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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和劳动力供给由升转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传
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亟须转变增长方式，进入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动
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企业正在经历用工成本上升压缩经营利
润、生产与经营方式快速转变的阵痛期，部分东部企业甚至以工厂搬迁来应对短期成
本上涨。例如，随着东莞劳动成本优势逐渐消失，2012～2015年有上千家劳动密集型企
业外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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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企业搬迁会加大区域经济下行压力和提高劳动力失业风险，而且企业搬迁只
能短期缓解工资上涨压力。从长期看，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会被延缓，企业不会在搬迁中
自发实现自主创新和掌握核心技术，企业竞争力不会得到根本性提升，不利于双循环下
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的出口竞争优势。另外，企业集中搬迁到国外地区，其产品供给会
受到国外经济与政策风险的影响，下游关联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会提高，不利
于内循环下逐步形成安全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因此，企业该如何增强创新能力、提高
生产效率，以应对人口红利收缩带来的成本上涨和企业搬迁压力？这是新时代中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当前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数字技术不断研发、
升级与应用，塑造了企业竞争力，这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通过改进效率和促进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生
产率，有望形成“数字红利”，对冲人口红利收缩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替
代企业内部装配线工人的工作，使许多常规性生产更加快捷便利，成本更低，实现了部
分工作自动化，这就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用工成本上涨产生的制约。比如，近年来东部
地区较大规模地“机器换人”，从生产、流通到销售环节，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
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将重塑企业生产经营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一旦企业将常
规事务性工作任务交付给数字技术和机器人完成后，人力资本也会借助数字技术被配置
到回报更高的工作中，劳动者可以专注于价值更高的生产活动，如需要高级认知和社会
情感技能的非常规工作（World Bank，2016）。这会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劳动生
产率，由此提升企业竞争力，改善收入和盈利状况，企业搬迁意愿也随之降低。基于上述
背景，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综合研究企业能否通过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智能化
生产，利用数字红利缓解工资上涨压力，从而有效抑制企业外迁动机。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企业向外搬迁动因及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企业是否搬迁通常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影响企业迁移的内部因素主要有劳动力

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等，同时企业还面对着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要考虑市场可及性、税
收政策、自然环境和文化认同等因素。有文献表明，当企业服务的市场范围越广，搬迁越不
易产生沉没成本，此时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是否迁移的重要因素（Brouwer 等，2004）。
Linnenluecke 等（2011）发现极端气候（如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等）不仅会干扰企业运
营，也会影响供应商供货，因此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予以应对。

就企业工资成本影响而言，学者们大多从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出发，认为劳动力成
本上涨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迁移决策。Nakostee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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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为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而迁移。由于工资粘性，低薪企业
倾向迁至低薪地区，高薪企业迁移成本相对较高，为吸引熟练工人或特殊技能人才而较
少迁移。Pennings等（2000）考察 1990～1996年比利时企业国际迁移决策，发现劳动成本
上涨显著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成长，企业只能通过向外迁移寻求更低的可变成本，大
企业通过迁移获益更多。Fratocchi等（2014）分析发现，由于用工成本上升和产品质量问
题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从中国撤离。

然而，有文献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向外迁移，因为影响企业迁移
的要素具有企业异质性并随时间变化。Meyer（1995）研究表明，冷战过后东欧单位劳动
力成本优势未能吸引西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线转移，但对邻近地区文化认同程度高
（可以降低跨国公司经验成本）和产品单一化的企业引致生产线转移。Kinkel等（2007）发
现，德国制造业离岸外包的市场导向动机愈发重要。此外，跨国企业或企业集团可以通
过母子公司之间的就业转移而非企业外迁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Konings等，2006）。

上述基于企业迁移理论的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并提供了大量国外
的经验证据，中国企业面临的各种内外部环境变化对迁移行为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关注。
陈耀、冯超（2008）认为，用工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上升，使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
企业迁至中西部地区，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魏后凯、白玫（2008）注意到北京等东
部发达地区凭借高端技术人才聚集、信息可得性较高和融资便利等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批
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唐飞鹏（2016）分析了省级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宏观影
响，发现高治理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投资获得较大的边际社会效益来吸引企业迁移，
而低治理能力政府只能凭借税收优惠吸引企业。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企业
内部的成本构成和生产模式正发生改变，企业的迁移决策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如何受
到影响，学术界还未进行深入研究。
（二）数字技术应用对工资结构及企业行为的影响
数字技术是一种通过比特来处理、存储、传输、呈现信息的通用目的技术，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得以快速普及且表现形式愈发多元化，包括硬件技术、软件技术、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Goldfarb等，2019；邢小强等，2019）。在数
字经济时代，企业在开发生产潜力的同时，也能大幅抑制工资成本上涨的风险。Smunt等
（2000）研究发现，采用灵活自动化（如自主运输系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替代劳动会
降低成本。Ford（2015）认为，自动化技术比低劳动力成本更有优势，因为前者可以替代人
工提高生产率，于是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纷纷返回本土，导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岗
位大大减少。Díaz-Chao等（2015）研究发现，西班牙中小企业采用的创新技术常与人力
资本改善和组织结构变化产生协同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出口竞争能力间接影响生产
率。Van Ark（2016）注意到虽然新技术在各经济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但并未出现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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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提升。可能因为新技术经济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
可能由于过度自动化导致“生产率悖论”（Acemoglu等，2018）。在国内文献中，宁光杰、林
子亮（2014）研究信息技术应用与企业组织变革的互动如何影响企业技能需求，进而导
致劳动者收入极化和企业生产成本下降。陈彦斌等（2019）构建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
态均衡模型，证实人工智能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活动智能化减少劳动力需求，进而提高资
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应对老龄化冲击，促进经济增长。郭凯明（2019）提出，人工
智能技术通过替代传统生产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分配。何小钢等（2019）认为，
信息技术能够与劳动力结构形成互动，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李磊、马欢（2020）研究发
现，数字政府通过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有效抑制外资企业撤离。

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时代国外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讨
论，但囿于国内企业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鲜有文献涉及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国内企业行
为，关于数字技术如何缓解中国企业在工资上涨压力下的搬迁行为的研究尤其缺乏。鉴于
此，本文在理论上阐明数字经济时代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搬迁压力的缓解机制，并
利用广东省企业调查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为中国企业挖掘数字红利提供政策启示。

三、理论分析

（一）模型建立
企业生产过程由不同的工作任务衔接组合而成，用下标 j表示工作任务。假定工作

任务分布在（0，1）区间。每个工作任务的生产可以采用两种生产技术。第一种生产技术
是传统生产技术，即企业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且劳动边际产量递减。于是采用该生产技
术的生产过程将为企业带来的收入 y0

j满足：
y0

j =AjLβ
j -（1+t）wLj （1）

其中，参数 0<β<1为常数。变量 Aj表示传统生产技术水平，变量 Lj表示劳动力数量，
变量 w表示劳动力工资。式（1）中引入变量 t，表示劳动力市场摩擦，这一摩擦来自劳动
力市场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匹配成本，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劳动成本（1+t）w。

第二种生产技术是采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即企业能够完全在此工作任
务中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获得收入，但使用自动化机器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假设采用该
生产技术的生产过程将为企业带来的收入 y1

j满足：y1
j =Bj。其中，Bj变量表示数字智能化

技术下收入与成本之差决定的净收入，可以间接衡量数字智能化生产技术水平。不同生
产任务的净收入可以存在差异。
企业在每个生产任务中需要支付固定成本 Cj，这一成本可以是土地使用成本、税费

成本或其他资本租金等。企业采用收入更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支付成本 Cj。于是，生
产任务 j为企业带来的利润：πj=max｛y0

j，y1
j｝-Cj。把所有生产任务的利润加总，即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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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总利润 Πj满足：

Πj=
1

0乙πj dj （2）

不同企业在同一个工作任务中的生产技术水平可以存在差异，因此总利润也可以存
在差别。对于任意一个企业，如果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利润为负，即 πj<0，那么企业的
总利润将不断收缩，甚至变为亏损，企业就会有更强的意愿搬迁到成本更低的地区。
（二）模型分析
如果工作任务 j采用第一种生产技术，那么收入最大化问题的解为：

Lj=
βAj

（1+t）w乙 乙1/(1-β) （3）

将式（3）代入式（1），可知收入 y0
j满足：

y0
j =（1-β）β β/(1-β) Aj

1/(1-β)

［（1+t）w］β/(1-β) =A軒j （4）

于是，不同企业的生产任务存在以下 3 种情形。情形一：Cj>max｛A軒j，Bj｝，此时无论采
用哪种生产技术，生产任务 j都将给企业带来负利润。情形二：A軒j>max｛Bj，Cj｝，此时生产

任务 j将采用传统生产技术。这一情形的必要条件是：Aj
1/(1-β)

Bj
> ［（1+t）w］β/(1-β)

（1-β）β β/(1-β) 。不等式的

左边衡量的是两种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在该生产任务中的传统生产技术水平
Aj 较高，数字智能化技术水平 Bj较低，那么采用传统生产技术更有比较优势。情形三：
Bj>max｛A軒j，Cj｝，此时生产任务将采用数字智能化生产技术。与情形二相反，这一情形的
必要条件是企业在该生产任务中的传统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数字智能化技术水平较高，
即采用数字智能化生产技术更有比较优势。

下面根据这 3 种情形分别讨论工资上涨的影响。由式（4）可知，工资 w上涨不影响采
用数字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工作任务，但降低了采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工作任务的收入，即：

dA軒j /dw<0 （5）

对于情形一的生产任务，如果 Cj>A軒 j>Bj，那么工资上涨后，随着A軒 j下降，生产任务 j

将使得企业亏损更多。如果 Cj>Bj>A軒j，那么工资上涨后，随着A軒j下降，生产任务 j带来的

利润将不受影响。对于情形二的生产任务，如果A軒 j>Cj>Bj，那么工资上涨后，随着A軒 j 下
降，一些传统生产技术水平的生产任务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将由正转负，企业面临更多工

作任务的亏损。如果A軒j>Bj>Cj，一些传统生产技术水平的生产任务将转为数字智能化生

产，并且利润将会收缩。对于情形三的生产任务，工资上涨后，随着A軒 j下降，生产任务 j
带来的利润将不受影响。

根据式（4），如果匹配效率提高，导致 t 下降，那么将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1+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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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的企业分布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从各城市抽样比例看，依次为广州（11.85%）、东莞
（11.15%）、揭阳（5.66%）、韶关（5.38%）、湛江（5.17%）、中山（5%）……从行业分布看，涵盖制造业、
批发零售、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邮政及其他服务业等。

部分抵消工资上涨的影响。
综上分析，随着劳动力工资上涨，采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工作任务给企业带来的利润

将收缩，或者转为亏损或扩大亏损，导致企业有更强的动机搬迁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但
是，一方面，工资上涨将导致部分采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工作任务转为采用数字智能化生
产，而采用数字智能化生产的工作任务不受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影响。如果越多的工作任
务采用数字技术，企业搬迁的意愿越弱，本文称这一现象为数字技术的替代效应。另一
方面，采用数字技术还能提高企业劳动力匹配效率，从而部分抵消工资上涨的负面影
响，弱化企业搬迁意愿，本文称这一现象为数字技术的匹配效应。

四、数据、统计事实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7 年广东省 20 个地级市的企业抽样调查。各地级市根据

抽样行业分配表自行抽取企业样本①。该调查重要目的之一是考察劳工成本上涨背景下
企业如何积极应对，调查内容涵盖企业人工成本、经营状况、搬迁意愿及经营战略调整
等重要信息，调查企业约 2 100家。数据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有效保证企业样本代表性。
剔除未回答或变量缺失的企业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约 1 700家企业的数据。

本文旨在考察企业面临的工资上涨对搬迁意愿的影响，重点研究企业应用数字技术
对企业搬迁的缓解效应。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有搬迁意愿（FR）。本文依据调查问卷中
“您的企业是否考虑转移到其他地方”来识别，包括 5 个选项：“（1）暂时没考虑；（2）搬
迁到广东两翼地区；（3）搬迁到国内中西部地区；（4）搬迁到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5）搬迁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果企业填写选项为（1），则企业搬
迁意愿为 0，如果填写选项为（2）～（5），则企业搬迁意愿为 1。在变量设置上，采用二值
虚拟变量表示。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之一为企业工资涨幅（WG）。利用企业问卷中“自上一次调整最
低工资标准以来，企业职工工资年均涨幅”来识别，选项分别为“（1）5%以下；（2）6%～
10%；（3）11%～15%；（4）16%～20%；（5）21%以上。”工资涨幅变量相对外生，由于受最
低工资规制影响，同时因工资涨幅是以 5%为平均间距，具有可比性，本文依次对应 1～
5离散数值来表示。

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应用数字技术（DT）。利用调查问卷中“企业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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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资涨幅 考虑搬迁
5%以下 4.1
6%～10% 4.9
11%～15% 5.6
16%～20% 14.8
21%以上 15.8

表 3 不同工资涨幅企业的搬迁意愿 %

城市 考虑搬迁 城市 考虑搬迁
揭阳 7.69 梅州 4.48
东莞 7.54 河源 4.17
惠州 7.41 韶关 4.08
广州 7.22 珠海 3.49
佛山 6.33 清远 2.86
肇庆 6.17 汕尾 1.75
汕头 5.75 江门 0
湛江 5.26 茂名 0
云浮 5.26 阳江 0
中山 4.94 潮州 0

表 1 广东各城市企业搬迁意愿 %

企业分类 考虑搬迁 企业分类 考虑搬迁
所有制 经济类型
国有企业 2.20 非新兴经济 4.91
私营企业 4.01 新兴经济 4.59
外资企业 7.39 行业属性

企业规模 制造业 5.99
小企业 3.35 非制造业 3.15
大中企业 5.52 合计 4.76

表 2 不同分类企业的搬迁意愿 %

营过程中，是否引入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商务等技术”予以识别。在变量设置上，采用
二值虚拟变量表示，1表示应用，0表示未应用。
（二）统计事实
1. 企业搬迁意愿的城市和企业类型比较
从调查数据看，企业搬迁意愿最高的 5 个城市分别为揭阳（7.7%）、东莞（7.5%）、惠州

（7.4%）、广州（7.2%）、佛山（6.3%），这些城市大多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而
在江门、茂名、阳江和潮州 4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受访企业都暂时不考虑搬迁。众所
周知，珠三角凭借毗邻港澳的天然优势，长期以来依赖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但近
年来，受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普遍上涨的影响，一些企业主动搬迁至经济相对落后的广

东两翼或者内陆地区，产业转移的“雁
阵”模式已显现，这些发现与经济现实相
吻合。

通过这次调查可以了解有哪些类
型的企业在考虑搬迁（见表 2）。从不同
所有制看，国有企业存在搬迁意愿的比
例最低（2.2%），私营企业次之（4.01%），
外资企业比例最高（7.39%）。受人工成本
普遍上涨的影响，一些外资企业考虑撤
离中国市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分企业
规模看，大中企业考虑搬迁的比例高出
小企业 2 个多百分点。非新兴经济类型
比新兴经济类型企业的搬迁意愿略高。
制造业企业考虑搬迁的比例高于非制造
业企业。

2. 工资上涨压力与企业搬迁的统计
关系

进一步考察企业搬迁是否因不断上
涨的工资成本引致。从表 3不同工资上涨
区间企业的搬迁意愿可以发现，工资涨幅
5%以下的企业有搬迁意愿的仅占 4.1%，
随着工资涨幅上升，企业的搬迁意愿单调
上升，一旦工资涨幅超过 15%，考虑搬迁
的企业达 14%以上。可见，企业是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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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与不断高涨的工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用工成本上涨是企业搬迁的重要肇因。
（三）模型设定
企业选择是否搬迁的决策不仅受工资成本上涨的影响，还可能取决于其他诸多因

素，如企业年龄、规模、是否出口、所有制及行业属性等。因此，本文建立线性模型：
FRi=β0+β1WGi+φXi+l 1indk+l 2cityj+ui （6）

FRi=β0+β1WGi+β1DTi+ρ（DTi×WGi）+φXi+l 1indk+l 2cityj+ui （7）
其中，下标 i表示企业。在式（7）中，重点关注回归系数 ρ。如果企业采用数字技术能

显著降低工资涨幅对企业搬迁的冲击，则 ρ系数预期为负数。X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包括：企业年龄、是否出口、企业规模（采用企业用工规模是否属于大规模企业表
示）、是否大规模裁员、是否
投资扩张。同时我们控制
企业所属的经济类型（由
企业是否属于新经济类型，
包括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新主体等来测度）、所
有制、行业和城市效应。u
为随机扰动项。变量描述
性统计如表 4 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 5中模型 1只考虑工资涨幅，模型 2 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 3 加入工资涨幅和数

字技术变量，模型 4加入二者的交互项。各类模型均采用调整了城市层面集聚效应的标
准误。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工资涨幅对企业搬迁意愿有正向影响，且在 5%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涨幅每上升 1 个层级（等距为 5%），
企业考虑搬迁的概率就会上升 1.86 个百分点。模型 3 加入数字技术变量后，工资涨幅
变量估计系数和显著水平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搬迁仅有微弱的
负影响，说明企业仅靠数字技术应用并不能对企业搬迁产生足够抑制作用。模型 4 交互
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只有在那些承受工资上涨重负的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才
能对企业搬迁产生显著的对冲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估计
由于企业在决定是否使用数字技术时，可能受到所处的行业和所有制技术环境影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搬迁意愿 1700 0.048 0.213 0 1
工资涨幅 1678 1.563 0.752 1 5
数字技术 1478 0.464 0.499 0 1
企业年龄 1646 15.956 10.192 1 68
是否出口 1637 0.250 0.433 0 1
企业规模 1840 0.671 0.470 0 1
是否大规模裁员 1707 0.055 0.228 0 1
是否投资扩张 1679 0.357 0.479 0 1

数字技术、用工成本与企业搬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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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样本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企业搬迁意愿）

变 量 工具变量法（模型 5） PSM（模型 6）
第二阶段估计
数字技术×工资涨幅 -0.0857**（0.0437） -0.0427*（0.0220）
工资涨幅 0.0541**（0.0217） 0.0317**（0.0141）
数字技术 0.2482***（0.0230） 0.0762**（0.0338）
第一阶段估计
数字技术普及密度 0.9884***（0.3643）
似然比检验 H0:ρ=0 147.75***

N 1218 684
LL -6.2e+02 95.0453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企业特征、所有制、行业、城市
变量。*p<0.10，**p<0.05，***p<0.01。

表 5 全样本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企业搬迁意愿）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工资涨幅 0.0197**（0.0089） 0.0186**（0.0082） 0.0183**（0.0083） 0.0339**（0.0125）
数字技术 -0.0042（0.0162） 0.0563**（0.0245）
数字技术×工资涨幅 -0.0391**（0.0176）
企业年龄 -0.0002（0.0005） -0.0004（0.0005） -0.0003（0.0005）
是否出口 0.0459***（0.0154） 0.0517***（0.0151） 0.0518***（0.0151）
企业规模 0.0075（0.0157） 0.0076（0.0156） 0.0072（0.0150）
是否大规模裁员 0.0540（0.0327） 0.0582（0.0375） 0.0578（0.0376）
是否投资扩张 -0.0112（0.0147） -0.0115（0.0162） -0.0122（0.0161）
N 1661 1385 1218 1218
LL 217.1401 205.9862 204.8082 207.7999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企业经济类型、所有制、行业、城市变量。*p<0.10，**p<0.05，***p<0.01。

响，那么使用“数字技术”这
一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为
此，本文采取一个相对外生
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即除
本企业外的同“行业—所有
制”企业数字技术普及密度。
由于数字技术应用为二值虚
拟变量，本文采用干预效应
模型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见表 6）。

表 6 模型 5 采用最大似
然法干预效应模型估计，似然比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H0：ρ=0，表明存在内生性问题。本
文核心自变量“数字技术×工资涨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0857，显著为负数，与基
准估计结果一致。考虑内生性问题的估计结果再次印证了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
受工资上涨影响的企业外迁意愿。本文核心结论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使用数字技术能否对冲高工资成本驱使企业搬迁的压力。

这需要比较未使用数字技术企业如果使用了数字技术会否使高工资成本企业搬迁意愿
降低。受制于横截面数据的天然缺陷，无法追踪某一个企业在使用数字技术前后的搬迁
动机变化，同时估计结果也一定程度取决于估计函数形式。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PSM
进行稳健性检验。

这里采用无放回的一对一的匹配，最终得到 684 个观测值的子样本，利用匹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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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字技术影响的机制检验
变 量 匹配效应（模型 7） 替代效应（模型 8）
数字技术 0.0608**（0.0223） -0.1887*（0.1079）
N 1218 1179
LL -6.2e+02 -2.1e+03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企业特征、所有制、

行业、城市变量。*p<0.10，**p<0.05，***p<0.01。

样本进行回归，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是“数字技术×工资涨幅”交互项。表 6模型 6显示，
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估计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较为接近。

3.检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是否影响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Oster（2019）的方法评估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据检验，经过遗漏

变量偏误调整后“数字技术×工资涨幅”交互项估计系数为 -0.1057，估计系数符号没有
发生改变，说明本研究遗漏变量的问题并不严重，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能够对冲工资上
涨压力对企业搬迁影响的结论依然稳健。
（三）数字技术缓解作用的机制检验
数字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重塑企业劳动技能需求和工资结构，从而缓解工资上涨

对企业搬迁的冲击。一是劳动匹配效应，即通过数字技术的信息搜索功能实现劳动力供
需匹配，提高匹配质量和效率；二是劳动替代效应，通过数字技术的自动化取代人工，降
低用工成本。其最终结果是缓解工资上涨对企业搬迁的负面影响。下面进一步检验这两
个机制是否成立。

根据调查问卷“在一线生产（服务）岗位，企业是否存在缺工及招工难的情况”来识
别企业的劳动匹配，如果企业不存在“缺工”或“招工难”，则表明劳动供需匹配度高赋值
为 1，否则为 0。同时根据企业是否通过重塑技能需求从而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支出占总
成本的比重”来考察数字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效应。表 7模型 7 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
术应用在 5%水平上显著，企业缺工和招工难的可能性降低 6.08%，说明数字技术应用
的“匹配效应”有显著效果。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和劳动力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
实现岗位—工人的快速且相对精准的匹配（Manyika，2017），降低企业招聘成本和摩擦
性失业规模，从而减缓企业被劳动力供给所掣肘的困境，在一定程度降低企业搬迁意
愿。模型 8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使企业人工成本占比在 10%水平上显著降低了 18.87%，
证实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存在“替代效应”，通过直接取代劳动力的工作任务来降低劳动
收入份额，与大部分已有文献研究结论一致（Acemoglu等，2018）。这也恰恰体现了数字
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效应，能够以更加节省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企业对用工规模的依赖，
从而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占比，在一定程度扭转了企业受制于工资上涨的被动局面。
（四）数字技术缓解作用的异质性分析
1. 不同所有制的影响差异
从理论上看，不同所有制企业

是否考虑向外搬迁会面临不同的制
约因素。比如，国有企业通常会有更
大的迁移沉没成本，这是由于国有
企业对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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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除了能带来更多税收，也需要承担一定社会就业的政策性负担，在地方政府行政干
预下，国有企业的外迁意愿不够强烈。而外资企业更善于“用脚投票”，外资企业除了利
用本土市场，还依赖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私营企业对于用工成本反应敏感，受
工资上涨影响较大，而且私营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船小好调头”，企业迁徙成本相对小
（Brouwer等，2004）。

表 8 模型 9 至模型 11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数字技术与工资涨
幅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不显著。私营企业样本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06，且在 5%的
水平上显著，数字技术的缓解作用最大。一般而言小规模私营企业流动性相对更高（Brouwer
等，2004），更容易受生产要素价格影响，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迁移意愿。外
资企业样本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0492，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由于劳工成本上升是
影响外资企业退出中国的重要因素（李磊等，2019），企业可以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来提高
生产率增加利润，从而降低撤离风险。

2. 企业是否出口的影响差异
在东南沿海地区，出口企业通常是以一种加工贸易方式（更具体是一种外包或任务

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这种贸易方式对于低廉劳动力依赖度高，尤其是从事常规任务的
劳动力。在数字技术影响下，这种类型企业更愿意以机器替代人工，于是数字技术对企
业搬迁的缓解效应会更大。那么，出口贸易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催化数字技术对企业搬
迁的对冲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表 8 模型 12 和模型 13分别估计了企业是否参与
出口贸易受到的异质性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在非出口企业，数字技术与工资涨幅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而在出口企业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 .0796，在10%的水平上
显著。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相对优势仍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Zhao 等，2002），企业
为保持出口贸易竞争
优势更可能迁往低工
资成本地区（Zhu 等，
2013），而数字技术应
用能够有效缓解高工
资涨幅给出口企业带
来的搬迁压力。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的事实，重点考察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向外搬迁
动机，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对缓解工资上涨引致的搬迁压力的效应。研究发现，（1）用工

表 8 不同所有制和出口类型企业的影响差异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企业特征、所有制、行业、城市变量。
*p<0.10，**p<0.05，***p<0.01。

国有 私营 外资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数字技术× 0.0965 -0.0600** -0.0492* -0.0796* -0.0255
工资涨幅 （0.0816） （0.0211） （0.0256） （0.0392） （0.0279）
N 126 735 357 288 930
LL 82.1967 201.3255 -3.0083 -37.8767 329.0149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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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是影响沿海地区企业生产经营的关键因素，会迫使一部分企业考虑向外搬迁。考

察样本中大约有 4.8%的企业有搬迁意愿，这些企业倾向于搬迁至相对落后的广东两翼

地区、国内中西部地区或者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雁阵”产业转移模式已显现。（2）数字

技术应用能够显著降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向外搬迁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匹配效应和替代

效应来重塑劳动技能需求和降低工资成本，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部分抵消工资上涨的

压力，从而弱化企业搬迁意愿。（3）在私营和出口企业中，数字技术应用对高用工成本

企业搬迁意愿的缓解效应尤为显著，反映出对用工成本较为敏感的企业可以通过应用数

字技术来有效对冲搬迁压力。数字经济有利于突破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

“微笑曲线”底端的模式，为这些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带来新的转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政府应适时出台奖励政策以鼓励

企业持续的数字创新，推陈出新，以提供高品质产品、掌握核心技术为目标，从本质上提

升企业竞争力，从而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继续保持国际分工竞争优势。（2）应强化数字

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反垄断，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和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有效弥合企业间

的数字鸿沟，从而缓解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和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搬迁压力，推动在内

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建立完备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3）政府在教育投资和职业技能培

训方面应有所作为，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应激励企业

提高工人—岗位匹配效率，这也能在很大程度改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建设，促进企业长

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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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ubway operation on the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By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dex of population and controlling for the endogeni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expansion of subway
scale has little effect o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urban population expansion. (2) The
subway makes the urban population more dispersed,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subway makes the urban built-up area ex-
pand. (3) The extension of the subwa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assenger flows, but not urban population. The in-
crease in passenger flows mainly comes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subway for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cision to build a subway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raffic demand and operating revenue,
rather than to attract more migrants and thus expand the size of the city. Although the subway does not help to expand
the size of a c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urban disease of big cities,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 effi-
ciency, an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Jia Hanrui and Others·91·
Using the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data from 2002 to 2018, the paper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de-

compose the incom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within a family.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ra-family in-
come redistribution on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intra-fami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reduces the personal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by about 20%, and the impact is stronger in rural areas. (2) Children
contribute the most to reduce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and grandchildren squeeze out the shared income that
the elderly receive from family members. (3) Due to th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pensions, the shared income be-
tween spouses is relatively high. It is the main form of intra-fami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for the elderly not living with
children. (4) The elderly in the low-income group are more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the high-in-
come group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shared income between spouses. The pap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family”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calls for policies supporting family old-age support.

Digital Technological Change, Wage Increase and Firm Relocation Wei Xiahai and Others·104·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how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ects the firms’relocation inten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ntion of relocation increases along
with wage increase, which confirms that the labour cost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firms’relocation decision. (2) Firms
apply digital technology for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ainly by substituting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s to reduce labor
employ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tching in labor market, which is t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rising wages on
costs. It reduces the likelihood to relocate, and forms a“digital dividend”that promotes enterprise upgrading. (3) In pri-
vate and export firms, th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relocation motivation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for
high labor cost firms. The paper provides rela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 Review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Yao Xianguo and Others·117·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ew feature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policy evolutions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 review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dividual migration decisions. Although various factors are relevant in individuals’
migration decision,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land tenure in the origin, the attracting effect of in-
come factor in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brid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network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 recent 10
years,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reconciliation and regional balance has weakened the“push”and“pull”
effects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lac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has transformed the migration
mode from one-way migration of low-skilled workers to two-way mobilities of highly qualified talents. Therefore, migra-
tion policy has shifted from the focus of restricting migration to promoting unobstructed and orderly migration, which will
bring challenges of labor mig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points ou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reality and ke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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