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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生育效应研究

张樨樨 孙法芝

摘要:在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生育难题凸显的同时,女性高昂的生育代价已转化为现实生育成本,成为女性

生育与就业决策的重要考量,无形代价之一便是人力资本存量损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考察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生育是导致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学历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周工作时间越长、家

庭经济状况越好,社会公平感越强,人力资本越不易贬损。不同生育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程度存在显著差

异:非公部门或较低学历群体育后人力资本贬损程度超过50%,工作经验欠缺群体人力资本现值下降

34.51%。政府相关部门应在0 3岁幼托服务体系构建、育后针对性培训等市场失灵领域及时补位,构筑

维权屏障,搀扶育后女性完成心理过渡,锻造人力资本自我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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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人口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折期。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

1527万,较上年减少201万,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相对于2016年和2017年,生育惯性难以维系,
预想中的生育堆积并未出现。全面二孩政策践行3年多遇冷,是时候反思与研究配套政策衔接、女性

生育代价等深层次问题了。生育激励政策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增加新生劳动力数量,质量更为重要。
多次生育引致的母子人力资本传递共荣问题亟待结合最鲜活的实践进行梳理解剖。

从女性层面看,女性是主要的生育决策者,同时作为生育与养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正付出着育

后职业生涯中断、收入降低、再教育机会与晋升机会缺失等多元化生育代价。人力资本贬损是其中损

耗迅速、折损难补偿、隐蔽性强的昂贵代价之一,因生育而永久退出职场导致女性人力资本前期积累

的社会效益几乎损耗殆尽,生育对育龄女性人力资本的细化影响有待评估。母亲对子女教育付出时

间较长,更具潜移默化的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性更强,通过生育后的代际传递

可降低实际贬损量。可见,生育对女性人力资本的影响涉及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关系到国家民族命

运,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从国家层面看,少子老龄化导致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存量不断下降,少子直接影响劳动力群体中

新生人口数量,使国家面临比人口红利减退后果更为严重的人力资本存量大幅衰减。推迟退休年龄、
提高教育与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持续利用与提升具有一定裨益;宽松生育政策的推行能够有效调节

人口再生产,对人力资本整体存量的显著提升具有开源之效,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那么,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城镇女性的人力资本现值? 生育对不同女性群体人力资本的影响有何差

异? 面对不同女性群体应采取何种策略方案在提升生育意愿的同时保护女性的再就业能力? 为解决上

述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人力资本、补偿性差别等理论,构建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理论模型,以理论模型

中的5项解释变量为核心指标构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二乘法

(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及不同女性群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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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贬损的差异,从而分类别解析人力资本贬损的生育作用机制,提升社会、用人单位及女性自

身对人力资本保值增值与生育行为的冲突认知,探索兼顾多子生育与人力资本续航的有效路径。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人力资本贬损的内涵

在早期,西方学者将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视作工厂中的机器设备,是具有生产性

特征的资源①。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成熟与发展,人力资本被概括为:通过长时间、高成本的投资形

成的,以健康、知识、技能为表现,产出创造性成果与巨大贡献的价值②。较早提出人力资本贬损概念

的外国学者是 Moreh,他指出人力资本贬值是随劳动者年龄增长和社会进步而导致个体的知识、技能

无法保持原有工作绩效,进而人力资本盈利能力下降的现象③。国内学者持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人力

资本贬损是指人力资本承载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拓展收入空间能力的弱化或消失④,人力资本存量减

少或人力资本盈利能力的降低⑤。人力资本贬损主要表现为收入减少、收入能力下降⑥。Grip等认

为人力资本贬损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的技术型贬值与个体人力资本市场价值

降低的经济型贬值⑦。
(二)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成因

学术界主要从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理论、补偿性差别理论、工作因素、社会因素等视角解释女性人

力资本贬损成因。从个人角度分析,Lochner等从技能和健康等方面分析人力资本贬损的成因,知识

过时、健康不佳、生育期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均可能导致人力资本贬损⑧。舒尔茨指出,因生育期、抚
育期离开工作岗位造成的人力资本闲置成为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主要原因之一⑨,生育、抚养意愿越

强的女性越容易发生职业中断。基于补偿性差别理论,从收益交换角度解释女性人力资本下降的

原因:受到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上会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选择工作时偏向选择“家庭

友好性”工作而忽视工作收入。从工作角度分析,工作挑战性带来的工作压力有利于人力资本价值

的提高;工作经验丰富有利于人力资本保值增值。从社会角度分析,社会关系强度过高或过低均易

导致人力资本贬值;女性就业质量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研究发现受生育政策干预的女性与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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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者就业质量显著下降①;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贬损的重要外在原因之一②。
(三)生育对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

生育对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人力资本再投资、再就业参与三个方面。生育

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又被称为“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是衡量个体劳动力

市场价值的有效标尺。Michelle发现,已育女性收入下降是人力资本贬损的主要体现③。全面二孩政

策实施以来,学界关于“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研究逐步显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育对女性工资的影

响做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生育代价”的确存在。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每生育一个孩子导致的收入

下降率分别为:美国5%④、韩国27%⑤、英国和德国9%⑥、西班牙6%⑦、中国50%⑧。由于选用数据

与估计方法的不同,生育行为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的幅度呈现较大差异。於嘉等根据中国健康与营

养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生育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为7%⑨。张樨樨等运用

国内一手调研数据,构建有序logit和固定效应模型,测算出每生育一个孩子工资率下降9% 10%。
刘娜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及2014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展开的2SLS回归分

析证实,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工资率下降18.4%。从数值来看,生育对我国女性的工资惩罚要高于欧

美等发达国家。另外,生育会影响女性人力资本再投资和再就业参与。基于传统家庭分工,女性承担

着生育和抚育子女的重担,对其人力资本再投资和再就业参与的影响较为严重。研究发现:女性为了

生育和抚养子女,减少了对工作技能的学习、培训;生育导致超过一半(53.7%)的已育女性发生职

业中断,30岁以下的已育女性是职业中断的高发人群;基于 LPM 与工具变量回归,子女数量对流

动女性劳动参与具有负面影响,生养孩子使年轻流动女性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因生育导致的职业

中断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致使女性人力资本贬值、经济地位下降;母亲身份与带薪工作时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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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失业增加以及工资减少密切相关①。
由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学界更多关注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再投资,针对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研究关注

不足,不同生育群体之间的贬损差异更是鲜有涉及。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多维影响因素是什么?
生育在女性人力资本贬损中扮演何种角色? 上述问题有待科学考量。本研究将城镇女性划分为三类

生育群体进行对比分析,深度挖掘不同女性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的异质性表现与成因,便于相关部门分

门别类地制定差异化政策,对症下药。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2013、2015年②调查数据,2015年数据为2018
年1月最新发布。该调查对中国居民的就业、收入、生育状况等进行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覆盖了

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代表性较强,使得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在全国层面加以推论。在

剔除农村样本、未婚女性无关样本之后,再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无效样本,选取19 50岁城镇已婚育龄

女性为研究对象,适用性样本包括3298名受访女性,其中,已育女性2559人,未育女性739人。
(二)模型设定与评价体系构建

1.被解释变量设计。选用女性人力资本现值③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单一变量难以反映出人力

资本的复杂属性,将衡量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指标概括为三类,分别为货币化指标、潜力化指标和岗

位化指标。将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现值设计为复合变量,通过赋权加总而得,吸纳融合人力资本

现值的多维影响要素。其中,货币化指标用城镇女性的个人年收入来衡量,为避免收入的偏态问题,
对收入作自然对数处理;潜力化指标用再教育投入度④衡量;岗位化指标用再就业参与度⑤衡量。在

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个人年收入是直接衡量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⑥,赋权0.5,再教育投入度和再

就业参与度作为间接衡量人力资本现值的指标,分别赋权0.25,复合变量Y 构成如下:

Y(capital)it =log(income 1)×0.5 α×0.25 γ×0.25
Y 表示城镇女性的人力资本现值,income指城镇女性的个人年收入,因为存在收入为0的样本,

在公式中对收入加1取自然对数处理。α指再教育投入度,γ指再就业参与度。

2.解释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理论模型包含5项解释变量,依次为生育状

况、人力资本初始值⑦、家庭因素、工作因素与社会因素。生育状况与人力资本初始值对城镇女性人

力资本现值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家庭因素包含支持或阻碍女性生育与就业的正负向因素;工作因素

主要包含女性工作状况及单位特征要素;社会因素包含社会对女性的支持力度及女性对社会保障的

满意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Y(capital)it=β0 β1(birth)it β2(humancapitalcontrols)it
β3(familycontrols)it β4(jobcontrols)it
β5(societycontrols)it 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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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t=αi μit。i代表不同的城镇女性个体,t代表数据样本的不同调查时间,e代表误差项。

αi代表误差项中随个人固定的因素,μit是随时间可变的因素。β0是截距项,β1、β2、β3、β4、β5分别代表生

育状况、人力资本初始值、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及社会因素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影响。

3.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将5项解释变量作为一级指标,在综合专家意见①的基础上,筛选出14个

二级指标,设计构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影响因素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详见表1(本文第三部分)。
二级指标类型及取值情况如下:人力资本初始值包括学历、健康状况与英语水平,用于刻画城镇女性

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健康状况与英语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水平

越高。工作因素选取单位类型、工作时间、工作经验、合同签订4项指标。单位类型分为事业单位及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居委会、企业、无单位或自雇4类。工作时间指研究对象的上周工作时间。工

作经验用研究对象参加工作的时间来衡量,工作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合同签订情况分为未签

订合同、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3类。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配偶工作时间、
家务分配3项指标。家庭经济状况分为3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用配偶上周工

作时间来表示配偶工作时间。家务分配代表研究对象对待家务分摊的态度,分为3个等级,等级越高

表示越赞成分摊家务。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公平感、社会保障感知、社会服务感知3项指标,分别代表

城镇女性对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感知评价。
(三)研究方法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影响因素,找出影响人力资本贬损的

关键解释变量及其他显著解释变量,确定影响力度与方向。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作为一种新兴研

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相对较少,该方法能够有效避免回归分析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
文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究生育对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即在控制其他变量对人力资本现

值影响的条件下,解析生育对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

生育状况以虚拟变量Si={0,1}表示,将生育一孩及以上的个体划分为处理组(treated),赋值为

1;将未生育的个体划分为对照组(control),赋值为0。假设Y 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生育对城镇

女性人力资本现值的影响为:

Y1i �Y0i (1)

式(1)中,Y1i与Y0i分别代表同一个体i在育后和未育的人力资本现值。生育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即生育行为对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可以定义为:

ATT =E(Y1i Si =1)�E(Y0i Si =1)=E(Y1i �Y0i Si =1) (2)

式(2)中,E(Y0i�Si=1)表示已生育女性在未育状况下的人力资本现值,因无法观测,需要借助倾

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反事实”观测值。

为解决根据多个特征变量匹配过程中的维度限制问题,需要将高位向量Xi的信息压缩到一维。

在给定样本特征Xi的情况下,利用logit估计个体i生育的条件概率为:

p(Xi)=Pr(Si =1Xi)=E(Si Xi) (3)
根据式(3)估计得出的倾向分值,将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配对。匹配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假设条

件:一是在给定Xi的条件下,同时满足p(Y1i�Si)=p(Y1i)p(Si)与p(Y0i�Si)=p(Y0i)p(Si),即生育

或未育与人力资本现值之间相互独立;二是共同支持假设,即0<P(X)<1,指X 的每个可能取值上

都同时存在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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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影响的实证解析

设计构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检测人力资本现值影响因素的显著性

水平,辨识生育是否是导致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核心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在

规避内生性的同时解析生育对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
(一)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影响因素分析

以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表1中的二级指标为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 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影响因素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与回归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类型与释义 回归系数

生育因素 生育状况 分类变量:已育=1及以上;未育=0
0.3534***

(0.0641)

人力资本

初始值

学历 分类变量:学历水平
0.1209***

(0.0142)

健康状况 定序变量:健康状况自我评价
0.0904**

(0.0408)

英语水平 定序变量:英语水平自我评价
0.0841
(0.0409)

工作因素

单位类型 分类变量:共分为4类
0.0634*

(0.0352)

工作经验 连续变量:从第一份工作至今工作年限
0.0647***

(0.0049)

周工作时间 连续变量:上周工作时间
0.0191***

(0.0019)

合同签订率 定序变量:是否签订合同及合同类型
0.1049**

(0.0508)

家庭因素

家庭经济状况 定序变量:家庭经济状况衡量
0.2714***

(0.0574)

配偶工作时间 连续变量:配偶上周工作时间
0.0042*

(0.0023)

家务分配 定序变量:家务分配公平性评价
0.1040**

(0.0407)

社会因素

社会公平感 定序变量:社会公平性感知评价
0.1124***

(0.0396)

社会保障感知 定序变量:社会保障现状感知评价
0.0002
(0.0016)

社会服务感知 定序变量:公共服务现状感知评价
0.0011
(0.0017)

_cons
1.6775***

(0.3934)

Adj-R2 0.1292

样本量 3298

  注:(1)*p<0.1,**p<0.05,***p<0.01;(2)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1.生育状况在1%水平上呈负向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未育女性相比,生育导致已育

731

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生育效应研究



女性人力资本价值下降幅度高达35.34%,显著高于其他因素对人力资本现值造成的影响,是影响城

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首要因素。

2.学历与健康状况分别在1%与5%水平上的正向影响显著,与认知常识相符。工作经验与周工

作时间在1%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影响,说明城镇女性的工作经验越丰富,周工作时间越长,人力资本

现值越高。单位类型、合同签订率也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现值产生正向影响,单位类型为公共部门,
合同签订率越高,说明工作环境更稳定,更利于人力资本保值增值。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务分配越

公平,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及时间愈充裕,现值愈高。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力度仅次于生育,说明

现阶段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连续性与适时性需要家庭财力的保障。贫困家庭女性拥有的人力资本再

增值的机会较少。配偶周工作时间对女性人力资本现值具有一定负向影响,配偶工作繁忙使得更多

家庭照顾责任由女性承担,产生人力资本消磨式贬损。社会公平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影

响,说明城镇女性对社会公平较为敏感,就业性别歧视的降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女性公平感知,
利于人力资本增值。

3.学历水平、工作经验、单位类型与收入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概率较高问题,因为在OLS的一般模

型中,很难避免出现变量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故后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对女性人力资本贬

损的净效应展开分析。
(二)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分析

1.协变量的选择。参照邓翔等①的研究思路,在OLS分析基础上,选择影响人力资本现值的关键

变量以及影响生育行为的相关因素作为协变量进行分析。综合考虑选取6个协变量,包括学历、工作

经验、单位类型、劳动合同、家庭收入、社会保障,并对年龄、婚姻状况、所在地区等进行控制。

2.共同支撑假设。图1报告了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可以看到,大部分观测值在共同取值范

围之内,共同支持假设得到较好满足。处理组(已育群体)位于横坐标轴上方,主要集中于横坐标的右

端,倾向分值较高;控制组(未育群体)位于横坐标轴下方,主要集中于坐标轴左端,倾向得分值较低。
可见,已育和未育两组群体之间具有差距明显,如果不对这种差距加以考虑和克服,直接进行比较难

免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偏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较好地规避该种误差。

图1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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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2与图3的对比分析可知:匹配后两组的核密度函数曲线较为接近,表明两组中所有样本的

PS值较为接近,共同支撑假设得到满足。

图2 样本匹配前P-Score拟合图       图3 样本匹配后P-Score拟合图

3.平衡性检验。为保证估计质量,检验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存在系统差别,需要进行平衡

性检验。在样本匹配完成后,检验两组样本间解释变量差异的统计显著性,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Pseudo-R2 LR(统计量) p值 标准偏差

匹配前 0.344 1114.04 0.000 42.1

最近邻匹配 0.011 66.85 0.107 8.9

半径匹配 0.005 21.18 0.219 5.9

核匹配 0.005 30.66 0.131 6.7

  注:*p<0.1,**p<0.05,***p<0.01

在样本匹配之后,解释变量的标准偏差降低到5.9% 8.9%,极大降低了总偏误;解释变量的联合

显著性检验在匹配之后都被拒绝,Pseudo-R2值也显著下降,匹配后的值接近于0。由此可见,倾向得

分匹配法基本消除了处理组与控制组可观测变量的显性偏差,结果更为稳健可靠。

4.净效应研究结论。表3为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

表3 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ATT效应)

匹配方法 处理组/控制组 平均处理效应(ATT) 标准误 t值

最近邻匹配法 2179/715 0.6685*** 0.2192 3.05
半径匹配

(控制距离=0.01)
2163/697 0.5661*** 0.2130 2.66

核匹配 2179/715 0.6095*** 0.2081 2.93

  注:(1)*p<0.1,**p<0.05,***p<0.01;(2)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利用自助法(Bootstrap)得

到,重复抽样次数为300。

由表3可知,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分别匹配得到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ATT)分别为 0.6685、0.5661、0.6095,均能够保证在1%水平上显著。上述三种方法的结果具

有很好的相似性,不论是平均处理效应还是显著性,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结果的稳定性。
在削减样本的选择性后,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影响程度的平均数为 61.47%,即生育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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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程度达到了61.47%,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结果为

35.34%,说明在排除了时间效应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出的女性人力资

本贬损的生育效应增加了26.13%,即利用最小二乘法会低估贬损程度。同时也说明生育行为之外的

某些因素能够减缓人力资本现值的贬损速率,而生育行为对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作用力首当其冲。

四、模型拓展:处理效应在不同生育群体中的比较

不同学历水平、不同单位类型、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群体因生育所导致的人力资本贬损程度存何

差异?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代价在不同生育群体中的异质化表现。基于上述三种匹配法分别

估计生育对三类代表性女性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表4、表5列出了基于最近邻匹配的相关结

果,其他两种类型的分析结果与最近邻匹配结果相似,故不再列出。
(一)不同生育群体的平衡性检验

学历与工作经验是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1)中呈现1%水

平显著。单位类型是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环境要素,在10%水平上显著。鉴于此,选择以上三个

变量作为分类变量。参考其他学者①的分类标准,将本科及以上学历划分为高学历群体,其余为低学

历群体;将工龄15年及以上认定为工作经验丰富,其余为工作经验欠缺;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居委

会等划分为公共部门,将企业及个体户等划分为非公共部门。

表4 不同群体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高学历 低学历 工作经验丰富 工作经验欠缺 公共部门 非公部门

Pseudo-R2 0.024 0.007 0.001 0.001 0.048 0.008

LR 统计量(p值)
62.11
(0.245)

25.13
(0.376)

4.25
(0.374)

3.31
(0.508)

88.5
(0.367)

32.15
(0.235)

标准误 15.8 7.8 2.6 3.8 6.7 8.7

样本匹配之后,上述6类已育群体的Pseudo-R2值显著下降,数值接近于0,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

性检验在匹配之后都被拒绝,解释变量的标准误也大大降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后,基本消除了处

理组与控制组可观测变量的显性偏差,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二)生育对不同生育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

生育行为对上述6类已育女性群体人力资本现值的净效应见表5。

表5 生育对不同类别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ATT效应)

高学历 低学历 工作经验丰富 工作经验欠缺 公共部门 非公部门

处理组/控制组(数量) 934/480 1245/235 1632/602 1208/592 669/366 1515/544

平均处理效应(ATT) 0.0540*** 0.5063*** 0.2762** 0.3451*** 0.1864*** 0.6896***

标准误 0.2839 0.3318 0.2535 0.2296 0.5601 0.2390

t值 2.19 2.53 2.19 2.5 2.33 2.89

  注:(1)*p<0.1,**p<0.05,***p<0.01;(2)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利用自助法(Bootstrap)得

到,重复抽样次数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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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对不同学历群体的影响。在高学历群体和低学历群体中,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分
别为 5.4%、50.63%,差距显著,均在1%水平上显著。生育对高学历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较

小,人力资本现值下降幅度仅为5.4%;对于低学历群体,生育的人力资本代价高达50.63%,即在生

育行为发生后,女性人力资本现值较生育前下降一半,这与康蕊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①。刘娜也指

出,生育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大②。高学历女性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

更大,工作相对稳定,职业黏性较强,育后再学习意愿强烈,生育引发的人力资本下滑曲线的弧度较为

平缓。低学历女性本就稀薄的人力资本储备会因生育产生断崖式跌坠,因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致使

职业中断期知识技能加速陈旧乃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2.生育对不同工作经验群体的影响。工作经验丰富与工作经验欠缺女性群体的ATT 值分别为

27.62%,34.51%,显著性水平较高。可见,生育行为会导致工作经验丰富女性的人力资本现值下

降27.62%,导致工作经验欠缺者下降34.51%,两者差距不大。工作经验与技能储备丰厚的群体,在
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期中,人力资本存量更抗损。但如果职业中断时间过长,超过经验的适用期,

无论经验丰富与否,均会致使人力资本快速萎缩,达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再投资难以续接。

3.生育对不同体制部门群体的影响。在公共部门,生育导致人力资本的下降幅度为18.64%,在
非公共部门,下降幅度高达68.96%,说明生育对在公共部门女性的负面影响较低,而在非公部门女性

人力资本现值面临急坠下跌风险。相较于学历与工作经验,非公部门的工作环境致使育后女性人力

资本贬损幅度接近70%,就业部门性质与微观环境成为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首要因素。公共部门的

工作较为稳定,福利保障制度较为健全,有利于育后女性的人力资本再投入,生育导致女性退出劳动

力市场的可能性不大。在非公共部门,一些女性更可能因为预期到生育后对工作的投入不足使得收

入大幅减少而主动退出劳动市场③。加上成本控制,非公部门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不足,育后

保障缺失,导致女性在短暂职业中断之后逐步丧失人力资本投资信心与能力。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女性职业生涯中人力资本存量的三种变化态势为:增值、保值与贬损。生育导致女性职业生涯短

期或长期中断,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形成直接负面影响。本研究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实证解

析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程度及其在不同女性群体中的差异化表现。

1.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净效应高达61.47%,生育已经成为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

首要因素。城镇女性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家务分配越公平、工作经验越丰富、周工作时间

越长以及社会公平感越强,人力资本越容易实现保值增值。

2.生育引致的人力资本贬损在不同女性群体中差异显著,学历较低、工作经验欠缺、非公共部门

工作的城镇女性群体因生育导致的人力资本贬损幅度更大。其中,非公部门工作或较低学历的女性,

育后人力资本的贬损程度超过50%,生育行为对此类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与接续投资形成摧毁性打击。
(二)相关对策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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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康蕊、吕学静:《“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意愿与女性就业的关系论争综述》,《理论月刊》2016年第12期。
刘娜、卢玲花:《生育对城镇体制内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5期。
於嘉、谢宇:《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



重要。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是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城镇女性中职业女性的比例较高,
是人力资本储备更为丰富的群体。本研究聚焦于知识、技能、敬仰等显性人力资本,在系统梳理与提

炼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厘清生育对不同类别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差异化

影响,针对研究结论凝练对策,助推育龄女性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与代际传递。

1.设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03岁托幼看护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发展婴幼儿照

护服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

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因03岁托幼体系对规模、设备、场所、卫生检疫等硬件条件要求较高,加
之具备婴幼儿看护资质的幼教严重缺乏等因素,我国大部分托幼机构针对3岁及以上幼儿拥有相对

完善的看护管理体系———小班、中班、大班及幼小衔接,部分托幼机构设有小小班,接收2 3岁幼儿,
但比例较低,多集聚在大中城市。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专业托幼机构尤为稀缺,2岁以下幼儿多为家

庭看护养育,导致女性育后的职业中断期主要发生在婴幼儿03岁阶段,加之生育间隔较短的二孩生

育使得婴幼儿看护工作量叠加,女性人力资本恢复期缩短而加速贬损。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与护理

难度较大,可考虑成立婴稚园,以政府公办为主,长短托相结合。精细划分年龄段(如0 6个月、6 12
个月、1224个月等),针对不同年龄段婴幼儿配备软硬件与师资力量,比如,安装特殊隔音设备与监

控摄像装置等。各地区可根据政府财力,制定本地建设与服务标准,由卫健委牵头,招标筹建并监督

管理,通过专业化看护缩短女性脱离就业环境时间,降低人力资本贬损。

2.逐步完善生育保险长效机制。为了实现生育抚养成本的有效降低,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

长期的制度性安排。201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的意见》印发实施,标志着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合并实施。“两项保险”的合并将有助

于弥合生育保险基金的资金缺口,整合“两项保险”基金及管理资源,强化基金共济能力,保障职工生

育保险待遇。可效仿日本的产科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细化,例如,对患大病的新生婴

儿,不论有无医疗过失,均可以申请理赔。采取个人自愿参与方式,患方的补偿申请如果通过审查,可
以得到补偿费用,先给予一次性补偿金,而后获得分期补偿金部分,直至小孩成年为止。

3.营造女性友好型就业环境,缓解女性育后焦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公平感是指经过比

较认为自身所得过少、利益受损。城镇女性的社会公平感下降主要源于入职、晋升、岗位配置、薪酬等

方面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劳动仲裁部门应推行并完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用人单位承担差别待

遇合法化的举证责任,鼓励女性在遭受就业歧视时,积极申诉,合理维权。女性弱者心态在育后显著

增强,人力资本衰减与工作环境脱离使得职业女性育后焦虑普遍存在。尝试在社区筹建集就业咨询、
心理疏导、压力排解于一体的心理疏导工作站,为育后女性免费进行心理疏导,开展公益性的女性就

业心理健康辅导,提升女性社会公平感知,重拾就业信心。同时,政府应适当承担职业母亲产假期间

的用工成本。我国的产假是98天,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是维护职业母

亲权益的重要保障。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北京、广东等地修订后的条

例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138天至158天;男方有陪护假或护理假,一般为15天

至30天,该措施有助于女性缓解育后焦虑,可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树标杆并推广。

4.由政府牵头,做好非公部门等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缺失地带的补位工作。新经济如火如荼发

展的当下,灵活就业模式愈发普及。民营、小微及平台型企业员工流动性强,劳动关系模糊,劳动合同

有待规范,就业管理与社会保障部门可考虑联合职业技术院校进行岗前培训及周期性技术实训,培训

科目及技能要求充分考虑育后女性技能基础薄弱、时间较零散等实际情况,参与培训后优先进行技能

鉴定。对培训绩效进行评估,评估优秀的职业技术院校获得更多培训帮扶专项基金,以示激励。
人口结构危机背景下宽松生育政策的效度事关全局,应着力避免与生育相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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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堆涌现。政策制定者唯有洞察生育者的真实感受,方能精准激励,使得生育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生

育并非女性人力资本保持提升的桎梏,与多次生育配套的女性就业管理与保障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

降低生育附加成本,帮助女性在休养生息中兼顾自身人力资本的科学运维与动态管理,实现女性显性

与隐性人力资本精华的高质量代际传递,使母亲人力资本成为母子两代人的智慧宝库。

TheFertilityEffectofDerogatoryHumanCapitalofUrbanWomen

ZhangXixi SunFazhi
(CollegeofManagement,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P.R.China)

Abstract:Whilethecomprehensivetwo-childpolicyhasbeenpre-cooledandthefertilityproblemhas
beenhighlighted,thehighfertilitycostofwomenhasbeentransformedintotherealisticfertility
cost.Oneoftheintangiblecostsisthelossofhumancapitalstock.BasedonthedataofChinaGen-
eralSocialSurvey(CGSS),theleastsquaremethodandthe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were
usedtosystematicallyinvestigatetheimpactoffertilityonthederogationofurbanwomen’shuman
capital.Theresultsshowthatbirthisoneofthekeyfactorsleadingtothederogationofurban
women’shumancapital.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derogatorydegreeofhumancap-
italamongdifferentbirthgroups:thederogatorydegreeofhumancapitalwasmorethan50%inthe
non-publicsectororthegroupwithlowereducationbackgroundandthepresentvalueofhumancap-
italwas34.51%lowerinthegroupwithlessworkexperience.Relevantgovernmentdepartments
shouldmaketimelyreplacementsinthefieldofmarketfailuresuchastheestablishmentofthechild-
careservicesystemfor0-3yearsoldandtargetedpost-birthtraining,constructtheprotectionbarri-
ers,assistpost-birthwomentocompletethepsychologicaltransition,andforgetheconceptofhu-
mancapitalself-management.
Keywords:Thetwo-childpolicy;Urbanwomen;Humancapitaldeterioration;Fertility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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