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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与城镇“生育收入惩罚”
贾男（Jia Nan）、董晓媛（Dong Xiao-yuan）

1. 引言

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为了照顾小孩，母亲用

女性再生产活动(主要指生育和抚养孩子)对未来人类

于工作的时间和为工作付出的努力会减少，从而降低

能力的发展和福利至关重要，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社会

了她们的工作效率和收入。三是歧视假说（Waldfogel

资本投资的贡献，生育和照料儿童对推动经济持续稳

1998）：雇主认为已生育的女性具有更多的家庭责

定增长也具有重要影响。可是，在许多市场经济国

任，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都更低，因此他们不

家，女性再生产的贡献不但得不到承认，反而使女性

愿意招聘和提拔这些女性，这也抑制了有子女女性收

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她们在职场和收入

入的增长。生育对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性别工

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因素(Elson

1999)。许多研究

资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发现，有子女女性的收入比无子女女性的收入低得多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1998)。在文献中，女性由于生育导致的

济的转型。经济转型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

(Waldfogel

收入损失被称为“生育收入惩罚”(Budig

and

Eng-

land, 2001)。

化，从而改变了社会对女性再生产活动的评估和补偿
的方法。近年来，针对经济转型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

对于这种“生育惩罚”产生的原因，文献中有许

与和收入的影响，涌现了大量的文献，但是大多数的

多解释：一是人力资本假说(Becker 1964)：生育和抚

研究仅局限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和

养孩子中断了妇女的劳动力参与，这种间断性的劳动

职业分割，对于女性再生产活动的变化及影响，我们

参与降低了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照顾的责任也使许

知之甚少。本文的目的是利用1991—2006年中国健

多女性不得不选择那些能兼顾照料和有偿工作的职

康营养调查的数据来研究生育和抚养孩子对中国城镇

业，比如兼职工作和自雇佣，这些“非正规”的工作

已婚妇女收入的影响，从而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

通常收入比较低，并且不稳定；照料孩子还经常导致
女性失去在职培训的机会。由于与男性或未生育的女
性相比，有子女的女性的人力资本更低，因此她们的
收入更低。二是工作努力（家庭责任）假说
（Anderson，Binder和Krause 2002）：与父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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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转型与女性就业和收入

忽视了托幼服务对女性参与劳动的支持功能。1989

在计划经济时代，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是中国政府提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幼儿园管理条例》，该条例规

高妇女地位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几乎所有适

定公立幼儿园不再接收0-2岁儿童，理由是教育对0-2

龄男女从学校毕业后都参加工作，城市大部分劳动力

岁儿童不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单位为主导的

都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全职工作。作为国企的职

福利制度的瓦解导致政府和用人单位大幅减少了对生

工，男女在终身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补贴和

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将这种照顾责任主要转移给了

退休金等方面获得同等的待遇。单位对职工提供补贴

家庭和女性身上。迫于利润压力，大多数企业停止为

价格的幼托服务和带薪产假，大大减少了有年幼子女

职工提供托儿所服务。2006年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

女性劳动参与的困难。同时，男女实行同工同酬，工

查显示，只有不到20%的国有企业提供托幼看护服

资结构由国家统一制定，与个人劳动效率没有直接联

务，而在总样本中，提供托幼看护服务的比例只有

系，这也减少生育对女性收入潜在的负面影响。从某

5.7%(杜凤莲,董晓媛2010)。由于政府削减了社会服

种意义上说，在计划体制下，虽然女性仍然承担工作

务投资，很多公共补贴的幼托机构解体或者转向付费

与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生育的成本是由国家、企业

性的商业运作，高昂的托儿费使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女

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因此女性很少会因为生育和照顾

性不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只能依靠老年父母帮助照

小孩而影响她们的收入 。

料孩子或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杜凤莲和董晓媛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给市场

（2010）和毛雷尔·法齐奥等（Maurer-Fazio et al，

和劳动配置机制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在所

2009）发现公共部门劳动重组后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劳

有转型国家当中，就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贫困问题而

动参与率下降很快。为了协调工作与家庭照料的双重

言，中国做得最为成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格局的

责任，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进入以兼职工作、无保

改变从许多方面加剧了女性工作与生育和照料孩子双

障、低工资为特征的非正规部门（沙林

重责任之间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的

动参与的中断和就业形式的转变必然会给女性收入带

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重组结束了“大锅饭”、“铁饭

来负面影响。

2010）。劳

碗”的劳动薪酬制度，非公共部门从此取代了国有企

下面，本文将通过收入方程的回归分析来检验经

业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虽然，改革开

济转型如何对有生育经历的城镇女性带来“生育收入

放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生育期女性实

惩罚”。我们将比较1997年之前（1990-1996）与之

行保护，譬如，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女性生育前后

后（1999-2005）母亲的收入是否有差异。我们把

可以享受不少于90天产假，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

1997年作为分界线，是因为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减员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这些保护措施在非公共

增效”劳动重组在这一年全面展开并持续至2002年，

部门得不到贯彻落实(刘伯红，张勇英，李燕妮，Li

从此结束了中国城镇职工终身雇佣制和“从摇篮到坟

2010)。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女性就业状况趋于恶

墓”的单位福利制度。我们还将比较公共部门和非公

化，生育和照顾孩子使得女性面临收入降低以及被解

部门之间的差异。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三

雇的双重风险，生育责任也使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向上

个假说：1. 伴随经济转型，生育对中国城镇女性收入

流动变得更困难了。

产生了负面影响；2.与1997年以前相比，在1997年之

经济转型对中国城镇幼托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国家的幼托政策改革强调幼托机构的教育功能，

后，生育的负面效应变得更大了；3.与公共部门相
比，在非公部门工作的女性生育的负面效应更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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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女性劳动参与、生育收入惩罚

与率均出现下滑，后重组时期（1999-2005）下滑尤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China

其严重。抚养幼童的妇女受到的冲击最大：无幼童妇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样本包括辽宁、黑龙

女的劳动参与率从93.6%下降到77.1%，降幅为

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

16.5%；而有三岁以下幼童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

9个省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

89.2%下降到56.6%，降幅达32.6%。生育导致的劳动

2006年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年龄在17-

市场参与中断对妇女的终身收入有严重影响。1

45岁之间、在城市和县城从事工资劳动的女性。因为

图2和图3以对数形式分时间段、分部门显示了年

收入变量以上一年的收入为基础，所以调查时间段应

收入和小时收入的均值。年收入由基本工资和奖金组

为1990-2005年。我们将这一阶段进一步分为渐进改

成，已按2006年不变价格进行了调整。年收入除以年

革阶段（1990-1996）和激进改革阶段（1999-

总工作小时数为小时收入。图2和3的统计数据揭示了

2005）。删除缺省值，本文样本共有2,233个观测

调查涉及年份中，有子女妇女和无子女妇女收入差异

值，有生育经历的女性占所有女性样本的75%，其余

的变动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两类妇女的毛收入差异

25%为无生育经验的女性。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收

既受预期生育的影响，又受工作经验的影响。样本中

入：年收入和小时收入。年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奖

的无子女妇女的平均年龄比有子女妇女的平均年龄小

金，根据2006年不变价格进行了调整。年收入除以一

11岁，因此工作经验较少。如果生育的负面效应低于

年总工作小时数为小时收入 。

工作经验的正面效应，那么无子女妇女的工资水平应

图一显示了有/无幼童的适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低于有子女妇女。我们从图2和3看到，在整个样本

我们注意到，1990年时，有无幼童对妇女的劳动参与

期，无子女妇女的年收入和小时收入的确远远低于有

率影响不大；每个群体均有90%多的妇女参与了劳动

子女妇女。然而，这两类妇女的工资差异在两个子时

市场工作，即使孩子不到三岁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

期出现了显著变化。1990-1996年间，无子女妇女的

高达89.2%。在1990-2005年间，三个群体的劳动参

收入大大低于有子女妇女，年收入差异为24.7%，
小时收入差异为22.6%。与此相对的是，在1999-

图1：有/无幼童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2005年间，两者的年收入和小时收入差异仅为7.9%
和5.2%，不具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显然，在激进改

1,00
0,95

革阶段，无子女妇女工资的上涨幅速度快于有子女妇

0,90
0,85

女。公共和非公部门的对比也揭示了类似情况。2 在

0,80
0,75

公共部门，无子女妇女的年收入和小时收入大大低于

0,70
0,65

有子女父母（年收入相差34.8%，小时收入相差

0,60
0,55

31.3%）；非公部门的收入差距小得多（分别为7.8%

0,50

1990

1992

1996

1999

2003

2005

和6.9%），不具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因此，比起无
Women with no children under 6 years

子女妇女，非公共部门有子女妇女的收入远远不如公

Women with children under 6 years

共部门的有子女妇女。

Women with children aged 0 - 2 years

下面我们通过对收入方程的回归检验生育对女性

1

本文引言中已提到，间断性劳动参与仅是生育收入惩罚的肇因之一，其它肇因包括工作表现、在职培训、升迁和雇主的歧视。遗憾的
是，限于数据，此研究中我们无法识别出后改革时代中国城镇妇女收入惩罚高企的具体原因。
2

我们定义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为公共部门，定义集体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为非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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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影响。使用回归分析法可剔除其它因素对收入

变量，如果女性i在年度t有生育，该变量在年度t及以

的可能影响。两个收入衡量指标是回归模型中的被解

后的年度为1；没有生育则为0。生育的虚拟变量的系

释变量。收入方程的主要解释变量是表示生育的虚拟

数度量生育行为对女性生育以后一生收入的长期影

图2：年收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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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小时收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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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种影响之所以是长期的，是因为女性由于生育

22.9%。生育的负效应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和以后照顾小孩所减少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失去的升

以1997年为分界的分阶段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市

迁等机会即使在孩子长大以后也很难得到弥补。为了

场化改革力度的加强，生育对女性的负面影响也在加

准确估计生育的效应，我们控制了影响收入的其它因

大。在改革初期（1990-1996），生育对收入虽然有

素，包括教育、经验、经验的平方、是否结婚、职

负效应，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讲，影响不显著。可是在

业、在职业中所处的地位、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

1997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劳动和福利制度的

是否是兼职工作、是否与父母或公婆同住、地区虚拟

改革全面展开，市场化的效果基本显现以后，生育的

变量、时间趋势虚拟变量等。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

负效应变得更大了，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显著起来。

方法控制有生育和无生育行为女性之间不可观测的特

具体来讲，在1999-2005期间生育对总收入和单位小

征，所得到的生育的系数是一致和可靠的。

时收入的负效应分别从1997年前的17.8%和22.6%上

图四报告了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取得的生育对

升到39.0% 和41.7%。

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的估计值。

分部门的回归结果显示，“生育的收入惩罚”在

结果显示，与大多数市场化国家一样，在中国生育也

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都存在，但是，公共部门的生

对城镇女性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或者说中国

育的负效应的大小在样本的两个不同阶段变化不大，

也存在着“生育的收入惩罚”。从整个样本来看

并且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非公共部门生育的负效

（1990-2005），同无生育经历的女性相比，有生育

应不仅比公共部门的要大得多，并且除对1990-1996

经历女性的年收入低24.6%，单位小时收入低

期间总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其它的估计值都在统计上

图4：生育对中国城镇妇女的收入影响（固定效应回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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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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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而且随著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这种负效应明显

力市场参与的意愿，而且会大大降低她们生育的意

增加。具体来讲，在1990-1996期间，生育使女性年

愿。这将会加快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加速

总收入减少23.4%，单位时间的收入减少30.1%，而

人口的老化，加剧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带来许多的经

在1999-2005期间，生育的负效应则分别上升为

济社会问题。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应该把生育

57.9%和59.2%。以上事实表明，与非公共部门相

和照料子女看作是家庭和女性的私事，国家应该采取

比，虽然“生育惩罚”在公共部门也存在，但公共部

有效措施使有关对于生育女性的保护的政策法规在非

门能够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较好地保护女性，因

公部门得到妥善落实；通过税收，补贴和宣传等手段

此，生育的负效应没有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而上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生育和家庭照料对女

升。然而，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加

性在就业，职培训和提升的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应该

剧却加深了非公共部门中对生育女性的歧视，从而加

在提供廉价、优质的幼托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

大了生育对该部门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

应该将其全部推向市场。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市场和非市场领
域商品和劳动力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私有经
济的比重日益上升，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家
和工作单位作为社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被侵
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由国家和企业承担的部分社
会再生产和照顾的责任又转回到了家庭。本文利用中
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深入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生育对于中国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
现，与大多数市场经济一样，在转型后的中国，生育
也对城镇女性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或者说中
国也存在着“生育惩罚”；“生育惩罚”在非公共部
门比公共部门更严重，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加
剧。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女性所承
担的人类繁衍后代的责任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的属
性，其成本不应该都由女性来承担，因为这对女性很
不公平。“生育惩罚”的增加必然加大男女收入的差
异，从而弱化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许多研究表
明，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健康、生产率等方面，母亲
的影响往往比父亲更为重要，女性地位的下降必然会
对一个国家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
响。“生育惩罚”的产生和增长不仅会降低女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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