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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下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

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

李 雪

［摘 要］ 为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大量研究发现，全球竞

争的压力导致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从而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平等程度。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我国却出现了社会保障支出稳步上升的现象。本文以长三角和珠三

角 25 个城市 2000—2014 年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福利国家理

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描述并比较了两个地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水平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有负效应，

两地的财政能力、劳动争议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促进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动力。两

地的区别在于，长三角地方政府更能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珠三角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则显著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抑制作用，随着劳动争议数量增加，这一抑制作用逐渐消失。本研

究是较早采用经验数据系统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模式的一次尝试，为理解市场转型中制度

变迁机制提供了全球化视角。本研究还探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参与全球经济方式上的异同，

为理解这两地的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社会保障支出；劳动争议



一、引言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的。作为发展中

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代表，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和第一大吸引外资

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一方面给我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本和机会，另外也使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原有计划经济下单位制

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往由工作单位全部承担的职工医疗、养老等保障功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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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政府、单位、个人按一定比例分担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其中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主要

承担无稳定工作的居民保险、社会补助和社会救助 。有稳定工作的职工社会保障则由雇主

和个人按一定比例承担。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中，地方政府承担了总支出的 90% 以上。大

量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因为这些国家为了

争取更多外资和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尽可能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缩小了财

政收入规模以及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然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发展完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稳步上升。那么，我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不断

扩大的动力何在？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的

地方。仅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 25 个城市，就贡献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总额的一半以上。由图 1 可见，2000—2014 年这 15 年间，长三角和珠

三角的对外贸易额分别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5%—50% 和 25%—35%，这两地吸收的外国直

接投资则占据全国的 25%—35% 和 15%—25%。

图 1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全球化水平（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和珠三角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同时，其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不断上升。图 2 分别

描述了两地平均每个城市和平均每人的社会保障支出数额 。可以发现，2000 年以来，两个地

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均实现稳步增长，其中从 2006 年开始则实现跨越式发展，从 2005 年每城市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中，有时也涉及对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

  Robert Kaufman, Alex Segura-Ubiergo,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3-97," World Politics, 2001, 53(4).

 这里以户籍人口作为分母，因为社保的政府开支部分主要是针对户籍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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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4 亿元，分别迅速上升到 2014 年的 83 亿元和 48 亿元。城市层面的社会保障支出中，长

三角要显著高于珠三角，但个人层面则相反。这是由于长三角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较高导

致的。

图 2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社会保障支出（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珠三角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那么，为什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和理论预计相反、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实

相悖的情况——社会保障支出在面临全球化压力时不降反升？有观点认为，地方社会保障支

出的上升完全是中央推进的结果。固然，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各地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央政府

要求的结果，那为什么中央能推进地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却无法推进其他公共服务性支出，

如教育支出  ？“教育经费占 GDP 的 4%”这一目标不但被写进《教育法》和《中国教育发展

纲要》， 科教兴国还被立为“基本国策”，可到 2016 年我国各级政府教育支出合计也仅占

GDP 的 3.7%。也有观点认为，地方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是个别地方官员偏好的结果。然而这

无法解释为何各地官员都一致地偏好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从 2006 年开

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学术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我国社会保障

支出与经济全球化的相关关系 ，但目前尚缺乏系统考察社会保障支出与全球性和地方性经

济、社会因素关联的经验研究。

探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它与经济全球化及国内经济、社会因素的关系，

  在政府各项公共服务性支出中（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的支出），从 2000 年到 2016 年，仅有社会保障支
出在 GDP 占比和人均数额方面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关信平：《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社会福利》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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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首先，它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重要的是，政

府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它是

国家将税收进行再分配，用以保障国民在市场能力受损（如退休、失业、生病、伤残、生育、

遭遇灾害）时的基本生活，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和实现社会公平。系统评估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的动力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及其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而

且可以借此探讨全球化下国家自主性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这一理论问题 。

本研究以 2000—2014 年我国长三角 16 个城市以及珠三角 9 个城市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为

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福利国家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描

述并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尽管经

济全球化进程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有负效应，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劳动争议

数量构成促进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动力。繁荣的经济和充盈的政府财政使政府有能力增加

社保支出。劳动争议作为信访的最大来源之一 ，在 2005 年后实行“信访一票否决制”的官员

考核背景下，推进地方政府发展与劳动权益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社会保障开支（见

图 3）。长三角和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见图 4A 与图 4B）。在长三角，

地方性因素——劳动争议数量、地方财政能力和经济实力——显著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经济

全球化的效应则并不一致。在珠三角，地方性因素和全球因素的交互作用，连同地方经济实力，

共同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对两地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方式不同。

长三角的地方政府更能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压力，而珠三角的社会保障支出则显著受到全球化的

抑制作用。这部分可由两地卷入全球化的不同模式来解释。珠三角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

其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占 GDP 百分比）一直远高于长三角，吸引外资水平直到 2003 年后才

微弱低于长三角。换言之，珠三角参与全球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要高于长三角。

图 3 长三角和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决定因素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社会保障的最新动态与未来展望》，《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2 期。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 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1997, 50(1).

  孔令明：《集体性劳动争议实证研究——基于某省 D 市近十年 3110 宗争议原始资料》，《社会科学论坛》
2016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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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长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图 4B 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本研究的贡献有三：第一，本文采用经验数据，系统探讨了影响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

国际和国内因素，为政治社会学中福利国家研究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视角；第二，本文探讨

了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外向型区域经济体的异同，并发现珠三角地区全球因素的作用取

决于地方因素的水平，为理解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差异提供了新的全球化的解释路径；

第三，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在面临全球化压力时社保支出仍不断增加的现实，为“全球化

下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论争提供了新的例证：尽管国家面临更多来自国际的压力，但它亦

有能力做更多。

二、全球因素、地方因素与社会保障支出

（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支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和投资这两项最常见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境进行。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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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个人和组织之间发生经济活动的频率和规模都越来越大 。对外贸

易和对外投资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类型。对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即货物、

产品的跨国界流通。对外投资则意味着资本的跨国界流通，包括外国对本国的投资，即外商直

接投资（FDI）以及本国对外投资。高额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意味着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高

度依赖。

1. 对外贸易与社会保障支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和资源配置，从而能充分利用各国比较优势，生

产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产品。但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也意味着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国

境之外的难以预料且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从而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更多的

失业、下岗事件和更大规模的困难群体。同时，对外贸易使得市场竞争扩展到全球层面，全球

竞争迫使企业以更大的力度控制生产成本，以便以较低的价格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

对外贸易的这两个特征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学者将其分别称为“补贴效应

（compensation effect）”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根据补贴效应，面对经济全球

化带来的高风险和市场剧烈波动，政府会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补偿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和缺

乏市场能力的人，如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和各种最低生活救济（如最低生活保障金），

以便换取这些人继续支持国家开放市场的政策 。研究显示，那些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欧洲发

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往往很高。那些西北欧的小国，如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等，其社会保

障支出占 GDP 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 。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因而对国际市场依赖

很深，面对国际市场的不景气、不确定、高风险时首当其冲，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情形日益

常见。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和困难人群通过民主政治途径要求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也是其

外向型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不仅缓解了全球化的负面效果，从

长远看，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还有利于培养和维持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

有助于推进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研究者对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发现社会保障支出随全球化程

度加深而递减的效应，即竞争效应 。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多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劳动力

密集型的加工生产为特征，这类生产形态利润微薄，因而对成本非常敏感。为了在国际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厂商拼命压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责任，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也往往满足

企业诉求，尽可能降低企业税负。由于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税收规模有限的情

况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受到消极影响。可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

  Stephan Haggard, Robert Kaufman,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Welfare States: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and East-
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5-128.

  Alexander Hicks, 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 A Century of Income Security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23.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 15-17.

  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12-122.

  Robert Kaufman, Alex Segura-Ubiergo,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3-97," World Politics, 2001,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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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国内的制度设置不同，对外贸易对其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也就不同。

2. FDI 与社会保障支出

FDI 即外商直接投资，它是外国资本为获得某个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的投资，目的在于在

该企业管理中具有有效的发言权。世界体系理论认为，FDI 会加剧边缘国家（the periphery）对

核心国家（the core）的依赖，从而边缘国家制定的政策只可能对核心国家有利，而对本国的劳

动者不利。在这个意义上，FDI 同样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FDI 的大量流入会不

断蚕食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加强外国资本对国内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和本国资本相比，

外国资本并不愿意为公共财政做贡献，也不太可能将所获利润回馈给该国或进行再投资。外国

资本还有可能破坏本国较为脆弱的工业体系 。外国资本进入本国经济的规模越大，越可能影

响本国的政策制定过程，越可能促使本国政府制定对外资友好（foreign capital friendly）的政策，

如低税收、低关税政策 。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同样认为 FDI 会降低社会保障支出，但他们认为这一结果会惠及各方。

各国为争夺外资而竞争会促使外资流向生产成本（包括税收）最低、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从

而使资本的使用更有效率。这一过程尽管可能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和福利支出减少，但它提高了

市场效率，会使资本和劳工同时受益，因而是个“双赢”的过程。

也有学者认为 FDI 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外投资只有当其在流入国的收益大于在流

出国收益时才会发生 。这对流入国的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法治、高质量的劳

动力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政府公共投入 。因而，FDI 会促进流入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包括

社会保障上增加投资。

3. 小结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观点不一，这也意味着经济全球

化的效应取决于具体国家的制度环境。针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多显示，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

障支出的水平并无显著一致的影响 ；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表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

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下降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国家治理水平较低，

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更容易受到跨国资本和企业的左右。它们多涉足于劳动密集型、

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这对当地的劳动力质量、营商环境等的要求也较低。各种因素导致发展中

国家在面临全球化挑战时，其政府公共性开支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出现缩减现象。

 Glenn Firebaugh, "Growth Eff ec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

  William Dixon, Terry Boswell, "Dependency, Disarticulation, and Denominator Eff ects: Another Look at Foreign Capi-
tal Pene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2(2).

  Alwyn Lim, Kiyoteru Tsutsui, "Globalization and Commit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oss-National Anal-
yses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Economy Eff 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77(1).

 Evelyne Huber, et al.,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8, 70(2).

  David Brady, et 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  uent Democracies, 1975-2001," American So-
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6).

  Nita Rudra, "Openness, Welfare Spending, and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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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阶级政治与社会保障支出

与全球化理论相对，强调国内政治因素的学者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左翼政党和工会是推

动社会保障支出的两大动力。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认为，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

是决定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 。国家能力包括国家的行政能力（administrating capacities）、

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以及国家继承的统治遗产（policy legacy）和已有政策的后果（policy 

feedback）等 。国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组织样式（organizational forms）有关。权力相

对集中（state centralization）的政体样式——如议会制，相比权力分散的政体样式——如美国

式的参众两院制加多次否决权（veto points）的制度设置，由于其动员社会财富的能力更强、决

策效率更高，因而更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因此，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治下独裁的普鲁

士德国，而不是权力分散、政府规模小的民主制美国，最早建立了现代意义上针对劳工权益的

社会保险制度。政策后果和政治遗产同样能塑造国家结构和其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不少

学者在解释美国福利水平较之西欧发达国家显著较低的现象时指出，1935 年美国社会保障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塑造了美国福利国家的格局。由于当时没有将医疗保险法案包括

在内，导致国家机构围绕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进行组织和发展，这给医疗商业保险利益集团以

可乘之机，它们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抑制了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可能 。

关注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学者则多认可权力资源理论（Power Resources Theory），

他们认为左翼力量是推动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力量。左翼力量包括左翼政党（如工党）和工会

等群体。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与市场资源相对，资本家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如资本、

财富等；但民主政治下“一人一票” 的设置使绝对力量占多数的工人和底层群体拥有更多的权

力资源。通过民主政治，工人阶级支持的左翼政党上台，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更倾

向于通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法案，从而以再分配的方式修正市场分配 。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整体，工人的诉求不仅直接推动和其自身直接相关的社会

保险建设，也推动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针对无业者、退休者、学生、幼儿等的社会

保障。当“为公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险和保障以应对市场风险”成为社会共识，并最初以员工社

会保险的形式固定下来后，社会保障制度会逐步扩展到整个公民群体（从员工本人、员工家人

扩展到公民整体），而不再以是否有固定工作作为获取的门槛，因为人人生而平等并拥有同样

的公民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共识和基本原则。

近来，这两种观点则出现整合的倾向，即学者们开始关注阶级政治在何种制度环境下能促

  Margaret Weir, Theda Skocpol,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 Craig Jenkins, et al., "Class Forc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Intervention: Sub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1-199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111(4).

  Evelyne Huber, et al.,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
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

  Edwin Amenta, Bruce Carruthers, "The Formative Years of U.S. Social Spending Policies: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American Stat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53(5).

 Walter Korpi,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p.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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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保障支出。左翼力量起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制度设置。有些学者强调

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如“阶级中心的国家中介理论”（class-centered and state-mediated 

approach）；有些则更为强调国家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如政体中心理论（polity-

centered approach）；还有的则认为国家制度结构与阶级政治同等重要，如制度政治理论

（institutional politics theory）。

总之，强调政治因素的学者认为，国家与左翼力量的互动——更具体的说，国家如何响应

来自工人群体的诉求——是理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角度。这一视角亦可解释为何独裁国

家普鲁士德国最初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险制度。尽管独裁国家缺乏制度性的利益诉求渠道

（如民主政治下的选举），但当时紧张的劳资关系、层出不穷的工人罢工给政权合法性带来严

重威胁。由于不能通过政府下台疏解工人不满和反抗，国家转而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维系合

法性。换言之，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一样具有响应社会诉求的能力，只是响应方式有所不同。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

工业社会理论（Industrial Society Theory）认为，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转型的后果。在农业社会，个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后，是由当地社区——家庭、

村庄、教会——等提供各类福利救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变成工业生产

的劳动力，他们与原有的社区失去联系，市场带来的风险此时只能由现代国家承担。同时，市

场经济也需要一支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这也刺激国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

的支出 。

根据工业社会理论，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很多，工业生产

带来大量剩余。这导致工业社会的国家有财力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换言之，经济

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

三、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服务于经济发展模式，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积极融入全球市

场时，原本的国家-单位保障制随着单位制的瓦解逐步发展为国家-社会保障制 。社会保障制

  Alexander Hicks, Joya Misra,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the Growth of Welfare in Affl  uent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60-
198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

  Evelyne Huber, et al.,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
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7-28.

  Edwin Amenta, Bold Relie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al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9.

 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66-68.

  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发展》，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9 年，第 17-25 页；
童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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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滞后于经济制度的变革。尽管 1978 年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

成分的存在，但直至 1986 年七五计划国家才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并将“社会保障社

会化”作为国家-单位制的对立制度正式载入国家发展规划。这是我国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点。

同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明确规定了合同制工人退休后养老保险实行企业与个人分担交纳保费的社会统筹，以及企业破

产和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

明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柱之一，提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

1998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建立则意味着社会保障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国家随之出台了

一系列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法规，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走向社会化和去单位化。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大特点是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支出责任。2002 年到 2014 年，

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从 58 亿元上升到 700 亿元，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则从 1331 亿元升

至 15269 亿元。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从 2002 年占总体的 95.8% 下降到 2004 年的 90.2%，随

后便一直稳步上升到 2014 年的 95.6%。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上，如表 1 所示，二者的功能高度重合，均集中于

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社会救助三方面。主要区别在于，地方政府承担了城乡居民保险和最低

生活保障的大部分支出责任，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如此 。

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同、面对的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具有鲜明的区

域特色。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不但社会保障水平高，而且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参与，出

现养老保险金大量结余的现象；相反，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退休人口多，导致待遇低、负担重，

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财务危机 。

表 1 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内容 

中央社会保障支出 地方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险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社会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社会补助

企业改革补助 企业改革补助

就业补助 就业补助

抚恤 抚恤

 例如上海的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就全部由市政府承担。上海市也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首创者。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8-99 页；郭林：《中国社会保障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表中加黑的内容为支出较大的几类。以中央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为例，2015 年用于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
的 56%，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为总支出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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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保障支出 地方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补助
退役安置 退役安置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残疾人事业 残疾人事业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红十字事业 红十字事业

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

特困人员供养 特困人员供养

补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补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其他生活救助 其他生活救助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财政年鉴（2016）》，中国财政杂志社，2017年，第259-269  页。

鉴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城市社会保障支出上。表 2 给出了这两个地区 2014 年的基本经济指标。可见，长三角较珠三

角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户籍人口占比更高。传统上长三角包括 16 个城市，即江苏省的南京、

泰州、南通、苏州、扬州、无锡、常州、镇江 8 市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

舟山、台州 7 市以及上海市；珠三角则包括广东省的 9 个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中山、

惠州、东莞、珠海、江门、肇庆。长三角的常住人口比珠三角高 46%，户籍人口则是其 2.7 倍。

两地均是我国经济繁荣富庶之地。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47202.8 元，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

是这一全国水平的 2.1 倍和 1.9 倍。

表 2 2014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基本状况

地区 城市数量 人口（万人） 户籍人口（万人） 户籍人口占比 人均 GDP（元）

长三角 16 10435 8652 82.90% 99364

珠三角 9 6841.27 3207.94 46.90% 91176.89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珠三角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二）经济全球化与两地社会保障支出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也是受全球市场影响最深的地区。1980      

年至 1990 年，我国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 个经济特区，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旨在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的重

要工具，出口导向型战略得以确立 。  

 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 镜像 ” 与 “ 原像 ” 的背离》，《经济学家》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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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和珠三角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有所不同。图 5、图 6 分别比较了这两地参与经济全

球化的方式。总体规模上，珠三角略高。其对外贸易占 GDP 的百分比超过长三角 30% 以上，

FDI 占 GDP 之比也只是在 2003 年后才微弱低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更高，而长

三角则在大部分时间内更依赖外商直接投资。

在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的情况是劳动力充裕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中国的比较优

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的对外贸易

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即均集中于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装配行业。研究发现，对外

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相互替代性 。无论外商是以订单的方式（对外贸易），还是以投资

的方式（外商直接投资），其对象都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即使

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相当一大部分也是针对零件的加工装配组装行业，

而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机电产品 。

图 5 对外贸易占地区 GDP 百分比（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珠三角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图 6 FDI 占地区 GDP 百分比（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长三角、珠三角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张军、郭为：《外商为什么不以订单而以 FDI 的方式进入中国》，《财贸经济》2004 年第 1 期。

 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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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其在全球经济中以低劳动成本、低技术含量位于产业链的低

端，因而对劳动成本非常敏感。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以制造业的加工贸易为主。尽管我国的

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在国际市场上也要面临其他低劳动成本国家如墨西哥、菲律宾、柬埔寨的

竞争，因而会尽可能地降低劳动成本包括税收负担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根据“竞争效应”，

对外贸易会对政府的税收规模产生抑制作用。当政府的税收收入有限，又面临是将财力投入于

经济发展（如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的权衡时，地方

政府往往倾向于前者。在这个意义上，对外贸易会降低社会保障支出。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可能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外贸易的繁荣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

和政府税源增加。即使外贸企业税率有所降低，由于外贸企业的增加和产量的上升也会导致

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另外，人民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

幸福是人民政府的宗旨。以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为例，尽管面临全球竞争的压力，上海市

还是早在 2003 年起就建立了“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即镇保制度），针对被征地农民以

及未征地但土地被乡镇企业占用的农民，由政府、征地企业出资提供社会保障。2006 年起，

上海市还将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由政府出资为其提供养老和医疗服务 。这里则体现了

对外贸易的“补贴效应”，即政府增加支出保障那些因市场风险和制度变迁而难以维持体面

生活的人群。

因而，对外贸易对社会保障支出有如下作用。

假设 1：对外贸易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有显著效应。

假设 1a：对外贸易能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假设 1b：对外贸易能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FDI 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抑制社会保障支出。FDI 即外商直接投资，它是外国资本为获得某

个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的投资，目的在于在该企业管理中具有有效的发言权。国际上一般将外

国投资者的股份超过 10% 作为界定 FDI 的标准。在中国，FDI 的标准更高，即当外国资产股份

占到 25% 以上时，外国资产资本的流入才被计入 FDI。这一标准使我们更能考察到 FDI 的本质，

即外国资本对本国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FDI 流入我国目的在于通过管理控制合资企业，占

领中国市场获取更大利润。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减少上交的税收，并且也不像本土企业那样愿意

为当地公共事业和民生事业付出。同时，由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处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低端，

对技术工人和高技术员工的要求不高，难以刺激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而进行社会保障

方面的投入，如对失业工人提供技术培训等。这些都导致 FDI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效应。

然而 FDI 也可能成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力量，进而促进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FDI

不仅意味着来自外国的资产和资本，它意味着我国与资本流出国因为这一资本流动建立了一种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口述上海——社会保障改革》，上海教
育出版社，2016 年，第 116-127 页。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 年，第 15-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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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包括制度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 。外资流入的过程因而是个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过程，它首先表明外资在我国获得合法性，同时也说明随外资流入的先进技

术和相对规范的管理模式，包括签订劳动合同、提供社会保险、保障员工福利等都获得了合法性。

这被称为 FDI 的“溢出效应”。FDI 的不断扩大促成了我国几部劳动法律的颁布，包括《外

国直接投资劳动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法》。这些法律的出台既是出于吸引外资的

需要，也吸收了外资企业的一贯做法和习惯。法律规定了职工各项劳动权益包括参与社会保险、

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 。员工社会保险的稳步发展推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促进政府社

会保障支出的增加。针对长三角的一项研究表明，以外资为主的某市社会保障支出显著高于以

内资为主的某市 。

因而，FDI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

假设 2：FDI 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有显著效应。

假设 2a：FDI 能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假设 2b：FDI 能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三）地方政府、劳动争议与社会保障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的财政支配权和自由裁量权，并且承担了绝大多数公

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因而，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不是单纯由中

央政府决定的，而是受到全球因素以及地方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构成本研究的

出发点。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决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动力之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

地方财政收入连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使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为可能。以长三角的苏州和珠

三角的东莞为例，2012 年和 2000 年相比，两地的 GDP 分别增加了 7.79 倍和 6.14 倍，财政收

入则增加 16.19 和 25.54 倍 。财政收入增速显著高于 GDP 增速，为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供充

分的经济支持。但经济发展也意味着政府在培育市场、促进民生方面的职责越来越重。如果财

政支出的需要大于财政收入，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也不会迅速扩大。因而，财政盈余能力与社

会保障支出是正相关。假设 3 如下。

假设 3：财政盈余越高，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越高。

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还受到中央对其考核标准的影响。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使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集中于 GDP 等经济指标上。在这一制度环境下，

地方官员将财政收入集中投向经济发展方面，如培育市场、基本建设、产业升级等。他们开展

  Nina Bandelj, "The Global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The Cas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Socio-
logical Review, 2009, 74(1).

  李金昌、曾慧：《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 FDI 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统计研究》2009 年
第 3 期。

  Mary Gallagher,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2002, 54(3).

  叶静、耿曙：《全球竞争下的 “ 竞趋谷底 ” ？发展路径、政商关系与地方社保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
文稿）》 2013 年第 1 期。

 据各市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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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的“GDP 锦标赛”，通过做出最好的经济政绩实现个人的职业晋升 。相形之下，地方政

府在民生方面投入不足，社会保障支出偏低。

2006 年以来，随着维稳成为一票否决的高压线， 信访一票否决制成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

准 。劳动争议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处理劳资纠纷、维护职工权益的机制，同时也是信访案件的

重要来源。地方官员为“消灭”信访，尤其注重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大规模地提高社会

保障支出。2005 年 10 月，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并将促进社会公平、完善

社会管理作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要求之一。在此基础上，2005 年重新修订了《信访条例》，

并对各地进行信访工作排名，实行信访一票否决制。

在历史上，劳动争议是作为信访制度的补充机制存在的。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

动争议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一律诉诸劳动信访处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企业改制、工

人下岗、失业激增，信访制度已经无法容纳工人的各种诉求，中央遂重启劳动争议。劳动争议

主要涉及员工合同、社会保险、员工工资等各项劳动权益，采取“一调一裁二审”模式，发生

争议时先由企业调委会调解，失败了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仲裁不服的再向法院起诉 。在这相

对较长的时间里，提起劳动争议的职工往往同时采用多种行动模式。据针对某市 3110 宗集体

劳动争议的分析，其中 1192 宗劳动争议都采取了信访，占总数的 38.33%，居五大行动模式——

信访、罢工、举报投诉、堵路、堵厂——之首 。

劳动争议案件是信访案件的重要来源，也是一地信访风险的重要指标。对地方政府而言，

劳动争议案件越多，发生信访案件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在“信访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

方政府就越可能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来减少劳动争议案件、降低本

地发生信访案件的数量和可能性。例如，上海的镇保制度通过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了此类信访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劳动争议案件本身针对的是职工的劳动

权益和社会保障，但政府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不但会促进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会相应带

动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地方政府对劳动争议的响应取决于中央考核这一制度环境。这也解释了为何 2006 年起随

着“信访一票否决制”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各城市也都出现了显著的社

会保障支出增加的现象，而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支出——教育、医疗等，由于其较难纳入简单

的指标体系，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因而，假设 4 如下。

假设 4：劳动争议越多，地方社会保障支出越高。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

根据前述“工业社会理论”，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往承担社会保障功能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5-62 页。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 年第 6 期。

 庄文嘉：《“ 调解优先 ” 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

  孔令明：《集体性劳动争议实证研究——基于某省 D 市近十年 3110 宗争议原始资料》，《社会科学论坛》
2016 年第 10 期。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口述上海——社会保障改革》，上
海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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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家庭、亲族、共同体逐渐解体，这些功能转而由现代国家承担。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发

展水平决定了国家能提供的社会福利的内容、覆盖面和规模。

假设 5：人均 GDP 越高，地方社会保障支出越高。

假设 6：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地方社会保障支出越高。

四、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分别选取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和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共计 15

年的数据进行历时性分析。这种数据是时间序列的截面数据（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又称面板数据（Panel Data），研究单位是市-年。例如南京市在 2014 年的数据构成了

一条记录（observation）。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

将研究起点设置在 2000 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截至 2000 年，我国初步建立起市场经

济下的社会保障制度。1998 年以前，社会保障由多个部门分管，管理体制混乱无序。如社会保

险即由劳动部、人事部、民政部以及铁道、交通、银行等 10 多个部门分别管理；社会救助虽

然由民政部负责，但城镇职工却被排除在外；在医疗保障方面，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一直被分

割管理。1998 年 3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权责分明的统一社会保障体制的确立。民

政部负责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则专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具体到各项社会保

险，1997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 年 1 月国务院颁

布了《失业保险条例》，1999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0 年以来，

我国进一步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发展了农村社会保险，并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第二，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加全球竞争。经济全

球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较之以前更为显著，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也更为深远。第三，数据的

限制。2000 年以前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政出多门，数据统计口径不一且分散在各处，难以进行跨

地区跨时间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广义线性回归（GLS）中针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进行

分析 。首先，面板数据的特点是数据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如南京市 2012 年的人均 GDP 与

2013 年的数额必然高度相关。这违背了 OLS 回归中关于样本独立的假设，从而不能使用一

般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其次，面板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保证该数据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对于存在单位根（unit root）的非平稳序列需要用差分（difference）等方法进行处理，否则会

产生伪相关。本文对存在单位根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后再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在采用随机

效应（random effect）还是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上，本文选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这一

  对本研究来说，统计分析的内生性主要源于遗漏变量偏误，即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因素可能是未被控制的城市
其他特征或高于城市的某些宏观因素（如金融危机等）。解决方式如下：第一，本研究采用追踪面板数据，从
而控制了城市层面差异；第二，通过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排除了宏观因素可能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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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基于 Hausman 检验不显著的判断，另一方面本研究使用的数据特征使随机效应模型比固

定效应模型更具有统计优势 。本文数据共涉及 25 个城市（N=25）的连续 15 年（T=15），

即每个城市只具有 14 个自由度。由于面板数据自变量的滞后效应 ，对自变量滞后一年处理

后会减少一个自由度，而固定效应估计时又会使用一个自由度，这样带来大量信息丢失会使

标准差增加，从而导致估计有偏。另外，固定效应模型难以处理自变量对时间不敏感的情况，

而本数据中若干个城市的城市化、老龄化水平在 2000—2014 年都变动极小。综上，本文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对自变量做滞后一年的处理。这也符合福利社会学研究的常规。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Yi,t=β0+βi+Xβ+εi,t                                                                                            （1）

其中β0 是整个模型的截距，βi 是每个单位（城市）截距，它服从正态分布。Xβ是自变量

矩阵，εi,t 是残差。

因变量。本研究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因变量，其中户籍居民数量作为分母。因为政府

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针对户籍居民的。具体操作中对这一数值取对数，以避免估计中产生的偏

误。由于各城市规模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难以反映该地对每位居民的保障水平。而社会保

障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或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仅能反映社会保障与经济规模和财政规模的关

系，难以体现它对个人的保障程度。所以，本文采用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合理的。

自变量。自变量首先包括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变量：（1）对外贸易总额占 GDP 百分比；（2）

外商直接投资（FDI）占 GDP 百分比。这两个变量也是最常用的测量经济全球化对本国影响程

度的变量。

第二组自变量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其对社会诉求的响应。分别采用（3）该地某年度

的财政盈余（取对数）和（4）每百名工人中劳动争议的数量来衡量。财政盈余等于财政收入

减去财政支出，正值说明出现财政盈余，负值则意味着财政赤字。

第三组自变量是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采用（5）人均 GDP（取对数）和（6）GDP 增

长率来衡量。

控制变量。在对社会福利支出水平的解释中，本文控制了（1）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政府

对社保基金的注资、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的水平等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项目都与社会平均

工资的水平有关，因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决定了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接下来是描

述本地人口状况的两个变量：（2）老年人口比例；（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基本假定是，

老龄化会拉动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养老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城市化中带来更多城市贫民和失业

人口，也要求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以下是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Hugh Ward, et al., "State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Gap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
cal Studies, 2012, 45(9).

 即某年的人均 GDP 只能对次年及之后年份的社会保障支出产生影响，难以对当年的社会保障支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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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社保支出（对数值） 358 5.37 1.49 2.12 8.15

对外贸易（GDP 占比） 375 96.37 86.92 2.72 544.19

FDI（GDP 占比） 374 5.73 4.29 0.33 47.63

人均 GDP（对数值） 375 10.64 0.67 8.91 11.92

GDP 增速 375 15.1 9.96 -36.34 98.69

财政盈余（对数值） 375 -16.87 13.25 -24.93 23.25

社会平均工资（对数值） 375 10.27 0.54 8.96 11.52

老龄化 375 12.65 2.8 6.05 21.88

城市化 375 65.43 16.14 32.52 100

劳动争议（每百人） 375 0.59 0.29 0.17 1.71

五、分析与讨论

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体现了全球化的“竞争

效应”。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能力、劳动争议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构成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

主要动力。财政盈余越高，政府越可能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劳动争议数量作为潜在信访风险的

指标，推动政府扩大社会保障开支以免被“信访一票否决”。人均 GDP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的指标，显著促进了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总之，如果说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为政府扩大社会

保障支出提供“可能性”，那么劳动争议水平在“信访一票否决制”的制度框架下，则提供扩

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可以发现，长三角的地方政府更能抵御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

抑制作用。相比之下，珠三角则体现了鲜明的“竞争效应”。政府的支出动力来自劳动争议的

压力，并且这种压力缓和、扭转了“竞争效应”。长三角社会保障的动力是财政能力、劳动争

议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并不一致：FDI 体现为负效应，但对外贸易在一定情形

下则体现正效应。在珠三角，经济全球化具有显著的一致的负效应。有意思的是，这一负效应

的规模取决于劳动争议的数量。当劳动争议超过每百人一件，负效应消失，并进而转变为正效应。

假设 1、2、3、4、5 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

（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社会保障支出决定因素

表 4 报告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模型 1 放入所有自变量，包括

全球化、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与劳动争议以及经济发展指标。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 3

个控制变量，分别是社会平均工资、老龄化和城市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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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三角和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模型 1 模型 2

对外贸易
-0.00254*** -0.000999*

(0.000575) (0.000532)

FDI
-0.0231*** -0.00581

(0.00813) (0.00748)

劳动争议
0.636*** 0.664***

(0.113) (0.101)

人均 GDP
1.981*** 0.631***

(0.0571) (0.154)

GDP 增速
-0.00145 -0.0000807

(0.00263) (0.00240)

财政盈余
0.00755*** 0.00640***

(0.00270) (0.00238)

社会平均工资
1.522***

(0.178)

老龄化
-0.0493***

(0.0135)

城市化
0.0104***

(0.00374)

常数项
-15.33*** -16.97***

(0.610) (0.704)

R-Square 0.77 0.87

N 338 338

注：1. 括号内为标准误；2.*p < 0.1，**p < 0.05，***p < 0.01（双侧检验）。

对外贸易体现了竞争效应，抑制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根据模型 2，对外贸易占 GDP

百分比每上升一个单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下降 0.1%（=1-e-0.000999）。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保

障支出的促进因素主要是劳动争议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每百人劳动争议数量每上升一个单位，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上升 94%（=e0.664-1）。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中，人均 GDP 显著，即人

均 GDP 的对数值每上升一个单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上升 87%（=e0.631-1）。GDP 增速则不

显著。财政盈余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它的对数值每上升一个单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6.4%（=e0.0064-1）。

  每百人劳动争议数量取值范围为 [0.17，1.71]，即劳动争议最多只能上升 1.54 个单位。换言之，每百人劳动争
议数量上升 1 个单位是很大的范围，因此这里的 94%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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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中，城市化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社会平均工资也与人均社保支出体现正向显

著关系。另外，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有消极影响，这符合威权主义的逻辑，即在威权体制下，

福利支出对选民的特征并不敏感，这也与学者对拉美国家的研究相一致 。

表 4 说明，尽管经济全球化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有抑制作用，地方财政能力、经济发展水

平和作为信访风险信号的劳动争议数量都推动政府扩大社会保障开支。那么长三角和珠三角有

没有以及有什么区别？表 5、表 6 分别考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二）长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表 5 模型 3 放入所有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 4 至模型 6 则分别添加了劳动争议与 FDI、

劳动争议与对外贸易以及所有交互效应。模型显示，经济全球化在长三角地区不具备显著一致的

作用模式。对外贸易和 FDI 的作用方式相反，并且在多个模型中不具有一致的作用方向。对外贸

易尽管在模型 3—4 体现正效应，但在模型 5—6 则失去显著性；FDI 在模型 3 和模型 5 体现负效应，

但同样在模型 4 和模型 6 不具备显著性。在国内因素中，劳动争议数量和人均 GDP、GDP 增速

均系促进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力量。财政盈余在模型 3 和模型 5 显著。在控制变量中，社会平均

工资是正向关系，老龄化作用并不显著，城市化则仅在模型 4 和模型 6 体现显著的正效应。

表 5 长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对外贸易
0.00251** 0.00236** 0.00297 0.00294

(0.00106) (0.000936) (0.00187) (0.00196)

FDI
-0.0471*** -0.0172 -0.0476*** -0.0290

(0.0123) (0.0304) (0.0125) (0.0319)

劳动争议
0.430*** 1.022*** 0.467** 0.928***

(0.128) (0.348) (0.209) (0.359)

劳动争议*FDI
-0.0610 -0.0395

(0.0595) (0.0613)

劳动争议*对外贸易
-0.000589 -0.000846

(0.00208) (0.00232)

人均 GDP
1.311*** 0.850*** 1.326*** 0.890***

(0.203) (0.177) (0.208) (0.187)

GDP 增速
0.00929* 0.0100* 0.00905* 0.00944

(0.00518) (0.00578) (0.00522) (0.00585)

财政盈余
0.00737*** 0.00228 0.00763*** 0.00307

(0.00216) (0.00213) (0.00217) (0.00215)

  Nita Rudra, Stephan Haggard,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Eff ective Welfare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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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会平均工资
0.771*** 1.185*** 0.753*** 1.138***

(0.227) (0.207) (0.229) (0.212)

老龄化
0.00881 0.000362 0.00919 0.000731

(0.0177) (0.0196) (0.0177) (0.0193)

城市化
0.00802 0.0137*** 0.00776 0.0143***

(0.00636) (0.00485) (0.00656) (0.00527)

常数项
-17.23*** -17.18*** -17.20*** -17.10***

(0.711) (0.777) (0.724) (0.783)

R-Square 0.89 0.91 0.89 0.91

N 213 213 213 213

注：1. 括号内是标准误；2.*p < 0.1，**p < 0.05，***p < 0.01（双侧检验）。

总之，构成长三角社会保障支出动力的主要为国内因素，特别是劳动争议数量和经济发展

水平。全球化的作用则不够一致和稳定。也可以说，长三角地方政府较能抵御全球竞争以及外

资的各种压力。这部分上可由该地区较强的政府管理能力和关注民生的传统解释 。研究发现，

长三角地区针对劳工权益（如劳动合同签订等）开展过多项整治行动 ，切实保障了社会保障

制度的推行。另外，部分城市如上海，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上海于

1993 年在全国首创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低保”），并向全国推广；上海还

早在 1996 年就颁布了《上海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属于全国最早、保障水平最高的机制。

关注居民社会保障的传统使该地区在面临负面压力时仍能延续并扩大既有的社会保障水平。

（三）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表 6 按照表 5 的思路，在分析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分别将主效应与交互效

应放入模型。和长三角不同的是，经济全球化在珠三角地区显著抑制了社会保障支出。其中对

外贸易体现了鲜明的“竞争效应”，它在所有 4 个模型中都表现负向的显著效应。这也与珠三

角卷入全球化的方式一致，即以对外贸易为最主要方式。FDI 只在模型 8 中体现负效应。与长

三角一致，劳动争议和人均 GDP 同样构成社会保障支出的动力。但不同的是，劳动争议与对

外贸易和 FDI 的交互效应均显著。这表明，劳动争议的作用规模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的水平，或

者说经济全球化的作用规模取决于劳动争议的水平。在控制变量中，与长三角一致，社会平均

工资与社会保障支出正相关，城市化水平不显著，老龄化则为负显著。

劳动争议与经济全球化的交互效应可以用边际效应图来表示。图 7 和图 8 分别描绘了对外

贸易与 FDI 的边际效应如何随劳动争议数量的增加而变动。图 7 表明，当每百人劳动争议数量

  万向东等：《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6 年
第 6 期。

  刘林平等：《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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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8 时，对外贸易的负效应消失，并随劳动争议的增加进而变为正值。这说明，劳动争议

能缓和、扭转甚至改变对外贸易的“竞争效应”，将其变成“补贴效应”。但在 336 个样本中，

只有 29 个样本的边际效应值为正，占总数的 8.6%。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外贸易的

边际效应仍为负值。这也就是为什么 95% 置信区间的下端值（虚线表示）一致处于 0 刻度以下。

图 8 报告的 FDI 边际效应则显示，当每百人劳动争议数量大于 0.3 时，FDI 的负效应被抵消，

并随之变为正效应。在 336 个样本中，有 306 个样本的边际效应为正，占总数的 91%。总之，

FDI 的边际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正。

表 6 珠三角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对外贸易
-0.00117** -0.00172*** -0.00368*** -0.00367***

(0.000547) (0.000586) (0.000950) (0.000944)

FDI
0.000757 -0.0398* -0.000541 -0.0272

(0.0124) (0.0212) (0.0119) (0.0212)

劳动争议
0.756*** 0.0635 0.0682 -0.289

(0.178) (0.344) (0.276) (0.362)

劳动争议*FDI
0.130** 0.0863

(0.0557) (0.0569)

劳动争议*对外贸易
0.00465*** 0.00396***

(0.00146) (0.00152)

人均 GDP
0.421* 0.441* 0.418* 0.432*

(0.240) (0.236) (0.231) (0.230)

GDP 增速
-0.00277 -0.00337 -0.00236 -0.00282

(0.00323) (0.00318) (0.00311) (0.00311)

财政盈余
0.00291 0.00269 0.00522 0.00473

(0.00758) (0.00744) (0.00733) (0.00730)

社会平均工资
1.717*** 1.736*** 1.768*** 1.773***

(0.256) (0.251) (0.247) (0.245)

老龄化
-0.0608** -0.0781** -0.0610** -0.0724**

(0.0305) (0.0308) (0.0293) (0.0301)

城市化
0.000341 0.00381 -0.00210 0.000560

(0.00486) (0.00499) (0.00474) (0.00503)

常数项
-15.89*** -16.07*** -15.76*** -15.90***

(1.646) (1.617) (1.585) (1.579)

R-Square 0.85 0.86 0.86 0.87

N 125 125 125 125

注：1. 括号内是标准误；2.*p < 0.1，**p < 0.05，***p < 0.01（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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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边际效应

图 8 珠三角地区 FDI 的边际效应

劳动争议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抑制作用，这一方面表明珠三角地方政府较之长三角更容易

受到全球经济的左右，更容易按照外资的需求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降低社会保障支出。另外，

劳动争议的积极作用也显示，随着地方官员考核标准的变动，地方官员开始真正着力解决民生

问题和劳动者的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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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s）的影响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这不仅因为福

利国家的水平关系到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这

一议题涉及现代国家的核心功能——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本研究是一次系统地采用经

验数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决定因素的考察分析。与国际上多数对发展中国

家社会保障支出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仍能实现社会保障支

出的连年增长。支撑这一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地方政治、经济因素。一方面，“信访一票否

决制”新增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之一，这要求地方政府从片面发展经济的“GDP 锦标赛”

中走出来，开始关注社会稳定和民生问题，并进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支出的稳步增长。

另外，地方经济繁荣、财力充足也为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扩大提供经济基础。本研究的发现为

福利国家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即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仍能实现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可以并行不悖。

通过进一步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本研究发现，两地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不同，这部分解释

了两地社会保障的支出模式。珠三角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对外贸易一直都高于长三角，

FDI 也是 2004 年后才被长三角超过。因而，它的社会保障支出显著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并且对外贸易呈现一致的显著负效应。长三角的开发开放比珠三角略晚，它以 1984 年上海开放、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在参与全球经济中更注重吸引外资。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和 FDI

均高度集中于利润低的加工制造业，但相比之下，FDI 意味着对合资企业的管理权，涉及的产

业层次、企业规模、技术水平都较高；而对外贸易则涉及各类企业特别是较小的民营企业规模

大小不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总之，FDI 对成本控制的要求没有对外贸易那样严苛。这也使

得长三角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不太容易受制于全球竞争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各地无论是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还是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都差别巨大。本文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研究发现并不一定适用于其

他地区。这个缺憾有待于基于全国数据的进一步研究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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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Local Contex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in China

Li Xu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Most research fi nds that global competition pushes down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in devel-

oping countries, which may result in higher social inequality. In contrast, China achieves higher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Based upon the panel data of 25 citi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spanning 2000-2014, this research fi nd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r disputes signifi cantly increase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per capita when facing the pressure 

from global market. Regional diff erences exis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negative eff ect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mixed and not consistent, whi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governmental 

spending on social security is highly decreas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alleviated and off set as the level of labor disputes increa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is research is one of the fi rs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attern of social secu-

rity spending in China, and will helps to underst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global 

and local factors. This research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diff erences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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