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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实际汇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赵松梅[1]

[ 摘  要 ] 自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特别是 1994 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这种加速

伴随着我国汇率政策的转变。1994 年以前，我国货币大幅贬值，随后要么升值，要么稳定。本文梳

理了实际汇率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实际汇率升

值推动劳动生产率增加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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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劳动生产率迅

速提高，在 1979 至 2017 年间，年增长率平均为

7.6％。特别是 1994 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

度明显增大 ：其增长率已经从 1979-1993 年间每年

的 6.7％上升至 1994-2017 年间的 8.1％。我国的

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出现加速上涨，得益于 1994 年

起我国的汇率制度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的很长一

段时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持续贬值，例如 1990

年至 1993 年的强势汇率贬值。直到 1994 年，人民

币汇率企稳，并在 2005 年逐步升值，如 1994 年至

1998 年、2001 年和 2008 年的升值。

为了解释我国实际汇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上

升，以往学者往往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蔡浩

仪、蒋伟，2013）的角度进行分析 ：即认为一国

经济快速增长时，所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

的相对增长，会通过物价上升而内生出本币实际汇

率升值趋势。然而，许多学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

在着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何暑子，2018 ；余静文，

2018）：劳动生产率增长推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

实际汇率升值也可能会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事

实上，如果实际汇率升值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影

响，我国可能会出现一种良性循环：货币的实际升

值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率增长又反过来推

动实际汇率升值（谢朝阳，2013）。

本文梳理了实际汇率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

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实

际汇率升值推动劳动生产率增加的机制，并提出相

关建议。

一、我国汇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演变

（一）我国汇率制度的演变

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从两种汇率到一种独特汇率

的长期演变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汇率政

策作用有限，此时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计划

经济制约。1984 年以后，各国的外贸协会才开始

考虑以国际价格来确定进口货物的销售价格和出口

货物的购买价格（GuillaumontJeanneney ＆ Hua，

1996）。1985 年到 1993 年间，出口协会可以以

高于官方汇率的管理汇率出售商品 （此行为同时适

用于计划进口和资本交易），从出口中获得部分外

汇，人民币汇率价格双轨并行。1994 年起，我国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与美元严格挂

钩，汇率保持稳定。2005 年 7 月 21 日，我国决定

将人民币从与美元挂钩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并允

许人民币更自由的浮动。自此以后，人民币兑换美

元逐步升值，从 2005 年到 2017 年，人民币升值了

22.7％。

（二）我国整体实际有效汇率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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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汇率决定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

国际竞争力，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多重影响。它可以

通过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估算，即名义有效汇率和

消费者价格指数之比，与我国对同一主要贸易伙伴

的加权平均消费价格指数的乘积。根据这一定义，

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名义有

效汇率取决于人民币与主要外贸伙伴货币双边汇率

的相对变化。由于我国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价格差

异在折旧期间呈正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

与名义汇率的变化不同。

从 1986 年到 1993 年，实际有效汇率以每年

平均 8% 的速度下降，在 8 年间共贬值 60%。1990

年至 1993 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平均每年以 12.5%

的比率下降，而在这 4 年中贬值了 42%。1993 年

的下降尤为明显，为 17%。从 1994 年到 1998 年，

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平均每年 9%，这 5 年间

总共升值 52%。此后，它只经历了名义上的微弱波

动，但是总体趋向升值。1994 年至 2017 年，人民

币实际升值总额超过 50%，平均每年升值 1.41%。

（三）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演变

本文将劳动生产率定义为 2000 年固定价格

GDP 与就业人口的比值。1978 年标志着我国国内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始，此后我国劳动生

产率大幅提高，从 1978 年的人均 3260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01231 元。此外，自 1994 年我国改变

汇率政策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了明显的加快，

其平均增长率从 1986 年到 1993 年的 6.3%，提升

至 1994 年到 2017 年的 11.5%。

此外，我国不同省份在不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

增长速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总的来说，沿海省份

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高。这是因为，首先，这些省

份的工业部门生产更多的轻工业产品，而且主要面

向外部；其次，沿海省份获得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进口机器设备受到较少的信贷和外汇约束；最后，

沿海省份有更多的私营工业企业，吸引更多受过教

育的劳动力。然而，自 1994 年以来，沿海省份的

生产率增幅（10.2%）仅略高于内陆省份（9.5%），

这说明两类省份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放缓。这种令人

满意的演变可能是由于 1994 年汇率政策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内陆省份的实际汇率贬值和

升值幅度大于沿海省份。

综上所述，自 1994 年以来，伴随人民币实际

升值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加速，让我们确定在过

去的 30 年中，实际汇率可能分别作用于我国两类

省份的劳动生产率。

二、实际汇率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生产

率：理论分析

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除了工业生

产、资本密集度、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等直接因素

可能受到实际汇率的直接影响，私营部门甚至教育

的发展也有可能受制于实际汇率，实际汇率也可能

反过来通过这些渠道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这里

称之为“间接影响”。此外，实际汇率变化很可能会

改变工人和管理者的行为，通过影响实际劳动报酬

来刺激（或阻止）他们的“努力”。

实际汇率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正面

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们现在分析实际汇率对劳

动生产率多方面的影响渠道：首先，我们从实际升

值的潜在积极影响进行分析；之后，我们研究实际

贬值的潜在积极影响。

（一）实际汇率升值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1. 直接影响

（1）在一个工人工资很低的国家，实际汇率

升值会导致工人效率的提高（Guillaumont ＆ Guil-

laumontJeanneney，1992）。早在 1957 年，莱宾斯

坦就强调，在发展中国家，过低的劳动报酬可能不

利于贫困工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并指出工人的工

作动机对其工作效率起重要作用，他称之为“X 效

率”。这个假设似乎与我国的情况有关。虽然贫困人

口的比例自 1978 年以来一直在迅速下降（2001 年

为 16.6％，2004 年为 10.3％，2017 年为 3.1％。

数据来源：World Bank），但是我国贫困人口数量

仍然排在世界前列。贫困线以上的人口总量仍然很

多（截至 2017 年底为 3046 万人），特别是在内陆

省份，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沿海省份。因此，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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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的实际汇率升值对工人努力的影响要大于沿海

省份。

（2）实际汇率升值可以推动企业在垄断或寡头

垄断的背景下提高技术效率（Krugman，1989）。

其论点是：在垄断的情况下，委托—代理冲突严重，

管理者不会选择最大化利润的努力。原因是其休闲

多于工作，他们往往去寻找其他有利可图的机会。

而当面临实际汇率升值时，管理者只能从更好的管

理或更强的努力所带来的利润中获益，因为利润的

一部分属于企业所有者，此时委托—代理冲突可以

得到缓解。在寡头垄断的情况下，管理者将通过消

除过剩劳动力，或通过引进技术以节约劳动力。这

种战略可以带来额外的利益，从而将管理的效力推

向更高水平。

一般而言，实际汇率升值导致的来自外国企业

竞争的加剧，有利于提高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这是一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的压力将

迫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关闭。而自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我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外国企业竞

争激烈的环境中，大量公司被迫改革其管理机制，

甚至关闭。

2. 间接影响

实际汇率升值还可能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某些决

定因素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际汇率升值引起的劳动报酬的增加，不仅关

系到贫困工人，而且关系到熟练工人。我们可以假

设，工资的上涨促使年轻人提高教育水平，并减缓

了熟练工人的移民（Harris，2001）。我国的人才流

失非常严重，但是目前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才因薪酬

较高而回国，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实际汇率升值存

在紧密联系。

（二）实际汇率贬值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支持实际汇率贬值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

影响的传统观点往往基于这个假设：实际汇率贬值

提高了企业相对于其外国竞争者的竞争力，因此引

发了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外国直接

投资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原因归结

为以下三点：

1. 由实际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贸易开放度的提

高，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一些有利影响。出口增长

导致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的出口行业转移（Feder，

1983 ；Guillaumont，2002）。在我国存在劳动力市

场摩擦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可能会有利于劳动

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出口部门流动，从而提升我

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

2. 实际汇率贬值引起的国家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不仅会促进出口增长，而且还取代了一部分商品的

国内生产，其需求更多地转向进口。此时，实际汇

率贬值增加了工业自筹资金和投资的意愿，工业部

门的资金将更倾向投资于优质的可贸易部门，从而

促进生产力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

3. 实际汇率贬值对劳动生产率的有利影响也可

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

样，我国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可贸易商品领域。

实际汇率贬值会提高贸易的开放度，从而使外国公

司将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带到我国，从而提高我国

的劳动生产率。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过去的 40 年里，汇率政策一直是我国宏观

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实际汇率贬

值后，我国的汇率政策在 1994 年经历了一次变化，

此后人民币实际上已多次升值。与此同时，自 1994

年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随之加速。这说明在

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二者的关系上，我国的情况

更加符合实际汇率升值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使得我们找到了一个良性循环：人民币的实际升

值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率增长又会反

过来推动实际汇率升值。此外，实际汇率变动对内

陆省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沿海省份，实际汇

率升值有利于缩小省份之间的差距。

尽管如此，关于汇率政策的制定，我们还应该

考虑到众多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而不仅仅着眼

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国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仍

然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扩大就业，而实际汇

率过快升值不利于出口行业的发展，而我国目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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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出口行业。因此，我国应

继续保持人民币渐进式升值，不宜过度追求人民币

升值的速度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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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期领导力基础培训师资班正式开班

为进一步确保集团公司领导力基础培训班在

各单位顺利开展，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于 3 月

11 日举办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2019 年第一期领导力

基础培训师资班，来自中石油 10 家单位的 33 名

教师参加了培训。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李志刚

副院长做开班讲话，向各位学员详细介绍了学院

的办学理念及本次领导力基础师资培训班的重要

意义。针对本次师资班特点，学院精心设计，教

师认真备课，组建强大的项目组，培训围绕落地

和见实效进行，采用全新的学习形式，由授课教

师带领选课学员进行 " 一对一 " 研讨式学习，教学

相长，通过认证，为中国石油管理干部的领导力

培训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