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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东北地区３４个地级市
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显著影响人口迁

移，正向驱动作用具有滞后性，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亦具有正向驱动作用，滞后期较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

给的影响显著为正，在滞后１期达到峰值，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劳
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短期显著为正，长期不显著，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正向驱动作用较小且具

有滞后性。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突破口，引导人口流动，减少人口流失，而非以

人口迁移为抓手，去作用于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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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断崖式”下滑，经济增长自２０１３年开始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２０１６年辽宁省经济出现负增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整体跌至全国后进行列［１］。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人

口呈现持续净流出的状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东北人口净流出１８０万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东北人口平均每年
净流出２７３８万人［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东北地区常住人口仍不断减少。不仅如此，东北三省从业人数下
降，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东北三省单位从业人员人数从１４１５２０万人下
降至１１５７２８万人，年平均减少４９％。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劳动力供给下降和经济增速骤降出现在
同一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其内在联系？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东北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何？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上问题的探讨，对解决东北经济增长乏力，实现新一轮经济振

兴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以往的研究大多讨论的是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以往学者

的相关研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当前，对人口迁移

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涉及

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探讨及相关实证检验，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净流入有助于促进经济

增长［３～４］，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净流入会带来拥挤效应，会通过住宅需求变化反作用于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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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５］。在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方面，以“托达罗”为首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 “预期收入理

论”，其认为人口迁移决策取决于预期的工资差异，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会给人们较高的收入预期。

第二，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大量研究侧重于分析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许多

学者认为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６］，但也有学者强调劳动力供给减少，可促进经济增

长路径转换［７］。在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方面，“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推动

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的提高。第三，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中青年人口

的迁移，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直接影响。史桂芬等研究指出人口迁移通过改变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

的配置影响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劳动力供给［３］，阮荣平等研究发现人口迁移总体上会削弱输

出地人力资本积累［８］。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针对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也有学者专

门针对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９～１０］，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得到了不同

的研究结论，但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全面探讨，仍存在以下值得扩展之处：第一，在经济

增长理论及人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理。第二，综合考虑选取衡量人口迁移和劳动力供给的代理变量，将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

长三个变量纳入统一研究框架。第三，针对东北地区利用３４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择户籍人口的净
迁入（迁出）量、单位从业人数作为衡量人口迁移和劳动力供给变量的指标，采用ＰＶＡＲ模型对人口迁
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

（一）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首先，人口迁移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消费水平影响经济增长。根据人口迁移理论，人口更倾向于有

较多就业机会、较高工资水平和较好教育水平的区域。人口通过迁移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即人口集

聚，人口作为构成市场的第一位要素，人口集聚能为各产业输送劳动力，人口集聚量会决定市场的潜

在容量，因此人口集聚能够促进规模经济，而且人口集聚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产生知识溢出，

这种由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

力被称为集聚效应。按照“托达罗”理论，人口迁移是人口不断由低收入区域向预期收入较高的区域

转移的过程。这意味着迁移人群将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境遇，按照主流消费理论的

观点，收入是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当人口发生迁移，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将随之提升；另外，当人口

从低收入区域进入高收入区域，他们面临的消费环境发生改变，其将对迁移人群的消费习惯、消费偏

好及消费模式发挥示范效应。总之，人口迁移会通过收入效应和示范效应影响消费水平。

其次，经济增长通过就业效应和预期收入效应影响人口迁移。就业效应指的是经济增长通过影

响就业从而影响人口迁移，“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根据推拉理

论，较多的就业机会形成吸引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拉力”，促使人口迁移。预期收入效

应指的是经济增长通过影响预期收入从而影响人口迁移。“托达罗”理论指出人口迁移决策取决于预

期的地区工资差异，而非现实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总产出增加，会提升人们未来的收入预期，人们在

这种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心理因素的相对收益与成本综合考虑下，促使人口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

一个地方，实现人口迁移。

（二）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首先，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

理论抑或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土

地、劳动和资本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土地是固定的，而劳动力和资本是相对可变的，因而

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理论索洛模型放

松了劳动与资本不可完全替代的假定，劳动力作为独立的经济增长因素出现在了索洛模型中，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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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为外生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其涉及四要素，即劳动、资本、

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劳动力供给作为重要因素驱动经济增长。

其次，经济增长通过需求效应和就业效应影响劳动力供给。需求效应指的是经济增长通过增加

市场需求促进市场供给增加，从而刺激劳动力供给。当经济出现增长，社会总需求增加，为了实现市

场需求与市场供给均衡，供给和生产相应增加，生产的增加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因此促进劳动

力供给。就业效应指的是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失业率出现下降，劳动力供给增加。美国学

者阿瑟·奥肯利用美国经济的统计资料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算发现，经

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１１］。

（三）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供给的相互作用机理

首先，劳动力供给要素分解为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的乘积［１２］，人口迁移

主要通过影响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比重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迁移直接影响人口规模，当人口呈现

净流入时，人口规模增加；反之，人口规模减少。假设人口年龄比重和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人口迁移

通过影响人口规模影响劳动力供给。实际上，人口迁移不仅会影响人口规模，还会影响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意愿不同，年轻人的迁移意愿一般高于中老年人，年轻人未来工作时间更

长，可以长期获得迁移所带来的收益差，迁移的社会成本也相对较低，因而更乐意迁移［１３］。经过分析

东北三省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现，中青年劳动力是流动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１４］，因此人口

迁移还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影响劳动力供给。

其次，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也体现在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对人口

迁移的影响上。人口规模较多的区域，会产生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集聚效应会使得人口迁移意愿增

加，拥挤效应会使得人口迁移意愿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却不利

于形成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在前期会有助于吸引人口流入，但后期则会由

于工资收入的下降，而使得人口迁移意愿降低；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区域背后反映的问题可能是工资、

福利政策、教育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其将会对人口迁移产生抑制性作用。总之，劳动力供给会影响

人口迁移，但影响方向需综合集聚效应、拥挤效应、产业发展及公共服务等情况综合而定。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选择使用ＰＶＡＲ模型考察东北三省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
动态关系，ＰＶＡＲ模型是在面板数据和ＶＡＲ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其较适
合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多经济变量动态关系的情形。在Ｈｏｌｔｚ等提出的面板向量自回归（ＰＶＡＲ）模
型基础上，构建如下ＰＶＡＲ模型来深入分析东北三省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互
动关系：

ＧＤＰｉ，ｔ＝ａ１ｔ＋∑ｔ

ｊ
ａ１ｊＧＤＰｉ，ｔ－ｊ＋∑ｔ

ｊ
β１ｊＭＯＰｉ，ｔ－ｊ＋∑ｔ

ｊ
γ１ｊＬｉ，ｔ－ｊ＋ε１ｔ （１）

ＭＯＰｉ，ｔ＝ａ２ｔ＋∑ｔ

ｊ
ａ２ｊＧＤＰｉ，ｔ－ｊ＋∑ｔ

ｊ
β２ｊＭＯＰｉ，ｔ－ｊ＋∑ｔ

ｊ
γ２ｊＬｉ，ｔ－ｊ＋ε２ｔ （２）

Ｌｉ，ｔ＝ａ３ｔ＋∑ｔ

ｊ
ａ３ｊＧＤＰｉ，ｔ－ｊ＋∑ｔ

ｊ
β３ｊＭＯＰｉ，ｔ－ｊ＋∑ｔ

ｊ
γ３ｊＬｉ，ｔ－ｊ＋ε３ｔ （３）

其中，ｉ表示东北三省所辖各地级市，ｔ表示年份，ＧＤＰｉ，ｔ表示 ｉ市第ｔ年东北三省所辖各地级市经济增
长水平，ＭＯＰｉ，ｔ表示 ｉ市第ｔ年东北三省所辖各地级市人口迁移水平，Ｌｉ，ｔ表示 ｉ市第ｔ年东北三省所辖
各地级市劳动力供给水平，ａ１ｔ，ａ２ｔ，ａ３ｔ分别表示各对应方程的截距项，ε１ｔ，ε２ｔ，ε３ｔ分别表示各对应方程
的扰动项，ｊ表示滞后阶数。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１变量选择
本文将基于户籍人口的净流入量作为人口迁移水平（ＭＯＰ）的代表性指标，将单位从业人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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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水平（Ｌ）的代表性指标，将不变价ＧＤＰ作为东北三省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水平（ＧＤＰ）的
代表性指标。按照惯常做法，可以基于常住人口计算人口净流入量用以表征人口迁移水平，也可以基

于户籍人口计算人口净流入量用以表征人口迁移水平，由于东北三省各地级市户籍人口数据的完整

性，而且户籍人口净流入量可以反映人口愿意并能够落户的程度，户籍人口净流入量越多，表明人们

在这个区域的落户意愿越强，本文选择基于户籍人口计算人口净迁入量表征人口迁移水平。由于劳动

力供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能够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的数量，其反映的是就业的水

平，因此本文采用单位从业人数表征劳动力供给，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城市统计年鉴》，个别地区少数

年份的数据缺失以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数值滑动平均值替代。由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反映一个国
家经济生产的能力和产出，并且在以往的文献中也常以ＧＤＰ总量表征经济增长，因此本文选择扣除价
格因素后的实际ＧＤＰ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其以２００６年为基年对名义ＧＤＰ经过ＧＤＰ平减指数平减
得到。

基于户籍人口的人口净流入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户籍人口的人口净流入量 ＝（年末户籍人口 －年初户籍人口）－（年初户籍人口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４）

２数据说明
为确保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东北三省３４个地级市（大兴安岭和延

边两地级市因数据缺失较多，未包括在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面板数据，是因为其不

仅可以控制不可观测效应，而且通过扩大样本容量、增加自由度，也能缓解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也更

趋于准确。相关数据来自历年《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个别地区的数据缺失以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数值滑动平均值替代，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劳动力供给（Ｌ）

总体（１３６５８６２） １６２２３４４ １１４２００ ７８３５１８６ 总体（３６４８６） ３１８５３ ８７５０ １５３６６０

组间 １５０９００２ ２１９２６１ ６０５９８９４ 组间 ３１６５０ １０９８６ １３７１３２

组内 ６４５６５９ －２１２４３６２ ４１９４２４０ 组内 ６３３４ １４６４２ ６８６２９

人口迁移（ＭＯＰ）

总体（－０５３１） ３０３４ －２５９２０ ８６１０

组间 １１８４ －２８９２ ３５７７

组内 ２８００ －２４６４８ ９３９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均值。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在对ＰＶＡＲ模型进行估计前，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结果的有效性，需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
行检验，即在回归分析之前进行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第一，针对面板序列绘制时序图，以粗略观

测时序图中各个观测值是否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为进一步单位根检验的检验模式做准备。第二，使

用ＬＬＣ，ＩＰＳ，Ｂｒｅｉｔｕ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和Ｆｉｓｈｅｒ－ＰＰ五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ＬＬＣ和Ｂｒｅｉｔｕｎｇ的原假设
为存在普通的单位根过程，并假设各面板的自回归系数相同，即有共同根，且要求面板数据为平衡面

板，ＩＰＳ，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和Ｆｉｓｈｅｒ－ＰＰ的原假设为存在有效的单位根过程，允许面板有不同的自回归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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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允许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同时通过五种单位根检验可表明所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不会造

成不必要的偏差，从表２可以发现，水平序列ＧＤＰ，ＭＯＰ和Ｌ中，ＧＤＰ和Ｌ存在单位根，其为非平稳序
列，不存在０阶单整；经过一阶差分的序列ＤＧＤＰ，ＤＭＯＰ和ＤＬ中，所有序列平稳，存在１阶单整。

表２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ＬＬＣ Ｂｒｅｉｎｔｕｎｇ ＩＰＳ ＡＤＦ ＰＰ 是否平稳

ＧＤＰ －０３２９ ３３３３ ５３２０ ２５７６３ １２７９２ 不平稳

ＭＯＰ －１３５４７ －４５６４ －８０３２ １８４６０９ ２５３７０６ 平稳

Ｌ －０８７４ １３５３ ２５９６ ４９７６２ ３７４６９ 不平稳

ＤＧＤＰ －９３６１ －６５９９ －３８０６ １１００５５ １２０２２０ 平稳

ＤＭＯＰ －２２２４３ －１２１０ －１５３９６ ２９３１７７ ４６６８８５ 平稳

ＤＬ －１１１２４ －６９６５ －４３７５ １２１４６５ １５８０４７ 平稳

　　注：表示１％统计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检验，估计方程含截距项、滞后项和时间趋势项。

然后，通过协整检验以考察水平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非平稳变量序列，其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现平稳性，则意味着这些变量序列间有协整关系存在。本文

在对面板数据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时，为尽可能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分别采

用Ｋａｏ检验、Ｐｅｒｄｒｏｎｉ检验和 Ｗｅｓｔｅｒｒｉｕｎｄ检验三种方法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见表３），Ｋａｏ检验的结
果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Ｐｅｒｄｒｏｎｉ检验和Ｗｅｓｔｅｒｒｉｕｎｄ检验的结果在１％的
显著水平上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表３　变量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Ｋａｏ检验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 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检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２０４１ ３４４９ ３９７４

　　注：、分别表示１％、５％统计水平上拒绝无协整关系，Ｋａｏ检验时同质无时间趋势项，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时异质有
时间趋势项，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检验时异质有时间趋势项。

（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在进行ＧＭＭ回归和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之前，应首先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了确定ＰＶＡＲ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选择在Ｓｔａｔａ１４中使用连玉君老师所创建的ｐｖａｒ２安装包对平稳数据进行检验，
由于原始数据非平稳，因此使用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通过综合考虑 ＡＩＣ，ＢＩＣ和 ＨＱＩＣ三种标准，
选择ＡＩＣ，ＢＩＣ和ＨＱＩＣ三种统计量为最小值的阶数，将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１，详见表４。

表４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滞后阶数 ＡＩＣ ＢＩＣ ＨＱＩＣ

１ ２５３２５ ２６５７５ ２５８２３

２ ２５６０２ ２７０６２ ２６１８６

３ ２５９５１ ２７６６１ ２６６３８

４ ２６３１１ ２８３２４ ２７１２２

５ ２６３８１ ２８７７２ ２７３４８

　　注：表示不同检验准则推荐的最佳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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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量自回归估计结果

在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１后，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５对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三个变量进行
ＧＭＭ估计，估计过程中使用差分后的平稳数据，得到的ＰＶＡ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向量自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ＧＤＰ ＭＯＰ Ｌ

ＬＧＤＰ
０２０２
（１１２０）

－０００２

（－２３６０）
０００５

（３０７０）

ＬＭＯＰ
－０２７２
（０１０４）

－０３６７

（－３３６０）
－００９１
（－１５２０）

ＬＬ
６４２４
（０９４８）

０１３４

（２８１９）
００７６
（１００７）

　　注：、分别表示５％、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变量所对应的括号内数值为ｔ值。

从表５可知，从经济增长（ＧＤＰ）方程来看，滞后１期的经济增长系数和劳动力供给系数均为正，
人口迁移系数为负，这说明前１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有助于推动当期经济增长，而前１期人
口净流入的增加则不利于当期推动经济增长，其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从人口迁移（ＭＯＰ）方程来看，
滞后１期的经济增长系数和人口迁移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劳动力供给系数
为正，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前１期经济增长和人口净流入的提高，不利于当期人口净流入量
的增加，而前１期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则有利于当期人口净流入的增加；从劳动力供给（Ｌ）方程来看，滞
后１期的经济增长系数为正，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前１期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劳动力供给增加，滞后１
期的劳动力供给系数为正、人口迁移系数为负，这说明前１期劳动力供给增加有助于当期劳动力供给增
加，但前１期人口净流入的增加则不利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其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总体来看，在滞后
１期的ＰＶＡＲ模型中，参数估计结果显著性较高且基本符合理论解释，说明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较好。

（四）模型的稳定性及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１模型的稳定性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于分析随机扰动项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期及未来的影响程度有重要

意义，为保证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有效性，本文采用ＡＲ特征多项式根的检验判断 ＰＶＡＲ模型
是否稳定，由图１显示模型特征值均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稳定，计量结果是有效的，被解释变量和解
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图１　ＰＶＡＲ系统稳定性的判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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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根据前文所确定的最优设定最佳滞后阶数１，本文用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对模型各变量的关系进行Ｇｒａｎｇ

ｅｒ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６。从表６可以看出：东北三省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劳动力供给是人口迁移的原
因。对于人口迁移（ＭＯＰ）不是经济增长（ＧＤＰ）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经济增长（ＧＤＰ）不是人口迁移
（ＭＯ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人口迁移（ＭＯＰ）不是劳动力供给（Ｌ）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等假设，检验结果接受了
原假设，可以认为人口迁移（ＭＯＰ）是影响经济增长（ＧＤＰ）和劳动力供给（Ｌ）的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
人口迁移（ＭＯＰ）的因素。

表６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原假设 ｏｂ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因果关系

Ｌ不是ＧＤ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３９２３７ ９Ｅ－１０ 拒绝

ＧＤＰ不是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５４１４ ００２０ 拒绝

ＭＯＰ不是ＧＤ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２２５６ ０１３４ 接受

ＧＤＰ不是ＭＯ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１９８６ ０１６０ 接受

ＭＯＰ不是Ｌ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０２９５ ０５８７ 接受

Ｌ不是ＭＯＰ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４４１ ３９０６ ００４ 拒绝

（五）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验证东北三省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

互动。

１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分析
（１）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图２显示，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在正负之间波动，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负向

冲击在滞后１期时开始上升并逐步转变为正向冲击，于滞后２期时达到峰值，其后响应值回落，并在
滞后３期时停止回落开始缓慢上升，滞后４期之后基本保持在略高于０值的这个水平。这说明经济
增长对人口迁移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图３显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
应函数值有一定波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在滞后２期时开始上升并逐步转变为正向冲
击，于滞后３期时开始保持稳定，并在此后期间基本保持在略高于０值的这个水平。这说明人口迁移
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滞后期比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滞后期更长。

　图２　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３　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

（２）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图４显示，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值一直为正，但也存在较大波动，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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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响应在滞后１期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以较快速度回落，在滞后２期时回落速度逐步
变慢并在滞后３期时开始保持稳定，基本保持在略高于０值的水平。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结论较为吻合。图５显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脉
冲响应函数值也一直为正，但也伴随着波动，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正向响应也是在滞后１期达到
峰值，之后下降趋势较陡峭，在滞后２期时下降趋势略微缓和，在滞后３期时下降趋势更加平缓，并一
直保持到滞后５期后开始保持稳定，从始至终，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一直为正向作用，这说
明经济增长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其与“奥肯定理”的结论一致。

　 图４　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５　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脉冲响应函数

（３）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供给的互动关系分析
图６显示，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脉冲响应函数值在正负之间波动，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

负向响应在滞后１期时开始上升并逐步转变为正向响应，其于滞后２期时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回落并
于滞后３期时又开始缓慢上升，在滞后４期时停止上升保持在略高于０的水平。这说明人口迁移对
劳动力供给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且正向驱动作用幅度较小。图７显示，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
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也在正负之间波动，刚开始呈现正向响应并逐步上升，在滞后１期时达到正向响
应的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于滞后２期时达到负向响应的峰值，然后开始上升并逐步由负向响应转变
至正向响应，当正向响应略高于０值时在滞后３期又开始缓慢下降，于滞后４期时保持稳定，徘徊在０
值附近。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作用是较短期的，长期来看，劳

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微弱。

　 图６　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７　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脉冲响应函数

２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旨在测量各变量之间的贡献程度及观测随机扰动项对各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运用方

差分解以直观地看出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三者相互影响的贡献程度，表７给出了第１
期、第３期、第５期、第１０期及第２０期等五个不同观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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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第１期，经济增长的变化仅来自自身的冲击，在第３期、第５期、第１０期和第２０期，
经济增长的变化主要来自自身的冲击，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１％还有较大差距，呈现逐步
增加的态势，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要大，接近１％，也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在第１期，人口迁移的变化来自经
济增长和自身的冲击，在第３期、第５期、第１０期和第２０期，人口迁移的变化主要来自自身的冲击，经
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贡献度大于１％小于２％，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劳动力
供给对人口迁移的贡献度大于２％小于３％，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在第１期、
第３期、第５期、第１０期和第２０期，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均主要来自自身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
的冲击越来越小，经济增长和人口迁移的贡献度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贡献度从

７５４５％上升至２００４７％，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贡献度从００３５％上升至
０５９１％，自第１０期后趋于稳定。

表７　方差分解结果 单位：％

ｓ ＧＤＰ ＭＯＰ Ｌ

ＧＤＰ

１ １ ０ ０

３ ９９１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８８３

５ ９９１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８９０

１０ ９９１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８９０

２０ ９９１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８９０

ＭＯＰ

１ ０６９４ ９９３０６ ００００

３ １６７６ ９６０２０ ２３０４

５ １６９９ ９５９５６ ２３４４

１０ １７００ ９５９５５ ２３４５

２０ １７００ ９５９５５ ２３４５

Ｌ

１ ７５４５ ００３５ ９２４２０

３ １９９６０ ０５８２ ７９４５８

５ ２００４６ ０５９１ ７９３６３

１０ ２００４７ ０５９１ ７９３６２

２０ ２００４７ ０５９１ ７９３６２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的数据重新进行估计发现，改变样本后的回归结果与本文主体部分的回

归结果较为一致，说明本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梳理与评述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和“奥肯定

理”等理论，对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人口迁移

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消费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过就业效应和预期收入效应影响人口迁移；第

二，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通过需求效应和就业效应影响劳动力供给；第

三，人口迁移主要通过影响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比重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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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三方面。

其次，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东北三省 ３４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ＰＶＡＲ），对东北三省人口迁移、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
论：第一，经济增长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正向影

响具有滞后性，贡献度介于１％～２％之间；第二，经济增长是劳动力供给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对劳
动力供给的影响显著为正，并在滞后 １期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供给的贡献度最高达到
２００４７％；第三，劳动力供给是人口迁移的格兰杰原因，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短期显著为
正，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微弱，劳动力供给对人口迁移的贡献度约为２３％；第
四，人口迁移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其作用

在统计上不显著，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分析，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但滞

后期比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滞后期更长，其贡献度较小，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贡献

度约为０９％，人口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正向驱动作用具有滞后性且幅度较小，贡献度约为０６％。
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以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为推手，减少人口流失，形成对人口的

强大吸引力；第二，积极推动东北三省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所有制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

升级，以改革和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利用东北地区的交通及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推进“一带

一路”倡议，优化对外合作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第四，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

展活力，扩大就业范围，优化营商环境和就业环境，培育东北地区新动能；第五，以人为本，促进人力资

本积累，提升人才发展空间，制定切实有效的人才吸引政策和鼓励措施，以人才促进创新、促进技术进

步，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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