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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辨析中美双边贸易是否造成美国国内失业是中方应对中美贸易谈判的

重要武器，也是其他国家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借助世界投入产出模

型，运用结构分解（SDA）方法，将一国就业变化的不同影响因素分解为国内和国外因素，并分解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

响，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和国内消费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最大，外贸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甚微。剥离中美双边贸易后实证结

果显示从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不是美国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考虑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后，中美

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冲击很小，四个时期都不超过0.3%。因此美国指责中美贸易减少了美国就业是夸大其词，中方应

积极应对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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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时期，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外贸

的稳定增长。由于美国在技术上的优势使得其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价值链高端环节，直接导致其在货物贸易

领域的长期逆差。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外贸出口的持续增长，这引起了美

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密切关注。美国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进入衰退，经过多年的

努力也未出现复苏迹象，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国内失业率不断攀升。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经济刺激

计划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国内矛盾日益凸现。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顾对中美关系的损害，多次指

责从中国进口的增长降低了美国就业水平，将其国内失业不能缓解的原因指向与中国的贸易，试图通过扩

大向中国出口、限制从中国的进口缓解国内就业矛盾，至今围绕双边贸易的谈判仍然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美国是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是

至关重要的。如果从中国的进口挤占美国国内商品的市场，降低了美国国内的劳动力需求，成为美国制裁

中国的依据，那么中美贸易关系未来的前景堪忧，中国出口将失去美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出口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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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空间将受到严重削减。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如何影响其

他国家呢？是否导致其他国家的国内经济问题？不仅仅只有美国关注这一问题。中美双边贸易对进口国

的影响会成为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商品采取贸易措施的样板和参照依据，直接影响中国与除了美国之外的其

他国家的双边贸易。中美两国同为世界贸易大国，两国的经贸关系既关系到双方的利益，也会影响世界经

贸格局。因此剖析美国就业的影响因素、明确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对维护中国外贸利益具有重

要意义，也是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的有利武器。

国际贸易是否影响国内就业，理论研究上存在不同结论。一类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降低国内失业率[1~3]。

另一类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增加贸易参与国的失业水平 [4~6]。但是Moore和Ranjan（2005）、Mitra和Rajan
（2007）、Dutt等（2009）研究得出导致进口国国内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不是国际贸易[7~9]。Dutt等（2009）的研究

表明国家间和国家内两者的贸易保护都会增加失业率，而两者的自由贸易则降低失业率[9]。

实证研究贸易与就业关系的结论也存在差异。意大利的失业率与意大利工业的进出口没有明显的关

联，技术进步才是其失业的主要原因[10]。新加坡失业的原因与贸易无关，主要是因为出口部门大量使用资本[11]。

英国国内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与制造业的进出口都存在关联[12]。从中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对挪威的就业增长产

生了负效应，对比来看中间产品进口大于最终产品进口的负效应[13]。自东欧的进口对德国劳动力市场产生

的效应大于自中国的进口，而且出口地区就业的增加可以同与进口相竞争地区就业人数的减少互相弥补[14]。

美国的失业由来已久，由于长期的贸易逆差，对外贸易是否是其失业的原因呢？进口的增长尽管不是

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但确是美国制造业部门自1980年以来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15]。由于要素存在互补

性，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失业的主要原因不是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而是偏向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导

致了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减少[16]。Baily和Lawrence（2004）的研究则显示影响美国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国内需

求要远大于贸易[17]。Olfert等（2013）的研究显示同样的结论[18]。国际市场的竞争鼓励美国制造业公司继续

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导致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下降，Bernard等（2006）研究发现1977—1997年美国制造

业14%的失业是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导致[19]。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出口均促进出口从而创造就业率，美

国出口创造的就业率与双边贸易差额没有明显关系[20]。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出口增长，一些文献专门研究与中国贸易对一国就业的影响。作为重要贸易伙伴，

中美双边贸易对中国的就业效应大于对美国的就业效应[21]。李未无（2004）分析得出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

原因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和出口日本的大幅下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22]。

夏先良（2010）认为国际就业是国际分工而不是国际贸易决定的，美国失业不是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相反，

中美两国经济上的差距而产生的互补性增加了美国就业，另外也与结构性失衡有关[23]。项松林和赵曙东

（2010）的研究表明，扩大出口对美国就业拉动的作用不大，美国国内就业的减少与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关

系不大，美国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企业自身发展状况[24]。陈心颖（2012）的研究结论是中美

贸易失衡促进了美国就业的稳定增长[25]。Autor等（2013）运用区域数据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1990—2007年
就业需求下降的21%由从中国的进口造成[26]。2001年以来，中国入世后向美国出口的迅速扩张在很大程度

上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率的上升[27]。王孝松等（2014）研究显示，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的“美国含量”

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28]。戴枫和陈百助（2016）从全球价值链

视角分析表明美国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的负效应不大而且

有下降趋势[29]。Daron Acemoglu等（2016）将研究扩展到包括非制造业部门，发现美国1999—2011年200~240
万工作岗位的减少与从中国的进口有关[30]。

以上研究对于我们分析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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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分析对象扩展至服务部门。在分析美国就业的外部影响因素时，许多文献都将制造业作为对象。但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出口下滑明显，但美国服务贸易的对外扩张和竞争力却快速提

高，远远超过制造业。美国服务贸易领域的顺差比货物贸易领域的逆差还要大。因此美国就业的部门分布

不能仅看制造业。二是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条件，考察美国从中国进口中的美国成份。现有研究没有考察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事实，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并不是中国单独完成的，其中也有美国成份。三是同时从

进口和出口两方面来考察双边贸易的影响。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进口冲击国内就业，出口就会增加一国的就业。因此即使中国的出口对进口国的就业存在负效应，但综合

向中国出口的正面效应，双边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也不一定有想像的那么大。因此本文将综合考察包含所有

产业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并单独考察中国出口美国和美国出口中国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以便更全面把握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二、方法和数据

（一）模型的建立与方法

假设一个经济体生产部门数量为 n 个，其中部门 i的总产出记为 Xi ，部门 j 对部门 i中间投入品的需要

记为 aij ，对部门 i的最终需求记为 Fi ，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则该国产品市场出清的条件为：

Xi = aij Xi +Ci +INi +Ei(i = 1,2,⋯,n) （1）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用 A表示，为 n × n ,其中元素为直接消耗系数 aij ，X 为总产出的 n 维列向量，C 为用

于最终消费的 n维列向量，IN 为用于投资的 n维列向量，E 为用于出口的 n维列向量，分别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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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经济条件下（1）式可写成：

X = AX +C + IN +E （2）
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中间产品贸易，一国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都有进口的成份，国内生产中投入

产出行平衡的条件为：

XD = ADXD +CD + IND +ED （3）
M = AMXD +CM + INM +EM （4）

其中 XD 为国内产出列向量，AD 为国内中间投入直接消耗系数矩阵，CD 、IND 和 ED 分别为用于最终消

费、投资和出口的国内产出列向量。 M 为总进口，AM 为进口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CM 、INM 和 EM 分

别为用于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进口产品。一国的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包括国内品和进口品，即：

C =CD +CM （5）
IN = IND + INM （6）
E =ED +EM （7）

公式（3）和公式（4）相加，代入公式（5）、（6）、（7）移项整理得：

XD = ADXD +C + IN +E -CM - INM -EM （8）
将 ADXD 移至公式左侧整理得：

XD =(I - AD)-1(C + IN +E -CM - INM -EM) （9）
(I - AD)-1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假设 l 为就业系数的行向量，其中的元素 li 为各部门单位产出所使用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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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数量，则总产出拉动的就业量为：

L = l(I - AD)-1(C + IN +E -CM - INM -EM) （10）
令 G =C + IN +E -CM - INM -EM ，FM =CM + INM +EM ，FM 为进口最终产品，将公式（10）按两极分解法进

行分解得到从时期0到时期1的一国就业变化量的影响因素分别为：

△L = 12 ( △l (I - AD)-11 G1 +△l(I - AD)-10G0) + 12 ( l 0 △(I - AD)-1G1 +l1△(I - AD)-1G0) +
12 ( l 0 (I - AD)-10△C +l1(I - AD)-11△C) + 12 ( l 0 (I - AD)-10△IN +l1(I - AD)-11△IN) +
12 ( l 0 (I - AD)-10△E +l1(I - AD)-11△E) - 12 ( l 0 (I - AD)-10△CM +l1(I - AD)-11△CM) -
12 ( l 0 (I - AD)-10△INM +l1(I - AD)-11△INM) - 12 ( l 0 (I - AD)-10△EM +l1(I - AD)-11△EM)

（11）

则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技术、消费、投资、出口、进口最终消费品、进口投资品和复出口对本国就业的

影响分别为：

f (△l) = 12 ( △l (I - AD)-11 G1 +△l(I - AD)-10G0)
f (△(I - AD)-1) = 12 ( l 0 △(I - AD)-1G1 +l1△(I - AD)-1G0)

f (△C) = 12 ( l 0 (I - AD)-10△C +l1(I - AD)-11△C)
f (△IN ) = 12 ( l 0 (I - AD)-10△IN +l1(I - AD)-11△IN)
f (△E ) = 12 ( l 0 (I - AD)-10△E +l1(I - AD)-11△E)

f (△CM) = - 12 ( l 0 (I - AD)-10△CM +l1(I - AD)-11△CM)
f (△INM) = - 12 ( l 0 (I - AD)-10△INM +l1(I - AD)-11△INM)
f (△EM) = - 12 ( l 0 (I - AD)-10△EM +l1(I - AD)-11△EM)

最终产品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为：

f (△FM) = - 12 ( l 0 (I - AD)-10△FM +l1(I - AD)-11△FM)
一国就业影响因素结构分解的效应如表1所示。

表1 一国就业影响因素的效应

名称

劳动生产率变动效应

国内生产技术变动效应

最终消费变动效应

投资变动效应

出口变动效应

最终产品进口变动效应

表示符号

f (△l)
f (△(I - AD)-1)

f (△C)
f (△IN )
f (△E )
f (-△FM)

本文需要考察中美双边贸易的就业效应，需将某些效应拆分。

一国向不同国家 i 出口，一国的总出口 E =E1 +⋯+Ei +⋯En ，则 △E =△E1 +⋯+△Ei +⋯△En ，

f (△E ) =∑
i = 1

n (12 ( l 0 (I - AD)-10△Ei +l1(I - AD)-11△Ei))。一国出口某国的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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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i ) = 12 ( l 0 (I - AD)-10△Ei + l1(I - AD)-11△Ei)
同理，从某国进口最终产品的效应为：

f (△FMi
) = - 12 ( l 0 (I - AD)-10△FMi

+ l1(I - AD)-11△FMi
)

令 K =(I - AD)-1 ，其中 AD = A - AM ,采用乘法分解法推导得到：

△K =K1 -K0 =K1△ADK0 =K1△(A - AM)K0 =K1△AK0 +(-K1△AMK0)
f (△AM) = - 12 ( l 0 K1△AMK0G1 +l1K1△AMK0G0)为进口中间投入变动的就业效应，则从某国进口中间产品效

应为：

f (△AMi
) = - 12 ( l 0 K1△AMiK0G1 +l1K1△AMiK0G0)

双边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如表2所示。

表2 双边贸易就业影响因素的效应

名称

出口某国效应

从某国进口最终产品效应

从某国进口中间产品效应

表示符号

f (△Ei )
f (-△FMi)
f (-△AMi)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提供了2000—2014年44个国家和一

个剩余部分56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这是目前能获得的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

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因此只需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中使用美中双边贸易的相应部分。分行业

的就业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提供的社会经济账户（SEA）。所有数据均按2010年的价格指数平

减，价格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中的社会经济账户（SEA）。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中美历次贸易摩擦的产生都与美国对就业的担心有关。本文选择了2000—2014年美国就业人数变动

的几个阶段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是2000—2003年，这一阶段中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出现了下滑趋势。第二阶段是2003—2007年，2005年全球经济出现了小幅波动，美国

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第三阶段是2007—2010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波动，美国就业人

数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第四阶段是 2010—2014年，全球经济在艰难复苏中，美国就业人数有明显增加。

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上述结构分解方法将美国四个时期就业人数的变化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技

术水平、最终消费、投资、出口和最终产品进口产生的就业效应。

图1 2000—2014年美国就业人数（单位：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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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就业人数变化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结果

对四个不同阶段美国国内就业变化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2000—2003
年美国就业下降，幅度为1.23%。实证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是导致此阶段就业下降的最大因素，国内生产技

术是第二大负影响，投资、出口和最终产品进口的影响有限。拉动就业增长的因素只有最终消费。2003—
2007年是美国就业增长时期，增幅为4.70%。此阶段拉动就业增长的因素是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最

终消费效应最大。劳动生产率和最终产品进口拉低了美国的就业，而且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较大。

2007—2010年是考察期内美国第二个就业下降阶段，下降幅度为5.81%。影响这一阶段美国就业减少的因

素是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技术、投资和最终产品进口，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其次是劳动生产率。

此阶段正好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投资的大幅度削减构成了美国就业减少的最大因素，当然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也较大。2010—2014年美国就业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达到 14.10%。劳动生产率、国内技

术、消费、投资和出口都有利于就业增长。最终产品进口的就业抑制作用也比较低。

表3 2000—2014年美国就业变化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

总就业变动

劳动生产率变动效应

（ f (△l)）
国内生产技术变动效应

（ f (△(I - AD)-1)
最终消费变动效应

（ f (△C)）
投资变动效应

（ f (△IN )）
出口变动效应

（ f (△E )）
最终产品进口变动效应

（ f (-△FM)）

2000—2003年
就业效应

（千人）

-1844.08
-8246.74

-1922.62

9418.50

-135.56

-322.46

-485.55

变化幅度

（%）

-1.23
-5.48

-1.28

6.26

-0.09

-0.21

-0.32

2003—2007年
就业效应

（千人）

6979.24
-7132.52

-173.51

10968.36

2377.91

3462.56

-1836.54

变化幅度

（%）

4.70
-4.80

-0.12

7.38

1.60

2.33

-1.24

2007—2010年
就业效应

（千人）

-9035.07
-3713.34

-1775.22

921.74

-5093.16

290.15

-523.56

变化幅度

（%）

-5.81
-2.39

-1.14

0.59

-3.27

0.19

-0.34

2010—2014年
就业效应

（千人）

19244.84
6625.15

1922.07

5665.87

3103.81

1299.28

-407.90

变化幅度

（%）

14.10
4.85

1.41

4.15

2.27

0.95

-0.30

注：计算过程中对结果进行四舍五入处理，各因素的效应总和与总就业变动存在出入，属于正常误差

比较不同因素的就业效应结果可以得出劳动生产率是美国就业人数变化的最显著影响因素。在所考

察的四个时期中，它对总就业变动的影响都很大。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较高的技术水平很可能使得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使用资本代替劳动，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了就业人数的下降，在所考察的

前三个时期都显示这一结果。本文的结果与Bernard等（2006）[19]、戴枫等（2016）[29]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2010—2014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劳动力市场上各种政策的刺激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导致生存下来的企业使用劳动

力的数量增加。这一时期美国的人均GDP上升缓慢。国内生产技术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与劳动生产率因

素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水平上升则劳动生产率提高，两者对就业的影响在考察的四个时期方向上是一致的，

但技术变动的效应明显小于劳动生产率的效应。

在考察的四个时期中，前两个时期美国国内消费上升对就业的影响非常明显。2007—2010年受金融危

机的影响，美国国内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缓慢，虽然其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但幅度非常有限。2010—
2014年美国国内消费对就业影响也较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为了经济复苏，政府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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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使得国内消费上升，虽然上升幅度不大，但对就业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这表明美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很

大程度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中，国内消费是根本影响因素。投资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正有负。

美国的投资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2000—2003年美国投资有萎缩迹象，其对就业的影响为负，但不大。美国

国内投资2003—2006年呈上升趋势，因此拉动了就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2010年投资大幅下滑，因

而这一时期投资变动对就业减少的作用非常明显。而在2010—2014年，由于受美国国内各种政策的刺激，

投资增加，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

图2 2000—2014年美国的投资额（单位：百万美元）

出口作为商品的流出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是存在的。2000—2003年美国的出口呈下降态势，因而不利于

国内就业的增加。2003—2007年出口增长明显，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影响幅度达到2.33%。后两个时期出口

增幅不大，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但不明显。同期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出口并不是影响美国就业的最大因素。

最终产品进口在所考察的四个时期对美国就业的影响都为负，减少了美国的就业，美国最终产品的进口在

考察的年份中都是增加的，但对就业影响都不大。

从结构分解结果来看，在产品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消费、投资、最终产

品的进口都是美国就业人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美国劳动生产率、国内消

费和投资因素对美国就业的影响较大，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现有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失业问题的根

本原因来自其国内自身的因素，对外贸易对美国失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较小。

（二）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效应的分解结果

历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中都有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减少美国就业的担心。那事实上中美双边贸易

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如何呢？本文剥离了中美贸易并实证分析了其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0—2014年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变化影响的结构分解

总就业变动

向中国出口的效应

自中国进口最终产品的效应

自中国进口中间投入的效应

中美双边贸易的总效应

2000—2003年
就业效应

（千人）

-1844.08
79.74

-315.13
-117.69

变化幅度

（%）

-1.23
0.05
-0.21
-0.08
-0.24

2003—2007年
就业效应

（千人）

6979.24
233.19
-850.86
218.93

变化幅度

（%）

4.70
0.16
-0.57
0.15
-0.26

2007—2010年
就业效应

（千人）

-9035.07
164.36
-114.89
-72.38

变化幅度

（%）

-5.81
0.11
-0.07
-0.05
-0.01

2010—2014年
就业效应

（千人）

19244.84
145.86
-122.81
-189.84

变化幅度

（%）

14.10
0.11
-0.09
-0.14
-0.12

表4显示在所考察的四个时期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对就业的影响都为正。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如图3所示

2000—2014年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出口中国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都为正，有利于美国就业增长。未来随

图3 2000—2014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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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以及国家对进口的鼓励，美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市场上

具有明显优势，双边贸易中美国出口中国对美国就业的增长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效应。美国在顾虑从中国进

口降低就业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将来向中国的出口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最终产品进口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为负，但相比总就业的变动，影响幅度较小，四个时期都

没有超过0.6%。根据WIOT的统计，考察期内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在量上呈增长趋势，如图4所示，

只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下滑。而美国担心的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的确是负的，但相比总就业的变动幅

度是很小的。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加工贸易发展出口，融入全球价值链，从中国出口的产品其全部

生产环节并不是在中国一个国家完成的，是不同国家合作生产的结果，因而中国的出口额中包含大量的从

别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成份，当然也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中间零部件。因此从中国出口美国的最终产品对美国

就业的影响包括中国、价值链上中国的上游国家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决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原因，其中还要剔

除中国出口美国最终产品中的“美国含量”所带动的美国就业。从中国出口美国的最终产品有很多是美国

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中国完成最后的组装加工环节。对于美国而言，这种进口反而带动了其

向其他国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出口，同时分享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换言之，没有来自中

国最终产品的进口，也就没有美国中间产品向中国和全世界的出口。另一方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美

国消费者在本国市场上可以购买到从中国进口的低廉的最终产品，如果美国自己生产或从中国以外的国家

进口，则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会高于从中国进口，因而从中国的进口增进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实际

上由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中美双边贸易的平

衡并不能挽救美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逆差，这种贸易导致的就业的变化并不会因为双边贸易而改变。

图4 2000—2014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进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所考察的四个时期中，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对美国就业的影响虽然有正有负，

但幅度都不大，都没有超过0.2%。这进一步明确了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甚微。即使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依然是国际分工的基础，只是以生产环节为界而已。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中间产品本质上是中美两国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分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中国完成，美国

则从事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而这种分工会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上的优势。从就业角度来

看，技术密集型环节需要高素质劳动力，中美两国的这种分工强化了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优势，会提高

美国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削弱美国在加工组织环节的优势，相对降低了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从

中国进口中间产品重要的不是改变了美国就业的量而是就业的素质结构。美国不可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

有比较优势，与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合作会巩固其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强化其在价值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四、研究结论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结构分解方法，本文实证分析了2000—2014年四个时期美国就业的影响因素，

并单独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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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国内因素是影响美国就业的最大因素。美国是一个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把国内因

素和进出口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分解后的结果显示了美国就业最大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消费等国内因

素。这表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仍需从自身寻找原因，并且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世界最强和最

大的的经济体，高度服务化的经济使得美国的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以往理论界的分

析较多地关注制造业的影响，本文涵盖所有产业部门的分解结果更能完整反映美国就业的影响因素。本文

的分析从包含所有产业的产品市场出清角度显示美国国内因素是影响就业的最大因素，解决美国就业问题

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中。

第二，进口限制不能解决美国就业问题。本文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分解理论上显示对外贸

易对一国就业存在影响，对美国的实证分析显示进口影响美国的就业，但影响力度不大，而且相对于劳动生

产率、消费、投资等国内因素影响效应也很小。因此美国宣扬进口的威胁和对美国就业的减少作用是没有

根据的，即使最终结果限制了进口，但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不会太大，反而引起更多的贸易摩擦。国际贸

易的重要作用是互通有无，美国过度限制进口在消费领域有可能使本国的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在生产

领域使得本国不能实现国内外要素禀赋的互补而无法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效应非常有限。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虽然美国从中国的进

口对美国的就业存在影响，但相对于其他因素，影响只有0.5%。因此美国担心从中国的进口会减少就业是

没有根据的。由于美国要素禀赋和生产结构集中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美国国内需求必须进口，

不从中国进口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美国少进口的问题根本不能通过限制从中国进口解决，反而只会加剧

中美双边贸易的紧张关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限制从中国的进口还有可能破坏美国企业与中国

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上下游供应关系。双边贸易视角不仅只有进口还有出口，美国从中国进口同时也向中国

出口。向中国的出口有利于美国就业增长。美国如果把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结合起来看，根本无需担心与

中国的贸易会冲击美国的就业。美国总是以减少就业为由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只会损害双边贸易关系却无

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间和其他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尺度

的确定。美国是一个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对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国内因素更

是各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入手才是解决美国就业之道。指责与中方的贸易并不能实现解决其

国内失业问题的政策目标。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是中方关注的重点，对于美方

挑起的每一次贸易争端中国都需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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