资差异看 ,国有部门的差异程度始终小于非国有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说 ,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在国有部门工作 ,但在高分位数上 ,两个部门的差异都明显增

加。

上面的回归结果让我们看到 ,不同变量的报酬率的差异在工资分布的两端显示出不同的变化 ,

这种变化必然会对工资差异的分布造成影响。那么 ,总差异、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在整个工资分布

区间又会呈现什么特点 ? 解答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分位数回归的分解。

31 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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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Machado2Mata 分解方法 ,我们利用 bootstrap 技术构建反事实工资分布 (bootstrap 的次数为

100 次) ,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见图 1。图 1

中的纵轴是对数工资差异 ,横轴由左而右是工资分布的第 1 到第 97 个百分位数 (由于第 98 和第 99

个百分位数的回归系数估计不显著故将其舍弃掉) 。图中的三条曲线从上到下分别代表总的工资

差异、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 (溢价) 。

从三条曲线的整体走势来看 ,在整个工资分布区间 ,总差异呈单调递减趋势 ,这表明部门间的

工资差异逐渐减少 ;特征差异曲线基本保持水平状态 ,在工资分布的高分位数略有上升 ,同时 ,特征

差异曲线高于系数差异曲线 ,这表明特征差异是工资总差异的主要来源 ;系数差异曲线的走势与总

差异类似 ,呈单调递减的趋势 ,但斜率更大。

从特征差异来看 ,国有部门由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结构 ,所以在各分位数 ,人力资本优势始

终为国有部门带来正的工资差异 ,这部分差异是属于“同工同酬”的合理差异。在整个工资分布区

间 ,特征差异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动趋势 ,在大部分区间维持在 018 左右 ,只是在第 7 个十分位数以

后 ,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增加 ,特征差异上升到 1 ,有的超过了 112。这说明在工资分布的高端 ,两个

部门间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大于工资分布的中低端。也就是说 ,与非国有部门相比 ,高收入国有部

门的人力资本优势更明显。

在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下 ,工资的高低基本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高低 ,图中特征差异曲线代表的

是 ,当国有部门的劳动力被赋予非国有部门的工资结构 (即市场化的工资结构) 时应呈现出的工资

差异。将它与实际工资差异曲线对比 ,能够反映出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与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

的差异。观察两条曲线的变动 ,我们注意到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 ,在工资分布的高端区域 ,总差异曲

线低于特征差异曲线 ,这意味着分布在这一区间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或者说

国有部门的特征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工资优势 ,这也正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大学以上的劳动力的人

力资本被低估的反映。第二 ,在工资分布的中低端 ,总差异曲线高于特征差异曲线 ,这说明在特征

优势转化为工资优势的情况下 ,还存在着国有部门工资优势的“余值”,且越趋向于工资分布的低

端 ,“余值”越大。“余值”的存在超出了市场解释的范围 ,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性的优惠 ,说明这个区

间的劳动力享有超出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制度性的工资优惠。这种情况正是对国有部门中初中以下

人力资本被过度支付的直观反映。

图 1 　部门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总差异曲线对特征差异曲线的偏离 ,表现出的正是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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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离在工资差异上就表现为溢价。图 1 显示 ,国有部门的溢价在工资分布区间单调递减 ,并且

在工资分布的高端出现了零溢价 ,甚至负溢价。造成这种分布的原因就在于 ,低工资领域的工作对

劳动力技能的要求相对低 ,所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构成多以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为主 ,而这部分人

正是在国有部门内部享有制度性工资优惠的人群 ,从而在工资分布的低端表现出较高的溢价。而

在工资分布的高端 ,人力资本构成相对高 ,以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居多 ,但他们的人力资本

价值在国有部门中被制度性地压低了 ,所以工资分布的高端会出现负溢价。溢价的递减走势表现

出的是国有部门相对集中的工资结构 ,其背后发挥作用的是国有部门“共享式”的工资决定模式 ,这

种模式倾向于在压低了高技能人才的报酬率的同时 ,抬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报酬率。

从三条曲线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部门工资决定的特点 :在工资分布的高端 ,也即人力资本

的高端市场 (因为主要由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构成) ,工资由市场决定 ,工资水平基本取决于

人力资本的水平 (尽管有被压低的倾向 ,但统计结果不显著) ;在工资分布的中低端 ,也即中低技能

市场 ,非市场因素在工资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 ,且技能越低的人 ,其工资决定中非市场因素越多 ,其

享有的制度性工资优惠越多。

六、结 　论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是观测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参考指标。如果非国有部

门的工资结构是劳动生产率的真实反映 ,那么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能够让我们更清

楚地认识国有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

对比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力结构 ,我们发现国有部门有着比非国有

部门更高的平均工资水平 ,但同时国有部门也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考

虑了部门选择偏差的影响后 ,对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 ,我国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中

有 80 %以上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优势 ,尤其在工资分布的高端 ,人力资本的作用更突出 ,并且更高的

教育程度倾向于获得更高的报酬率。这说明人力资本在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中已经发挥了决定性

作用。

但人力资本对工资差异的贡献在工资分布区间并不均匀 ,它随着工资由高分位点向低分位点

逐渐降低 ,最低为 60 % ,与此相应的是工资溢价随工资由高分位点向低分位点逐渐升高。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有部门“共享式”的工资决定模式。在国有部门中 ,高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低于

非国有部门 ,而低人力资本的报酬率却显著高于非国有部门 ,存在过度支付现象。由此形成了在工

资分布高端 ———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密集区 ,工资差异完全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差异 ,而在工资分布

的低端 ———低技能劳动力的密集区 ,工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 ,也即溢价。这

种情况必然造成资源浪费 ,降低劳动力市场效率 ,同时可能诱发高人力资本的流失 ,损害国有部门

的竞争力。所以国有部门应当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的报酬机制 ,遵循市场原则 ,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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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 Rule ,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i Fuqiang , Dong Zhiqing and Wang Linhui
(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usiness School , Jilin University ; School of Economics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market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property institution , and combined the models of

Rome and Barro et al. , the paper induces the institution in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actor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is more perfect , economic growth lies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the technical progress. As the institution is poorer ,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lim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Used the log2level model with the form of the pure property institution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perty institution and the capital , it is to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apital , human capital , technology ,

institution and financial factor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OLS and GMM point out that the capital , human capital and the property

institution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show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t the same time , it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 not only ha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directly , and makes

combination of the capital and the human capital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Namely , the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is including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stitution , and the institution is the determinan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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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nd Non2state Secto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Zhang Juwei and Xue Xinxin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Graduate School , CAS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state2sector and non state2sector in China u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show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80 % wages advantages come

from the advantages of human capital of state2sector. This indicates that human capital has been the key factor in state2sector wage

determination.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cross the wage distribution is not uniform. It declines monotonically with

movement down to the left of the conditional wage distribution , and accordingly the wage premium increase monotonically with

movement down to the left of the conditional wage distribution. At the high tail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 where the high skilled

labors concentrate , the wage differentials completely come from character differentials. While at the low tail of the wage

distribution , where the low skilled labors concentrate , a large part of the wage differentials can’t be explained by the human

capital , which is called wage premium.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phenomenon is caused by the“shared pattern”wage determination

process within the state2owned sector. This pattern is inclines to depressing the high skilled labors’rewards and lifting the low

skilled labors’. So the state2sector should intensify the roles of human capital in wage determinatio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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