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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地区教育水平与福利差距

李小帆*

内容提要 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工作机会以及子女

面临的教育条件。本文通过估计同时包括迁移和教育选择的空间动态代际交叠

模型，发现大城市往往同时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生产率，高技能需求扩张激励

人们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而迁移，由此也提高了劳动力与地区生产率的空间匹

配程度。此外，降低迁移成本能够显著缩小福利差距，并有效缓解教育水平较高

地区高学历劳动者扎堆的拥挤效应。由于低学历家庭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拥

挤效应的缓解能够有效增加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最后，适度的中央教育

转移支付能够有效缩小福利差距，但是提高教育投入的配置效率，通过增加高技

能劳动供给抑制技能溢价也是缩小福利差距需要兼顾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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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地区差距和学历高低是当今福利不平等的两个重要来源。个人对于定居城市的

选择不仅决定自身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子女面临的教育条件。

同时，父辈学历的高低也是影响子女教育条件的重要因素。因此，空间的横向影响、

代际的纵向影响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间福利差距。现有关注中国福利

差距的文献通常只讨论了其中一个维度。

如图 1所示，个体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存在显著差异。纵向来看，教育不平

等的代际传递十分明显。高学历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大幅超过低学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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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女①。横向来看，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与地区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

系。因此，本文同时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导致的高技能需求

扩张、迁移成本下降以及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对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

图1 不同城市、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说明：横轴为 2010年、2015年各城市人均GDP的平均值（取对数）。为了反映 1998年高校扩招

之后各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本文根据 2010年、2015年人口普查中子女年龄在 18-30、18-35岁
的样本进行计算。

本文首先借鉴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的研究构建空间代际交叠模型，模型

中个人迁移抉择不仅考虑自身的就业和居住环境，也考虑各地的教育水平②。同时模

型也刻画了父辈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条件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数据校准模型参

数，包括父辈受教育水平对后代教育条件的影响、各地收入水平与公共教育投入对个

体教育条件的影响、迁移成本与贸易成本等空间摩擦以及地区教育水平、生产率和宜

居度等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大城市不仅同时具有更好的生产率和居住条件，

而且还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获得如下发现。

① 高学历家庭指父母至少一方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家庭，低学历家庭指父母均为大专以下学历。

② 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前者包括各地的教育发展基础、长期形成的文

化因素等；后者主要是指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当地财政收入不同，进而导致教育投入的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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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变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刺激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但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大，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

加赶不上需求的扩张，从而导致中国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扩大。此外，对高技能需求

的扩张促进了教育迁移，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条件，个体会更多地迁移至教育水平较

高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往往又同时具有更好的生产和居住条件。因此，现代生产方式

的转变在刺激教育迁移的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劳动力与地区生产率的空间匹配效率，

进而增进了中国总体社会福利。

其次，本文动态模型中人口迁移对社会福利的改善程度、对福利差距的抑制作用

显著大于静态模型。这是因为在本文的模型中，个人通过迁移不仅能直接改善自身

的工作和居住条件，而且能够进一步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此外，本文进一步

分析了迁移成本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如果迁移成本过高，人口迁移难以实现，教

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则会出现高学历劳动者扎堆现象。高学历劳动者扎堆又会降低当

地的技能溢价，反过来抑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尤其是抑制教育成本较高的低学

历家庭子女的选择。因此，迁移成本下降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

尤其是提高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为了突出横向影响与纵向影响的交互作用，本文通过两种处理方式阻断纵向影

响对横向影响的反馈机制，进而考察反事实结果的变化。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将教育

选择外生化，假设个体按照外生给定的概率接受高等教育。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将教

育选择随机化，假设个体按照近似随机的概率接受高等教育。结果表明，在外生化或

随机化教育选择之后，人口迁移对福利差距的抑制作用大幅缩小。由此证明横向不

均和纵向不均存在彼此加强的相互作用。

最后，我们考察了中央教育转移支付的影响。理论模型假设各地公共教育投入

取决于当地的总体收入水平。中央教育转移支付是从各地财税收入中抽取一部分并

用于补贴特定人群的教育支出。本文发现，如果各地上缴中央的财税收入均等地分

配给每个地区的每个家庭，全国总体福利水平略有上升，个体间社会福利差距显著缩

小，低收入地区福利改善明显。因此，均等的教育转移支付可能是一个较好处理效率

与公平的工具。

但是，本文发现如果将转移支付全部用于补贴低学历家庭子女的教育，也即将高

学历家庭原本可以获得的那部分教育转移支付用于补贴低学历家庭，虽然可以显著

提高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但同时会大幅降低高学历家庭子女选择

高等教育的概率。由于处在接受或放弃高等教育边际上的高学历家庭子女数量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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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低学历家庭，在教育转移支付全部补贴低学历家庭的情况下，低学历家庭子女选

择高等教育的增量无法弥补高学历家庭子女放弃高等教育的增量，由此导致全国高

技能劳动的总体供给下降，从而降低了全国的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全国高技

能劳动供给的减少，总体技能溢价上升，这反而进一步加大了高学历与低学历家庭之

间的福利差距。该结果表明，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教育转移支付存在较大的机会成

本。因此，提高教育投入的配置效率，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降低技能溢价，也是

缩小福利差距需要兼顾的重要方面。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结构式估计所利

用的空间代际交叠模型，第四部分为参数估计方法和结果，第五部分为反事实分析，

最后为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与三类文献相关。第一类文献主要运用理论模型讨论教育、人力资本

形成、代际流动性与福利差距。Becker and Tomes（1979）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人力资本

投资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Becker and Tomes（1986）进一步讨论借贷约

束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限制对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Fernandez and Rogerson（1998）通

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学校经费改革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杨娟等（2015）
通过四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由于预算约束的限制，贫困家庭对子女早期教育投入不

足，所以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力度可以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汪伟和咸金

坤（2020）利用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在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市场教育融资与

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这一支文献相比，本文在

教育与代际流动性的分析中加入空间维度，探讨了地区间教育水平差距对福利差距

的影响，而且本文基于结构式估计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

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简约式方法估计相关教育政策对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影响。周

波和苏佳（2012）估计了县级教育支出对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
发现借贷约束增强了教育的代际传递，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同时，他们发现公共教育支

出可以提高教育代际流动性。范子英（2020）通过出生年群组和地区两个维度的差异，

证实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教育类转移支付对受教育机会均等化的作用。梁超和王素

素（2020）发现2001年开始的撤点并校对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以上简约式估计表明，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能够有效促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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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育机会均等化，从而缓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但是从全国层面而言，给定转移支付

的总量不变，一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意味着其他地区转移支付减少，所以转移支

付存在机会成本。同时，教育转移支付将引起人口迁移、教育选择等一系列内生调整。

因此，简约式估计很难从宏观层面讨论转移支付的总体福利效应。

与简约式估计不同，Fogli and Guerrieri（2018）、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采用

结构式估计方法，利用美国数据估计了空间代际交叠模型，并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

美国不同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对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影响。本文借助 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的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实际数据进行参数估计，量化分析了中国福

利不平等相关问题。

第三类文献主要借助新兴经济地理模型讨论迁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近年来，

基于新兴经济地理模型的结构式量化分析方法迅速发展（Redding and Rossi-
Hansberg，2017）。现有文献主要利用静态模型讨论迁移成本、贸易成本对国内要素

空间配置效率、个体福利差距的影响（Fan，2019；Tombe and Zhu，2019；Ma and
Tang，2019）。但是正如Chetty et al.（2016）、Chetty and Hendren（2018a，b）利用美国数

据发现的，个人成长期所处的地区对于自身的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

采用同时包含迁移和教育两个内生决策的动态模型，分析迁移如何影响个体静态层

面的福利差距以及动态层面的代际不平等。

三 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借鉴了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构建的空间代际交叠模

型。从劳动技能的角度，个人被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并分别以 e = { h，l }表
示。从是否生育的角度，个人被分为有后代和无后代两种类型①，并分别以 k = {1，0 }
表示。因此劳动者可分位 4种类型：高技能有后代、高技能无后代、低技能有后代和

低技能无后代，分别表示为 ek = { h1，h0，l1，l0 }。此外，本文以n、i表示不同区域。

（一）生产与贸易

本文生产与贸易部分采用了经典的 EK模型（Eaton and Kortum，2002）。最终消

费品由连续性中间品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按照常数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加总，替代弹性为σ。连续性中间品ω的生产由如下CES生产

① 与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相同，本文假设每个劳动者按照外生概率成为有后代的类型。从后文

模型校准的结果看，中国有后代的劳动者所占比重超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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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刻画：

yn( )ω = zn t ( )ω ■
■

■
■Sl( )Lln( )ω ρ + Sh( )Lhn( )ω ρ
1
ρ

（1）
其中，Lln( )ω 、Lhn( )ω 分别为连续性中间品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低技能和高技能劳

动，Sl、Sh反映生产的技能强度，ρ为高低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zn为 n区域的基

础性生产率，刻画 n地在贸易中的绝对优势，tn( )ω 则为连续性中间品ω特有的产品生

产率。按照Eaton and Kortum（2002），本文假设 tn( )ω 为随机变量，且服从形状参数为

θ的Fréchect分布。

根据（1）式所示的生产函数，给定各地不同技能的劳动供给，n区域 e类型劳动者

的工资为：

we
n = Se( )Len ρ-1

zn[ ]Shn( )Lhn ρ + Sln( )Lln ρ
1
ρ-1
，e = l，h （2）

即 n区域 e类型劳动者工资受到自身劳动供给数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高低技能

劳动比例的影响，后者与区域性生产率 zn共同决定n区域各类型劳动的边际产出。因

此，如果按照最优的投入比例将高低技能劳动组合成复合性劳动投入，那么 n区域每

单位复合性劳动投入的成本为：

δn = [ ]Sl( )wl
n

1-ρ + Sh( )wh
n

1-ρ 1
1-ρ

（3）
基于服从Fréchect分布的产品生产率，i地购买的产品中来自n地的比重为：

πni = ( )dni δn
zn

-θ

∑n′( )dn′i δn′
zn′

-θ （4）

其中，dni表示 n地到 i地的冰山贸易成本，θ为根据生产率分布推导出来的贸易弹

性。因此，n、i两地的贸易成本越低，或者 n地的劳动投入成本越低，i地的总需求中来

自n地产品所占比重就越高。n′与n、i类似，指代地区。同时，i地最终消费品价格为：

Pi = Γ ■

■

|
||
|
|
| ■

■

|
||
|
|
|∑n′( )dn′i δn′

zn′

-θ -1θ
，Γ = Γ ( )θ + 1 - σ

θ

1
1-σ

（5）
（二）个体效用函数

n地 ek类型劳动者具有如下效用函数：

uekn = aekn + log (cekn ) （6）



世界经济 * 2022年第7期 ·79·

李小帆

其中 aekn = -aen Lξn表示 n地宜居程度，由外生的宜居程度
-
aen以及当地劳动者数量决

定，后者反映了人口聚集带来的外部性。根据 Allen and Arkolakis（2014）以及

Redding（2016）的研究，如果假设 ξ < 0，那么上述设定等价于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住房

消费，即由于土地总量的限制，劳动者数量的上升将减少个人的实际住房面积，从而

降低个体效用。这等价于人口聚集带来的负外部性。

cekn 表示 n地 ek类型劳动者的实际消费。本文没有考虑内生的生育决策，所以后

代的抚养成本在本文模型中并不重要。本文假设生育后代不需要额外的抚育成本，

有无后代的劳动者均供给同样的劳动量，获取同样的工资和消费。换言之，wek
n = we

n，

cekn = cen。在后文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我们将直接使用符号we
n和 cen。本文假设劳动

者将所有的税后工资收入用于消费：

( )1 - τen we
n = Pncen （7）

其中，τen为n区域 e类型劳动者面临的工资税率。

（三）时间线设定

理论模型假设个体存活两期，具体的时间线设定如下。第一期，n地区 ek类型的

个体出生，其状态变量为 (n，e，k )，即出生在 n地且父辈技能水平为 e。在第一期，个体

根据自身的教育偏好冲击选择是否接受高等教育。随后，个体又根据自身的地区偏

好冲击进行迁移并生育。本文假设父母具有利他性（altruism），即父母的效用函数包

括了其子女的效用水平。因此，迁移决策既取决于个人在当地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

件，也取决于其子女在当地可以享受的教育条件。为了简便，本文假设第一期个体不

消费。个体第二期在迁入地就业、获得工资收入并上缴税收，同时将税后收入完全用

于个人消费。随后，在第一期出生的个体死亡，其后代在当地继续完成教育决策和迁

移决策。

（四）值函数与空间迁移

为了体现动态演变，本文这一部分将在变量下角标添加时间维度 t。出生于 t期 n

地 ek类型劳动者的值函数为：

Vt( )n，e，k = Eϵit max i[ ]uekit+1 - Ω ek
nit + σNϵit + Ik=1 βOt( )i，e （8）

其中，uekit+1表示个体在 i地所能获得的效用，由 i地宜居程度以及实际消费水平决

定（等式（6））。Ω ek
nit表示 ek类型劳动者在 t期从 n地迁移至 i地所需要承担的迁移成

本。ϵit为代表个体异质性区域偏好冲击的随机变量，服从均值为 0且形状参数为σN

的Ⅰ型极值分布。Ot( )i，e 表示 i地 e类型家庭后代的值函数。Ik=1为指示函数，如果

k = 1，即劳动者有后代，Ik=1等于 1，否则等于 0。本文假设父母具有利他性，即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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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水平中包含其后代的福利水平，其中后代福利水平所占权重由 β决定。个体值

函数为劳动者基于自身区域偏好冲击作出最优迁移决策之后能够实现的最大福利水

平。（8）式中Eϵit表示在区域偏好冲击实现之前对该随机变量取期望。基于服从Ⅰ型

极值分布的随机偏好冲击，可以推导出个体在 t期从n地迁移至 i地的概率为：

Prt( )i|n，e，k =
exp ( )1

σN
ueit+1 - 1

σN
Ω ek
nit + Ik=1 βσN

Ot( )i，e

∑i′exp ( )1
σN
uei′t+1 - 1

σN
Ω ek
ni′t + Ik=1 βσN

Ot( )i′，e
（9）

即 i地能够提供的效用水平越高，或者能够给后代提供越高的福利水平，或者 n、i

两地之间迁移成本越小，n地迁移至 i地的概率越高。此外，对个体效用的偏好冲击取

期望，即考虑所有可能的迁移选择，出生在 t期n地 e类型劳动者的期望福利水平为：

Vt( )n，e，k = σN log ■
■

|
||
| ■

■

|
||
|∑i

exp ( )1
σN
ueit+1 - 1

σN
Ω ek
nit + Ik=1 βσE

Ot( )i，e （10）
（五）教育选择

本文假设后代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成为高技能劳动者，需要付出一定的教育成

本①。具体地，t期n地 e类型劳动者后代的高技能教育成本为：

F e
nt = γe log ( rnt ) + χ e

nt （11）
其中，χ e

nt为 t期 n地 e类型劳动者后代面临的外生教育成本，反映当地外生的教育

水平。rnt为 t期 n地的教育经费投入，包括当地的税收收入和地区间转移支付。γe为 e

类型家庭教育成本对于当地教育投入的弹性。本文假设 γe < 0，即地区教育经费投

入越多，个体的教育成本越低，这反映了公共教育品的作用。

将 t期 n地 e类型劳动者在有后代和无后代两种类型上对各自的福利水平按照相

应概率计算加权平均值，那么n地 e类型劳动者平均福利水平为：

Qt+1( )n，e =∑k
Pr ( )k|e Vt+1( )n，e，k （12）

其中，Pr ( )k|e 表示 e类型家庭在生育上成为 k类型的外生概率。因此，n地 e类型

家庭后代的值函数为：

Ot( )n，e = Eϵet maxe′[ ]-Ie′=hF e
nt + σeϵet + Qt+1( )n，e′ （13）

① 由于本文利他型父母的设定，教育选择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既出现在子女值函数中，也出现在父母值函

数中。由于本文模型中父母和子女的偏好是一致的，所以父母和子女的教育决策完全相同。因此，教育选择既

可以理解为是由子女决定，也可以是由父母决定，或者父母和子女共同决定。关于在父母与子女偏好不同的情

况下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可参考Doepke et al.（2019）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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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e′=h为指示函数。如果选择高等教育则赋值为1，否则为0。ϵet为代表个体异

质性教育偏好冲击的随机变量，服从形状参数为σE的Ⅰ型极值分布。后代值函数表示

后代根据自身的教育偏好冲击的实现值作出最优教育选择之后能够获得的期望福利水

平。基于教育偏好的异质性冲击，n地e类型的后代选择成为e′类型劳动者的概率为：

Prt( )e′|n，e =
exp ■

■
|
||
| ■

■
|
||
|- 1σE

Ie′=hF e
nt + 1

σE
Qt+1( )n，e′

∑e′′
exp ■

■
|
||
| ■

■
|
||
|- 1σE

Ie′′=hF
e
nt + 1

σE
Qt+1( )n，e′′

（14）

其中，e″与 e′、e均指代技能类型。等式（14）表明，如果 n地高技能教育成本越低，

或者 n地高技能劳动者平均福利水平越高，n地选择成为高技能劳动者的概率越高。

此外，对教育偏好冲击取期望，在考虑所有教育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 n地 e类型家庭

的后代的期望福利水平为：

Ot( )n，e = σE log ■
■

|
||
| ■

■

|
||
|∑e'exp ( )- 1σE

Ie′=hF e
nt + 1

σE
Qt+1( )n，e′ （15）

利用等式（14），将同一类型劳动者后代选择接受高技能教育的概率除以不接受

高技能教育的概率，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Prt( )h|n，e
1 - Prt( )h|n，e

= exp ■
■
|
||
| ■

■
|
||
|- 1σE

γe log ( rnt ) - 1
σE
χ e
nt + 1

σE
(Qt+1 (n，h ) - Qt+1 (n，l ) ) （16）

基于等式（16），我们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讨论教育经费投入对后代接受高等

教育概率的直接影响。具体地，将后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Prt( )h|n，e 对教育经费投

入 log ( rnt )求导，并假设子女的平均福利水平Qt+1( )n，e 固定不变，能够获得如下等式：

∂Prt( )h|n，e
∂ log ( rnt ) = γe

σE
Prt (h|n，e ) (1 - Prt (h|n，e ) ) （17）

（17）式表明，教育经费投入对后代教育选择的影响一方面直接取决于弹性

γe /σE，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初始状态下后代选择高等教育的概率。具体而言，如果

Prt( )h|n，e 在初始状态下非常接近于 0或者 1，那么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极小。相反，

如果初始状态下选择接受或放弃高技能教育的比重越接近 50%，即边际上选择接受

或者放弃高技能教育的人越多，教育经费投入调整的影响越大。

（六）人口分布的演变

由于 e类型劳动者成为有后代类型的概率为Pr ( )1|e ，为了保证在模型稳态下人

口的总数不变，本文假设 e类型劳动者的后代个数为 1/Pr ( )1|e 。各地各类型劳动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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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动态演变有三个来源：一是劳动者的迁移，二是劳动者后代的教育选择，三是教

育选择之后不同类型家庭外生的生育概率差异。由此，各地各类型劳动者的演变规

律（law of motion）如下所示：

Le′k′it =∑n
Prt( )i|n，e′，k′ Prt-1( )k′|e′∑e

Prt-1( )e′|e，n
Le′n，t-1

Pr ( )k|e，n
（18）

其中，∑e
Prt-1( )e′|e，n

Le′n，t-1
Pr ( )k|e，n

为 t期 n地选择成为 e′类型劳动者的数量，左边乘

上Prt-1( )k′|e′ 即为 n地成为 e′类型的劳动者中在生育上成为 k′类型的数量。在此基础

上乘上Prt( )i|n，e′，k′ ，即为 n地 e′k′类型的劳动者迁移至 i地的数量。最终将各地迁移

至 i地的 e′k′类型劳动者加总，即为 i地 t期 e′k′类型劳动者数量。

（七）教育经费投入

假设各地的教育经费投入由当地的税收以及获得的转移支付决定。具体地，各

地教育经费投入为：

rnt =∑e( )τen - ζen we
n Len + fn （19）

其中，τen 为 n地收入税税率，ζen 为 n地上缴中央作为转移支付的比率，所以

( )τen - ζen we
n Len为 e类型劳动者上缴的税收中留存在当地的金额。fn为 n地获得的转移

支付。各地从中央获得的转移支付之和等于各地上缴中央的税收之和：

∑n
fn =∑n

ζenwe
n Len （20）

（八）模型均衡

与Caliendo et al.（2019）类似，本文的模型均衡可以分为静态均衡和动态递归均

衡，具体如下。

1.静态均衡。给定各地区各种类型的劳动者分布，在生产投入和消费达到最优

的情况下，各地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能够出清，贸易可以实现平衡。我们通过如下

等式求解静态均衡变量：

Xn =∑i
πni Xi （21）

Pi = Γ ■

■

|
||
|
|
| ■

■

|
||
|
|
|∑n′( )dn′i δn′

zn′

-θ -1θ
（22）

其中，n地产品总需求为Xn = wl
n Lln + wh

nLhn，不同类型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满足
wh
n

wl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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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Sl ( )Lhn
Lln

ρ-1
。

2.动态递归均衡。给定外生参数序列以及初始期劳动者分布Lekn0，劳动者的迁移概

率、教育选择概率、各期的值函数、各期的劳动分布以及各期的工资、价格指数需要满足

如下条件：迁移决策和教育选择使得个体福利水平最大化（等式（9）（14））；各期值函数

符合等式（8）（10）；各期不同类型的劳动分布满足人口分布的演变规律（等式（18））；各

期工资、价格指数满足静态均衡的出清条件和贸易平衡条件（等式（21）（22））。
3.稳态均衡。模型的稳态均衡是所有内生变量均不随时间变化的动态递归均

衡，具体而言，各地各类型劳动者数量、个人教育选择和迁移选择，个人值函数和后代

福利水平均不随时间变化。由于各地各类型劳动者数量保持不变，所以静态均衡中

工资、价格、贸易等变量也均不随时间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稳态均衡中依然存在

人口迁移，只是每个地区人口迁出和迁入的数量刚好相等，所以各个地区各类型劳动

者数量不变。

四 模型估计

（一）直接的参数校准

我们首先通过数据或者已有文献直接计算模型中部分参数的取值。目前，大部分文

献关于不同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估计值介于1.4至1.6之间（Autor et al.，1998）。根

据Ciccone and Peri（2005）的估计，我们将高低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设定为 1.5，
即 ρ=1/3。Simonovska and Waungh（2014）关于贸易弹性的估计值为4，此后大部分贸易

相关文献采用这一估计，本文也同样将贸易弹性 θ设定为 4。此外，本文与Tombe and
Zhu（2019）的研究类似，都是以个人户籍所在地作为迁出地，并且本质上都假设一个人

一生迁移一次，所以借鉴Tombe and Zhu（2019）的估计，将迁移弹性1/σN设定为1.5①。
本文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人口规模对当地宜居度的影响。已有文献证明，由于

土地总量的限制，在效用函数中加入土地消费会产生人口规模对效用的负向影响，这

相当于在模型中直接加入人口规模对当地宜居度的负向影响（Allen and Arkolakis，
① 本文假设实际的教育投入品与最终消费品相同，所以地区的总需求（劳动者总消费和政府教育投入）

仍等于所有劳动者报酬之和。对于后文的转移支付，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教育投入的再分配产生的影响，假设教

育投入品仍在税收缴纳的当地购买，只是教育投入品的使用通过转移支付转到了其他地区，这样各地的总需求

将不随转移支付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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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Redding，2016）。从模型等价性看，ξ等于非住房消费比重与住房消费比重之比

的相反数。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居民的住房消费比重为 0.22左右，所以本

文将宜居度对人口规模的弹性 ξ设定为-0.3（即（1-0.22）/0.22的相反数）。

与文献一致，本文以学历在大专以上（即大学生）的劳动者作为高技能劳动者。

同时，本文假设劳动者按照外生概率成为有后代的类型。我们按照 2010年人口普查

数据中有后代的妇女所占比重作为劳动者有后代的概率。为了准确反映成年女性有

后代的比重，我们仅利用了年龄在 40-50岁之间的样本。对于这部分样本，是否生育

这一状态一般不会再发生改变。计算结果表明，中国高、低技能劳动者有后代的概率

分别为0.91和0.93。
我们进一步估计生产函数中的技能强度。根据等式（2），我们能够推导出劳动者

技能构成比例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

wh
n

wl
n

= Sh
Sl ( )Lhn

Lln

ρ-1
（23）

马光荣等（2017）估计了技能劳动相对供给增加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根据他们原

文表2的估计结果，本文将Sh和Sl分别设定为0.5和0.5。
接下来我们需要计算教育经费投入对个人教育成本的影响。根据等式（17），γe

决定了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概率的影响。范子英（2020）基于

出生年份群组和地区两个维度，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估计了财政转移支付通

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如果假设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层级

教育选择的影响相同，那么根据范子英（2020）的回归结果，教育支出每增加 1个单

位，低学历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就会增加 0.18①，高学历家庭子女则会增加 0.135。由

此，根据数据中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所占比重，可以推算教育经费每增加 1个单

位，低学历和高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分别增加0.138和0.127。
根据等式（17），为了确定γe的取值，我们还需要计算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的概率。为了反映大学扩招之后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我们通过 2010年、2015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子女年龄在 18-30、18-35岁的样本计算了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的概率。结果显示，低学历和高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分别为 0.2和
① 为了保证基本结论的稳健，本文也尝试将迁移弹性设定为 2.5，并重新估计模型参数以及进行反事实分

析。结果表明，迁移弹性增大了 66%之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不变，反事实分析的基本结论也保持稳健。但

是，迁移弹性取值增大66%，迁移决策对于迁移成本更加敏感，所以迁移成本下降的福利增进效应较迁移弹性等

于1.5的情况扩大了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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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因此，根据等式（17），我们将γh设定为-0.152，将γl设定为-0.137。
在基准情况下，本文假设各地的教育投入来自当地税收，且各地税率相等①。由

于中国多年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约为 4%，教育经费中用于大学前教育所占比重

约为75%，我们将各地为筹集教育经费设定的税率设置为3%（即4%乘以75%）。

（二）贸易成本和地区生产率

本文区域间贸易成本来自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的估计。给定各地高低技能劳

动者数量，我们先任意假定各地区的相对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求解模型中生产与贸

易部分的均衡。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调整地区间相对生产率，以保证模型均衡中

地区相对工资水平与数据一致。此外，在模型相对工资水平与数据相等的前提下，我

们也能够在模型均衡中计算各地的价格指数、实际消费和教育经费投入，这些变量将

用于后续的回归估计。

（三）迁移成本与宜居程度

在后续的估计中，我们将利用符合模型均衡条件的等式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估

计模型参数。该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假设数据对应的时间阶段内整个经济处于稳

态。此外，后续估计不会用到不同时间之间经济的变化，所以为了方便表达，我们将

去掉等式中变量下标 t。对等式（9）取对数能够得到如下迁移引力模型：

logPrekni = ηeki + ηekn - 1
σN
Ω ek
nit （24）

其中 ηekn 为迁出地固定效应，反映的是（9）式中分母的对数，ηeki 为迁入地固定效

应。根据（9）式，迁入地固定效应反映的是当地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具体表达式如下：

ηe0i = 1
σN
aen + 1

σN
logCe

n （25）
ηe1i = 1

σN
aen + 1

σN
logCe

n + β
σN
O ( )i，e （26）

按照Fan（2019）、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的方法，我们首先将任意两地 n和 i之间

的迁移成本参数化为两地地理距离（distmni，按大小分为 10组）、是否同省哑变量（I 1ni）、

是否是同一大区哑变量（I 2ni）。具体公式为：

Ω ek
nit =∑m=1

m=10ψek
m distmni + ψ1 I 1ni + ψ2 I 2ni （27）

① 范子英（2020）将个人受教育程度分为 1（未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

本科）、7（研究生以上）。为了直接使用他的估计结果，本文需要假设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层级的受教育水平的

影响相同。例如，对于原本选择初中的低学历家庭而言，教育投入增加1单位，导致其上大学的概率上升了0.18/
（5-3）=0.09。然后根据数据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为权重，就能计算教育经费对于上大学概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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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数化之后的迁移成本代入等式（24）并进行回归估计，样本来自 2010和 2015
年人口普查数据。需要指出的是，Fan（2019）、Tombe and Zhu（2019）在利用静态模型

研究人口迁移问题时，理论模型都假设个人一生只能作一次迁移决策。在本文模型中

个体只存活两期，并在第 1期做出迁移决策。所以本文的迁移决策与 Fan（2019）、

Tombe and Zhu（2019）类似，即人口迁移是每个个体一生一次的选择。参照 Tombe
and Zhu（2019）的设定，本文以个人户籍所在地为迁出地，以个人常住地为迁入地。

利用变量distm、I1、I2的回归系数以及σN的取值，我们能够计算区域之间的迁移成

本。同时，通过对（24）式的回归估计，我们能够获得迁入地固定效应的估计值。如上

所述，我们在估计地区生产率的过程中，可以计算各地的实际消费。根据等式（25）
（26），能够根据迁入地固定效应以及各地实际消费数据计算各地宜居程度。由于本

文假设各地宜居程度对有后代和无后代家庭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先通过等式（25）计

算各地的宜居程度，再将其代入等式（26），由此进一步计算各地子女的期望

福利O ( )i，e 。

接下来，根据等式（10），通过各地对人口的吸引力（即迁入地固定效应ηeki）、区域

间迁移成本，能够计算出生在不同地区的劳动者的期望福利 V ( )n，e，k 。然后根据等

式（12），计算有无后代的劳动者期望福利水平的平均值即Q ( )n，e 。

（四）教育选择弹性及子女福利所占权重

最后，我们将等式（26）进行如下转化：

ηe1i - 1
σN
aen - 1

σN
logCe

n = β
σN
O ( )i，e = β

σN
Qe
i - β σE

σN
log [ ]Pr ( )l|n，e （28）

其中，β反映后代福利水平在父代值函数中所占比重，σE为教育选择弹性。由于个

别地区高学历家庭的样本量较小，我们在对等式（28）进行回归的过程中删除了普查数

据中高学历家庭数量少于20个的地区。根据回归系数，β最终的估计值为0.3，σE最终

的估计值为0.2。在所有参数估计完之后，我们最后计算各地教育成本的残差χ e
nt。通过

等式（16），并利用高低学历家庭的福利差距Q ( )n，h - Q ( )n，l 、各地教育经费投入以及

各地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可以计算各地外生的教育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人口的吸引力由回归等式（24）中的固定效应估计得到。

由于自由度的限制，我们只能估计不同地区吸引力在同一技能类型劳动者内部的相

对排序，所以无法直接比较高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宜居程度水平值。但是这并不妨

碍本文的分析。实际上，在模型中同一地区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宜居程度差异和

教育成本差异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完全相同，所以高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宜居程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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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必须与他们面临的教育成本差异一起估计①。因此，我们在保证不同技能类型劳动

者地区间相对宜居程度不变的基础上，调整固定效应 ηeki 的大小，以使不同技能劳动

者面临的平均宜居程度相等。随后，通过等式（16）进一步计算各地的高等教育成本。

表1 模型参数估计值

变量
ρ
Sl

Sh

θ
ξ
β
γl

γh

1/σE

1/σN

含义
高低技能劳动替代弹性

生产函数中低技能劳动权重
生产函数中高技能劳动权重

贸易弹性
人口聚集的负外部性弹性

父母福利函数中子女效用所占权重
教育成本对教育经费投入弹性（低学历家庭）
教育成本对教育经费投入弹性（高学历家庭）

教育选择弹性
迁移弹性

取值
0.33
0.5
0.5
4
-0.3
0.3

-0.137
-0.152
5
1.5

本文重要的参数校准结果见表 1。此外，本文还估计了地区层面的生产率、宜居

程度和教育水平。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中国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往往具有越高的

生产率、越高的宜居程度以及越低的教育成本（或者越高的教育水平）。具体地，城市

生产率与当地高、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宜居度之间相关系数分别约为 0.78和 0.54②，

与当地高、低学历家庭面临的教育成本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5左右。后文对反事

实分析结果的理解与这些城市特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密切相关。

五 反事实分析

（一）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变

随着高新技术投入强度的增加，现代生产方式更加依赖高技能劳动，由此增加了

① 本文假设基准情况下，各地教育投入全部来自当地税收，且各地税率相等，所以本文实质上是假设各

地教育投入占当地GDP比重相等。由于各地财政支出结构不同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现实中各地教育经费

投入占当地GDP比重会存在差异。由此，各地教育投入比重不相等所造成的实际教育投入的差异将被反映在

等式（11）的残差χ ent中。后文将直接估计该残差。

② 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的期望福利O ( )i，e 取决于下一期子女获得的值函数（等式（15））。与 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相同，本文假设父辈利用简单法则预期子女福利，即父辈预期子女的福利与自己福利相同。基

于这一假设，我们就能够通过父辈当期的迁入地吸引力ηeki 计算后代期望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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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借助包含教育选择与迁移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首先

讨论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变产生的影响。具体地，为了反映偏向高技能劳

动的生产方式转变，我们将（1）式生产函数中决定高技能强度的参数 Sh由 0.5上调至

0.55。相应地 Sl由 0.5下调至 0.45。如表 2第 2列所示，生产的高技能强度提高 10%，

将导致全国低学历家庭的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近 15%，高学历家庭的子女

选择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近 6%。最终，从技能构成的角度看，全社会高技能劳动者

所占比重将提高19%左右。

表2 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和迁移成本下降的总体影响

社会福利

实际GDP
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重

高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重

全国高技能劳动者比重

现代生产方式转变

0.61%
0.51%
14.5%
5.97%
18.8%

迁移成本下降

17.3%
2.14%
16.4%
-0.23%
11.6%

说明：此表为反事实情形下社会福利、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全国高技能劳动比

重较基准情况变化的百分比。

此外，本文在反事实分析中考察了全国社会福利和实际GDP的变化。本文以各

地人口数量为权重定义经济稳态下全国社会福利水平：

W̄ =∑n，k，e

Lekn∑n，k，e
Lekn
V ek
n （29）

实际GDP为各地实际收入（即名义收入除以价格指数）的总和：

GDP =∑n

∑e
we
n Len

Pn
（30）

如表 2第 2列所示，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生产方式使全国总体社会福利和实际GDP
分别增加约 0.61%和 0.51%。实际GDP增加和福利增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

一，全国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高近 19%。虽然从生产的角度看，高技能劳动者占比的

提高与生产过程中高技能强度增加可能相互抵消，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者子女接受

高等教育的成本较低，所以生产方式转变通过刺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降低了全

社会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第二，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教育迁移。如图 2
所示，随着生产的高技能强度提高，人口更多集中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更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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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h|l，n )和Pr (h|h，n )更高）的地区。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又往往具有较好的

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因此，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教育迁移促使人

们向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更好的地区聚集，从而提高了人口的空间配置效率。

5

4

3

1

0

-1

-2

2

-3

Pr (h]l, n)
0.10 0.2 0.3 0.4 0.5 0.6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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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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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说明：横轴为基准情况下不同地区高学历家庭(左图)和低学历家庭(右图)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

比重，纵轴是现代生产方式转变情况下各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百分比，其中圆圈大小代表基准情况

下各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们进一步以泰尔指数分析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差距。劳动者福利差距的来源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出生地因素，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出生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个人面临的教育条件与就业机会；二是同一地区父辈学历水平的影响，即出生在

高学历家庭的后代往往面临更好的教育条件。由于本文理论模型中高、低学历家庭

子女的唯一差别在于前者教育条件更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大幅高于后者。所以

同一地区不同学历家庭之间福利差距主要反映了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差距。

由于模型中超过 92%的劳动者都属于有后代的类型，为简化讨论，后续关于福利

差距的分析仅包括有后代的家庭。如表 3所示，偏向高技能的生产方式导致泰尔指

数提高 15%，其中不同学历家庭的福利差距扩大了 19%。这主要是因为在教育成本

的限制下，全社会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赶不上高技能劳动需求的扩张，所以技能溢

价增加导致福利差距扩大。



世界经济 * 2022年第7期 ·90·

人口迁移、地区教育水平与福利差距

表3 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和迁移成本下降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总体福利差距

同一地区不同学历家庭类型之间福利差距

同一学历家庭类型不同地区间福利差距

现代生产方式转变

15%
19%
5.3%

迁移成本下降

-22%
-20%
-26%

说明：此表为反事实情形下个体间福利水平泰尔指数较基准情况变化的百分比。

（二）迁移成本的下降

劳动者迁移成本的下降一方面关系到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

关系到出生地对个人福利水平的决定程度，进而关系到劳动者之间福利差距的代际

传递。为了分析迁移成本下降的影响，我们在反事实分析中将各类型劳动者的迁移

成本同等下降 10%，然后比较反事实情形与基准情形。如表 2第 3列所示，迁移成本

下降 10%，全国平均福利水平将增加 17.3%①，全国实际GDP增加约 2.1%左右。由于

福利水平同时取决于实际收入以及迁移过程中的福利损耗（即迁移成本），并且后者

不计入实际GDP当中，所以迁移成本下降对全国实际GDP的影响大幅小于对社会总

福利的影响。

本文中迁移成本下降对福利水平的影响远远大于目前文献中利用静态空间模型

的估计结果（如Fan，2019；Tombe and Zhu，2019）。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本

文模型中劳动者迁移不仅可以改善自身就业机会，而且还可以改善后代的教育条件；

第二，静态空间模型由于自身的限制，往往需要假设劳动者一生只有一次迁移机会，

所以迁移成本下降导致的内生调整并不充分，本文动态模型的稳态均衡中内生调整

则更加充分；第三，本文理论模型包含教育的内生选择，迁移成本下降会导致全国高

技能劳动供给增加。

下面对第三点原因进行详细说明。如表 2所示，迁移成本下降 10%，导致低学历

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 16.4%，同时高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概

率基本不变。最终从技能供给结构看，全国总体的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高了 11.6%。

迁移成本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迁移成本下降缓解了教育水平较高地区人

① 例如，假设实际中高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宜居程度高于低技能劳动者，但是我们在估计中假设不同技能

劳动者面临的宜居程度相等。为了匹配人们的教育选择，需要赋予高等教育更小的教育成本，以弥补高技能劳

动者被低估的宜居程度。换言之，高技能劳动者面临的相对更高的宜居程度与成为高技能劳动者需要付出更

低的教育成本是等价的，也即两者对于均衡中的教育选择以及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差距的影响是相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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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受高等教育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假如劳动者不能迁移，当地技能溢价将随着选

择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而快速下降，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并

且，由于低学历家庭后代的教育成本更高，这种拥挤效应对低学历家庭子女尤其

明显。

接下来分析迁移成本下降对劳动者福利差距的影响。如表 3所示，迁移成本下

降使得衡量福利差距的泰尔指数下降 22%。一方面，迁移成本下降导致全社会高技

能劳动供给增加，进而缩小了技能溢价。同时迁移成本下降相对增加了低学历家庭

后代选择高等教育的比重。因此不同学历家庭类型之间的福利差距缩小了 20%。另

一方面，迁移成本的下降能够促进劳动者在地区间迁移，从而改善就业机会和后代教

育条件。因此相同技能类型劳动者地区间差距缩小26%。

最后，我们着重分析社会福利横向不均和纵向不均的相互影响。一方面，如果

考虑内生的教育决策以及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空间收入不均就会进一步演化为

空间教育条件差距，进而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主

要体现为教育水平的代际传递，而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体又往往选择不同的定居城

市，进而强化空间的收入不均。因此，空间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传递存在彼此加强

的相互作用。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限制教育内生选择，切断纵向不均对横向不均的反馈途径，在

此基础上考察迁移成本对总体福利和个体福利差距的影响是否会大幅缩小。第一种

方式是假定外生的教育选择，即高学历家庭的子女必然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低学历家

庭的子女必然放弃高等教育。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降低教育选择对于教育成本的敏感

性，从而限制内生的教育选择。具体地，教育选择弹性 1/σE取值越小，教育选择越近

似于随机选择。极端情况下，如果 1/σE趋向于无穷小，那么任何地区任何家庭的子女

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都是 50%。因此，我们将 1/σE 较基准情况缩小 10倍，

即σE = 2。
如表 4所示，无论是完全外生化教育选择还是近似随机化教育选择，较基准情况

而言，迁移成本下降对总体福利和个体福利差距的影响都大幅减弱，尤其是对福利差

距的影响尤为显著。由此表明，如果只考虑静态空间收入不均而忽视它对内生教育

选择的影响，将不能捕捉空间收入不均导致的教育投入不均，也就不能进一步捕捉教

育投入不均导致的不平等代际传递。也正因为如此，只考虑静态收入差距的模型框

架将严重低估迁移对福利差距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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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育选择对空间收入不均的放大作用

教育选择内生化

教育选择外生化

教育选择随机化

社会总福利

17.3%
11.8%
11.5%

福利差距（泰尔指数）

-22%
-2.3%
-8.6%

说明：此表为在 3种不同处理教育选择的模型框架下，迁移成本下降的反事实情形中总体福利

与福利差距较基准情况的变化百分比。

（三）教育转移支付的影响

下面考察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对福利差距的影响。一方面，中央教育转移支付通

过对个别地区和个别群体进行补贴，可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进而缩小个体间福利差

距。但另一方面，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并不是凭空创造更多的教育投入，而是将教育投

入从一部分人转移至另一部分人，所以教育转移支付必然存在机会成本。全面评估

教育转移支付的作用，需要考虑教育转移支付的配置效率。此外，教育转移支付的实

施也会产生一系列内生调整。基于一般均衡动态模型，我们能够在充分考虑机会成

本和一般均衡效应的基础上，分析教育转移支付的影响。

表5 中央教育转移支付的总体影响

社会福利

实际GDP

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重

高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重

全国高技能劳动者比重

均等再分配

0.09%
0.08%
-0.22%
0.25%
0.13%

补贴低学历家庭

-0.69%
-0.41%
8.90%
-7.63%
-2.22%

说明：此表为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在均等再分配和补贴低学历家庭两个反事实情形下，社会福

利、不同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全国高技能劳动比重较基准情况的变化百分比。

基准情况下，各地劳动者均同样面临 3%的收入税率，但是不存在中央教育转移

支付。在反事实分析中，各地收入中按 0.5%的比例上缴中央用于转移支付，余下

2.5%的税收仍用于当地的教育投入。我们比较两种不同的转移支付分配方案：第一

种方案为均等再分配，即中央将各地上缴的税收平均分配给所有家庭；第二种方案是

补贴低学历家庭，即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平均分配给所有低学历家庭。表 5和表 6分别

反映了教育转移支付对全国总体福利、教育选择以及福利差距的影响。均等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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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下全国总体福利上升 0.09%，实际 GDP增加 0.08%，个体间福利差距缩小近

1.37%。

由于各地税收按照相同比率上缴中央，所以高收入地区实际上缴税额大于低收

入地区。同时在均等分配方案中，中央转移支付又均匀地分配给每个家庭。所以分

地区来看，实质上是高收入地区补贴低收入地区。这是造成同一学历家庭不同地区

的福利差距缩小 2.05%的原因。此外，在各个地区内部，由于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相对

更低，所以他们上缴的税收少于高技能劳动者。从这个层面看，均等再分配实际上还

存在不同技能类型之间的转移支付，因此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福利差距也缩小了

1.09%。

表6 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总体福利差距

同一地区不同学历家庭类型之间福利差距

同一学历家庭类型不同地区间福利差距

均等再分配

-1.37%
-1.09%
-2.05%

补贴低学历家庭

0.27%
0.21%
0.42%

说明：此表为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在均等再分配和补贴低学历家庭两个反事实情况下个体间福

利水平泰尔指数较基准情况的变化百分比。

表 5第 3列反映的是补贴低学历家庭再分配方案的结果。由于所有中央转移支

付全部用于对低学历家庭子女教育的补贴，所以低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比

重上升 8.90%。特别地，如图 3右图所示，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也即教育水平相对

较低的地区，低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比重增加尤为明显。然而，补贴低学历

家庭再分配方案总体上却抑制了高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概率。一方面，从

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由于低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比重的上升增加了高技能

劳动供给，降低了技能溢价，进而抑制了高学历家庭子女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另一方

面，更为重要的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补贴低学历家庭使得高学历家庭自身获得

的教育投入减少。基于以上两点原因，高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比重下降了

7.63%。

虽然决定教育成本对教育投入经费弹性的参数 γh与 γl相当接近（表 1），但是根

据等式（17），教育经费对人们教育选择的影响还取决于初始状态下选择高等教育的

概率。只有当边际上选择接受或者放弃高等教育的人足够多，教育经费投入才能产

生较大影响。由于高学历家庭子女基准状况下选择高等教育的比重接近 50%，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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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学历家庭的比重，所以教育经费投入对高学历家庭子女教育选择的影响显著大

于对低学历家庭子女的影响。当原本用于高学历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经费被用于补

贴低学历家庭时，低学历家庭子女选择高等教育的增量远不能弥补高学历家庭放弃

高等教育的增量。因此，全国层面高技能劳动者比重下降了 2.22%。换言之，如果将

转移支付全部用于补贴低学历家庭子女的教育，会降低教育经费投入的配置效率。

这进一步导致全国总体社会福利下降0.69%，实际GDP下降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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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教育转移支付对各地接受高等教育比重的影响

说明：横轴为基准情况下不同城市各技能类型劳动者数量的对数值。纵轴为均等再分配(左图)
和补贴低学历家庭(右图)两种方案下，不同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比重较基准情况的变化。

此外，对低学历家庭的教育补贴显著提高了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这种方

案能够有效缩小福利差距？如表 6所示，补贴低学历家庭的再分配方案下，地区间福

利差距和不同学历家庭之间福利差距反而分别增加了 0.21%和 0.42%，个体间总体福

利差距扩大了 0.27%。福利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经费投入的配置效

率下降导致全国高技能劳动者比重下降，进而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溢价。

该反事实分析的重要启示是，要缩小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差距，不能只关

注改善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要关注全社会总体接受高等教育

的比重。提高教育投入的配置效率，增加全社会高技能劳动供给，缩小技能溢价，也

是缩小福利差距的重要途径。从地区层面看，由于高收入地区上缴中央的税收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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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获得的转移支付，所以本质上存在高收入地区对低收入地区的补贴。这导致

低收入地区人口比重较基准情况有所增长，并由此导致地区间福利差距也增加了

0.42%。这里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对于低收入地区的补贴会导

致分布在低收入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这反而不利于地区福利差距的缩小。

六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数据估计了同时包括迁移和教育选择的空间动态代际交叠模型。

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借鉴了Eckert and Kleineberg（2020）的研究。模型中个体的最优

迁移决策不仅考虑自身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还考虑子女在当地面临的教育条件。

同时，模型假设父辈学历水平会影响子女的教育条件。地区间既存在外生教育条件

的差异，也存在由于地区收入差距不同导致的教育经费投入不均。利用校准之后的

理论模型，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福利差距相关问题。

首先，偏向高技能劳动的现代生产方式虽然可以增加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

但是由于教育成本较大，高技能劳动的供给增长小于需求扩张，导致技能溢价上升和

福利差距扩大。此外，本文发现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扩张将激励家庭为追求更好的

教育条件而进行迁移。本文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也

具有更好的生产和居住条件，所以从长远看，教育迁移将促使人口和地区禀赋更好结

合，从而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增进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其次，本文发现迁移成本下降能够大幅提升社会福利，缩小福利差距。基于包含

后代教育选择的动态模型，本文中迁移成本下降的积极作用显著大于已有基于静态

模型的估计。此外，本文还发现迁移成本下降可以有效缓解教育水平较高地区高技

能劳动者之间的扎堆拥挤效应，进而通过提高教育回报显著增加人们接受高等教育

的比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低学历家庭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所以该影响对低学历

家庭子女尤其显著。因此，迁移成本下降不仅可以在地区维度上缩小个体福利差距，

也能够进一步缩小高学历与低学历家庭子女之间的福利差距。

最后，本文发现将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在个体间均匀再分配能够有效缩小福利差距，

同时略微增加总体福利水平。但是，将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全部用于补贴低学历家庭子女

教育，反而会扩大福利差距，同时损害全国总体福利。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将教育

转移支付全部用于补贴低学历家庭，会降低教育投入的总体配置效率，从而减少全国高

技能劳动供给。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减少又进一步扩大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因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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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福利差距，缓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不仅需要改善低学历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

条件，同时需要着力增加全社会高技能劳动供给，以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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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Reg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nd Welfare Inequality

Li Xiaofan
Abstract：The location decision determines one’s job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 quality their

children faced with. By estimating the spatial OLG model which allows endogenous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choice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arge cities tend to hav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the rise of demand for high skill labor improves the spatial matching efficiency of labor
and region productivity by stimulating migration for bett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Besides, the decline of
migration cost can reduce the welfare inequality, alleviate the congestion effect of high education in
regions with better education quality, which further helps the children of low skill workers to complete high
education. Finally, th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for education can decrease welfare inequality. However,
it is also vital to reduce the skill premium by enhancing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high skil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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