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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新解:
劳动力流动制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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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劳动力流动制度的角度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
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我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了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努力程度, 进而使高等
教育的生产效应得到释放, 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从分割走向统一, 增强了劳动力的流
动性, 使高等教育的配置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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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nalysis on the rising of the rate of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a labor mobility system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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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oo king f rom the labor mobility sy st em perspect ive, t he rat e of r et urn t o higher educat ion in China has risen year by y ear since 1990s. T he reason lies in t w o aspect s. On
one hand, t he ref orm of em plo yment syst em makes t he higher educato rs w or k harder, w hich
ext ends t he pro duct ion ef fect o f higher educatio n, and on t he o ther hand, China s labor market has gr adually mo ved fro m division t o unif ication, and this strenght hens t he labor m obili
t y, ex tending t he allocating ef f ect of higher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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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一直成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对高等教育收益率
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表明, 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 对
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呈现不 断上升的趋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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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张俊森和赵耀辉的研究发现, 1988- 1999 年间

化改革的角度对我国教育收益率上升进行了论证。

高等教育 收益 率 依次 为 3. 9% 、3. 4% 、4. 3% 、4.
0% 、4. 9% 、5. 2% 、7. 4% 、6. 3% 、7. 4% 、6. 7% 、8.

关于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的原因, 技术进步论

; 陈晓宇、陈良焜和夏晨的研究显示,

和市场化改革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合理
性, 这两种观点与其说是一种替代, 不如说是一种互

1991、
1995 和 2000 年的大专教育收益率依次为 5.

补。比较而言, 技术进步论主要对教育收益率的长

90% 、
5. 96% 、
8. 01% , 本科及以上的教育收益率依
次为 8. 23% 、
9. 68% 、11. 35% [ 2] 。以上研究都具有

期稳定具有解释力, 而市场化改革论对教育收益率

样本容量大、
时间跨度长的特点, 且在时间序列上具

我国教育收益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逐渐上升

有连续性和可 比性, 所以 能够有力地证 明 20 世纪

所起的作用更明显。
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8% 、10. 0%

[ 1]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特
点。
对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的解释性观点主要有两
种。一种观点认为, 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是技术进
步的结果, 可称为技术进步说。其主要观点来自丁
伯根提出的 技术进步和教育扩展赛跑 的思想

[ 3]

。

的短期变化的影响更明显。所以, 市场化改革对于

和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等方面, 所以全面分析市场
化改革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理应从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和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两个角度来进行。
但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视角进
行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本文试图从劳动力流动

当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超过因教育扩张导致的

制度的角度对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进行理论探

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时, 就会出现教育收益率上
升; 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不变时, 教育收益率不变;

讨。需要说明的是, 劳动力流动包括劳动力地理流

供给增长超过需求增长时, 教育收益率将下降。所

动力工作流动( 即 工作跳槽 , job m obilit y 或 t urn-

以, ( 技能偏向型) 技术进步造成对高技能劳动力需
求增加, 由此形成高、
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

over) , 相应地, 劳动力流动制度包括影响劳动力地
理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劳动人

扩大。我国学者许学军和孙百才根据这一思想, 分

事制度两方面。在分析劳动力流动制度对高等教育

[ 4]

动( 即迁移, geog raphy m obilit y 或 migr at ion) 和劳

别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检验。

收益率的影响之前, 有必要首先分析高等教育收入

另一种观点认为, 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是市场
化改革的结果, 可称为市场化改革说。其理论基础

功能的作用机制。

来自 Nee 的市场转型理论[ 5] 。Nee 认为, 在经济的
市场转型过程中, 经济活动逐渐通过市场机制调节,
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市场改革越深人, 劳动力

二、高等教育收入功能的作用机制:
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

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 人力资本( 教育和经验) 对
收入增长的作用就越重要。所以, 在转型过程中, 由

高等教育收益率反映的是受高等教育者和未受

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 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
配者 , 劳动生产率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 而教

高等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

育是劳动生产率最好的指标, 所以经济转型将提高

高, 所以受高等教育者的收入高于未受高等教育者。

教育回报率。市场转型理论得 到许多研究者 的验

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收益率往往为正, 表明高等教育
具有增加收入( 尤其是劳动收入) 的功能, 可称之为

证。例如, 魏新等人的研究发现, 市场化改革程度较
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较高,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更
[ 6]

强。 Zhao Wei 等人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
之间的关系, 认为在改革期间, 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
步提高, 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
[ 7]

部门, 教育的收益率更高。 L i H ai Zheng 把样本分
为 1980 年以前、
1980- 1987 年和 1988- 1995 年参
加工作者三类, 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
递增, 说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
[ 8]

提高。 此 外, 陈 晓 宇、陈 良 焜 和 夏 晨, 李 实 和 丁
[ 9]

赛 , 杜育红和孙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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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1]

以及吴克明

等也从市场

明: 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 尤其是劳动收入) 越

高等教育的收入功能。而高等教育收入功能的作用
机制有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效应, 一是配置效应。
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含义与影响劳动收入的
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大致而言, 影响劳动收入的因
素可以分为个人的劳动量和劳动供求状况两方面。
而影响个人劳动量的因素又包括个人的工作努力程
度、
能力水平、
身体健康状况、
体力等, 影响劳动供求
状况的因素包括个人的行业和职业性质、工作单位
的经济效益、个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在
按劳分配的制度下, 个人提供的劳动量越多, 劳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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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越高; 某种劳动在市场上越供不应求, 该劳动的
价格( 表现形式就是劳动者的收入) 就越高。总之,
个人的劳动收入与个人提供的劳动量和劳动的稀缺
性成正比。所以, 如果某种因素能够增加劳动量或
者优化劳动供求状况, 那么就能够 提高劳动收入。
在这个意义上, 所谓生产效应是指某因素具有促使
个人的劳动量增加进而提高劳动收入的内在作用;
配置效应是指某因素具有优化个人的劳动供求状况
进而提高劳动收入的内在作用。
根据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含义, 高等教育之
所以能够提高劳动收入, 是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能增
强人的生产能力, 也能增强人的配置能力, 而生产能
力的增强有助于增加劳动量, 配置能力的增强有助
于优化劳动供求状况, 最终促使劳动收入增加。这
一过程正是高等教育收入功能的作用机制, 如图 1
所示。

三、劳动力流动制度对高等教育收益
率的影响: 生产效应的视角
从生产效应的角度看, 劳动力流动制度对高等
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
努力程度来实现的。
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是影响个人劳动量和劳动
收入的重要因素, 那么, 影响个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因
素有哪些呢? 除了广为人知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外,
还体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上。
按照工作的稳定性程度, 可将劳动人事制度划
分为固定的终身工作制( 也就是通常的 铁饭碗 ) 和
不固定的聘用工作制或合同工作制两类。在终身工
作制下, 工人无论是否努力工 作, 都不 存在失业风
险, 这意味着终身制工作的竞争性很弱, 相反, 在聘
用工作制下, 工人必须努力工作, 否则可能被解雇,
这意味着聘用制工作的竞争程度比较高。在工作竞
争程度低下、
几乎不存在失业风险的劳动人事制度
下, 工人很可能失去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现实表现就
是工作中 出工不出力 或 偷闲 。相反, 如果在工
作中引进竞争机制, 打破 铁饭碗 , 实 行聘用工作

图1

高等教育收入功能的作用机制

制, 就会迫使所有劳动者为了避免在工作竞争中被
淘汰出局 而努力工作。有学者认为, 工人在工作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和配

中的实际劳动 时间与工作的竞争程度 是正相关关

置效应的实现程度越高, 受高等教育者的收入就越

系, 而与工作 铁饭碗 程度是负相关关系, 这一关系
可用图 2 来揭示。[ 12]

高, 他们与未受高等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高等教育收益率就越高。不过, 虽然高等教育内在
地具有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 但这些效应的实现程
度, 与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个人
工作积极性非常低, 就会导致受高等教育者所具备
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效率使用
状态, 那么, 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就难以
充分发挥, 其必然 结果就是高等教 育收益率偏低。
例如, 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 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受
到严重压抑, 所以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难以充分发
挥, 高等教育收益率偏低, 以至于出现 脑体相对倒
挂 现象。在按劳分配制度下, 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
得到释放, 高等教育收益率逐渐上升。可见, 高等教
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果
说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的话, 那么劳动力

图 2 工作竞争程度与工作努力程度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工作饭碗越 铁 , 失业风险
越小, 则个人在工作中 偷闲 的时间( 或 出工不出
力 的时间) 就越多, 实际出力则越少。如果工作的

流动制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 劳动力流动

竞争程度越高, 工作的 铁饭碗 程度越低, 则个人工
作中实际劳动时间增加, 即个人工作越努力。这有

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因素, 对此可以从

力地证明, 在不同的劳动人事制度下, 个人的工作努

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

力程度将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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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

地区、
企业等往往是非均衡发展的, 所以配置能力本

不断推进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其主要内容就是破除

应有用武之地, 或者说, 配置能力强的人本应有可能
敏锐地发现经济机会。但是能够发现机会不等于能

铁饭碗 , 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工作聘用制。随着时
间的 推移, 实行聘用制的范 围逐步扩大。比如, 在

够抓住机会, 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制度下, 劳动

1983 年, 合同 工人的 比例 还很 小, 国有企 业占 2.

者没有自主配置劳动的权利, 受高等教育者即使发

0% , 集体企业占 1. 0% , 其他类型企业占 8. 1% , 到

现了重新配置劳动、改善劳动供求状况并增加收入
的机会, 也不能利用、
抓住这样的机会。这意味着其

1988 年, 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 10. 1% 、
5. 8% 和 20.
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合同工的比例进一
步上升。1992 年, 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 18. 9% 、
11.
[ 13]

0% 和 29. 8% 。 另有研究表明, 2003 年我国 2692

配置能力对增加劳动收入的功能无法实现, 自然就
阻碍了高等教育收益率的上升。

家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中, 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占

可见, 配置能力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允许劳动
力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按照新古典劳动

[ 14]
94. 2% 。
显然, 聘用制的大范围实施使越 来越多

力市场理论,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是完全竞争的劳

的工人感受到工作压力和工作竞争力, 进而不断地

动力市场, 这种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 1) 市场
上存在大量的雇主和雇员, 雇主为了实现利润最大

提高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在个人工作努力程度不
断提高的过程中, 受高等教育者的生产能力日益获
得用武之地, 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日益得到发挥, 导

化到市场上雇佣劳动力, 雇员则为了实现收入最大

致高等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
总之, 从生产效应的角度看, 我国在 20 世纪 90

由地选择雇主, 雇主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劳动力。( 3)
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 都不能单独地决定工资率, 它

年代以后实行的富有工作竞争性的劳动人事制度,

是由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

增强了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 使高等教育的生产效
应得到充分释放, 导致高等教育收益率逐渐上升。

求相等时, 工资率达到均衡, 均衡工资也等于工人劳
动的边际产品。雇员和 雇主都是市场 工资的接受

化到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2) 劳动力可以自

者, 并依工资的变动而调整自己的供求。( 4) 所有的

四、劳动力流动制度对高等教育收益
率的影响: 配置效应的视角

雇主和雇员都有关于市场的完备信息和不计成本就
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 雇主能搜寻到最合适的劳动
力, 劳动力也能搜寻到最满意的雇主。( 5) 劳动力尽
管是异质的, 但是不同质的劳动力之间具有充分的

从配置效应的角度看, 劳动力流动制度对高等
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是通过扩大受高等教育者的配置
空间, 进而提高其配置能力的发挥程度来实现的。

[ 17]

可替代性, 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是充分的。
显而易见, 这种完全竞争、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只
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实中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不同

按照 Welch 的理解, 教育所具有的配置能力是

程度地存在着非竞争性或分割性。尽管如此, 不同

指教育增强了个人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处理不均衡
[ 15]
状态的能力,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舒尔 茨进一

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却是不同的, 相对而言,
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 计划

步指出, 教育的作用应主要归功于它能增强个人在

经济体制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强。所以, 理

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 这些能
力包 括 获 取 和 分 析 信 息、重 新 配 置 资 源 等 的 能

论上, 只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逐渐减弱, 进而劳动

[ 16]
力。
可见, 配置能力是与变化或非均衡相 联系的

力流动性逐渐增强, 受高等教育者发挥其配置能力
的空间就会逐渐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 高等教育收益

能力。在一个静态社会比如舒尔茨所描述的传统农

率将逐渐提高。

业社会里, 经济增长率很低, 生产技术也比较稳定,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劳
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存在, 而且非常严重, 具有多重分

配置能力没有发挥的空间。而在一个变化的现代社
会里, 技术日新月异, 信息千变万化, 就业机会兴衰
更替, 配置能力就大有用武之地。

割性, 尤其是制度性分割特点突出。比如, 严格的户

因为教育所具有的配置能力是一种与变化相联
系的能力, 因此, 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经济处于非均

地区、
某一个企业甚至某一个工作岗位, 严重限制了
劳动力流动。随着劳动 就业制度和户 籍制度的改

衡状态和劳动者拥有自主支配劳动配置的权利。经

革, 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逐渐被打破, 劳动力不仅

济非均衡发展本是一种常态, 比如一个国家的行业、

在企事业单位之间, 而且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性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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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 户籍制度也逐渐开始了改革。具体而言, 国

增强。
从企事业单位的角度看, 我国逐渐建立起市场

务院分别在 1984、
1985、1997、1998、
2001 年颁布了

导向的劳动就业制度, 促进了劳动力在企事业单位
之间的流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是惟一的雇

一些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条例。1997 年, 国务

主, 且对劳动配置完全 包办, 企 业没有权利选 择雇

案》, 明确提出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

员, 工人没有权利选择工作。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政府在劳动就业安排中的权力, 政府不再包

三产业的人员, 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
位聘用的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在小城镇购买了

办就业, 具体的劳动安排都由劳动中介机构和企业

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 以及与其共同居

本身来完成。企业部门的责任制赋予企业更多的聘

住的直系亲属, 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户籍制度

用权, 劳动配置渠道的多元化自然增加了工人和专
业技术人员( 尤其是后者) 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例

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迁移的成本, 有力地促进

如, 在劳动合同制下, 企业和工人双方都可能决定中

可见, 随着我国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止协议, 如果工人违反了劳动纪律、
长期疾病或工作

入,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不断削弱, 劳动力的流动性

业绩差, 就可能被解雇; 如果企业破产、达不到安全

逐渐增强, 在这个过程中, 受高等教育者所具备的配

标准或不能按合同规定支付工资, 那么工人可以辞
职。这些改革一方面赋予企业解雇工人的权力, 另

置能力获得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使得高等教育收益
率逐渐上升。

一方面也给工人辞职的自由和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
自由。此外, 我国的事业单位也进行了相应的劳动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

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人事制度改革。总之, 随着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逐
渐完善, 劳动力的工作 流动性逐年增 强, 有研 究表
明, 我国不同年代就业者平均每次工作变动所需的
时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显著缩短( 见表 1) 。
表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逐渐
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的结
果。这是因为, 从生产效应的角度看, 劳动人事制度

不同年代就业者平均每次工作变动

改革增强了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努力程度, 使高等

所需的时间( 年) ( N= 6761)

教育的生产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从配置效应的角度

时期

北京

无锡

珠海

1949 年以前

20. 5

18. 8

29. 6

1950- 1965 年

26. 7

22. 8

21. 3

1966- 1979 年

16. 8

16. 5

14. 1

1980- 1989 年

10. 4

9. 6

9. 2

1990- 1994 年

5. 2

6. 1

5. 7

1995- 1998 年

4. 8

6. 6

5. 1

平均

13. 0

11. 8

8. 7

资料来源: 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 《中国劳动力 市场建设

看, 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使劳动力市场逐
渐从分割走向统一, 促进了劳动力在企业间和地区
间的流动, 使受高等教育者的配置能力获得了更大
的用武之地, 从而导致高 等教育收益率逐 渐上升。
所以,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收益率, 应进一步深化劳动
力流动制度改革。
第一,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
用人制度改革, 真正实行劳动聘任制。
如果说当前我国企业的人事制度改革比较完善
的话, 那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改革还

与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 2002 年第 3 期。

相对滞后。尽管我国早 已在政府机关 和事业单位
( 比如各级各类学校) 制定了劳动聘任制, 但聘任制

从社会的角度看, 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逐渐宽
松, 促进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许多学者的研

并没有真正实施。例如, 我国的教师职务聘任制的

究表明, 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劳动力流

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现行的教师聘任制度并不是真

[ 18]

实施始于 1986 年, 经过近 20 年的摸索与实践, 取得

动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事实上, 户籍制度 不仅阻

正意义上的教师 聘任制, 还存在许多突出 的问题。

碍着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也阻碍着劳动力在

如现行的教师职务聘任制对于教师不思进取、
不认

城镇之间的流动。我国户籍制度原本就是作为计划

真履行职责的现象缺乏刚性的约束机制, 能上能下、

经济体制的一项必要的制度配套, 它本质上与市场

灵活开放的用人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人才在

经济不相匹配。所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校内外无法合理流动等。这种状况在政府机关更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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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政府部门更应真正贯彻实施聘任制。改革向

收益率的变化 与启 示[ J] . 北京 大学 教育 评论, 2003,

来是利益再分配的制度变迁, 很难出现帕累托最优
式的皆大欢喜局面, 改革总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既

( 2) .
[ 3]

得利益。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往往是政府主导的强制
性制度变迁, 改革主导者是那些掌握改革权力的强
势群体, 他们也是经济理性人, 政府主导的改革往往
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就会导致
改革很不彻底。尤其是当改革进行到 涉水深区 、

( 19) : 255- 265.
[ 4]

逐年提高新解[ J] . 教育科学, 2005, ( 6) .
[ 5]

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 663- 681.
[ 6]
[ 7]

地域流动的制度障碍。
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外地人的不公平的制度,

sessment[ Z] . M imeo , Department o f So ciolor y, Duke
U niversit y.
[ 8]

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所以理应进一步改革户
籍制度。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序是从小城市( 镇)
到中等城市, 再到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到目前为止,

educat ion in China[ J] .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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