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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男女两性的收入
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性别收入差距问题&对于理解
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就业,收入分
配和社会保护政策&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发展都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卿石松博士的著作-中国性别收入差距多维解
构分析.一书&从多个角度对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
做了解构分析+本书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理论和
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引入工作特征,职位晋升,
专业选择和家务劳动等因素&利用常用的几个住户
调查数据&对中国性别收入差距成因做了比较深入
的研究&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理解性别收
入差距的成因提出了新颖的视角&并提出了针对性
政策建议+归结起来&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特色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分析了工作特征对

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有研究一般把性别收入
差距解释为人力资本差异和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

!通常被当作性别歧视"+但如果因为偏好和性别
角色的差异而导致工作条件存在系统差异&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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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征则会夸大性别歧视的作用+本书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同时考察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由于工作特征存在性别差异&纳入工作特征变量之后&性别收入
差距中总的可解释部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尤其是管理职务等工作特
征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值得关注+

从职位晋升差异角度考察了性别收入差距的来源+既有的研究一
般把性别收入差距无法被人力资本差异所解释的部分归结为(同工不
同酬)的工资歧视&但这往往与人们的直观感受不符+本书针对女性职
位层级普遍低于男性的客观现象&构建一个引入了职位晋升机制的性
别收入差距分解方法&利用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在统一的模型框架
内同时识别和估计了人力资本,职位内工资歧视!同工不同酬"和晋升
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位晋升中的性别歧视&以及
由此导致的职位性别隔离是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由此指出&促
进女性职业发展&提高女性在高层职位的代表性&是缩小男女收入差距
的有效措施+研究结论符合现实预期&并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就我所掌握的研究动态来看&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从劳动力市场因素拓展到利用前劳动力市场因素解释性别收入差

距+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可能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形成
了&因此性别收入差距研究仅仅关注劳动力市场因素是不够的+教育
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问题相互关联&专业选择关乎人力资本积累和职
业发展方向&即使在同等教育程度下&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性
别收入差距+本书利用初次就业的大学生样本&考察了受教育专业的
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试图解释为什么男女教育程度差异缩
小&性别收入差距却依然存在的现象+研究发现&尽管男女大学生专业
选择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主要来源于专业内部&而
专业分割!专业选择差异"对毕业生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很小+作者对
此解释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男女大学生各自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
但遗憾的是&由于数据等条件限制&该研究没有把专业选择做内生性处
理&这是今后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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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领域拓展到非市场的家庭领域&本书探讨了家务劳动性别
分工及其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相对资源和议价能力
不足&或是社会性别规范等影响下&女性比男性较多承担家务责任+家
庭责任和家务劳动不成比例的性别分工自然会延伸影响至劳动力市

场&成为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本书基于中国健康与营
养追踪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
的双重负担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研究发现&即使在就业群体中&女性的
家务责任和家庭劳动时间都超过男性&但两性平均每周市场工作时间
的差距很小&女性总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工作负担和压力较大+

总体而言&本书材料翔实&思路清晰&方法规范&在理论上和方法上
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这一领域做出了贡
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宏观政策和立法&以及企
业改进人力资源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然而&性别收入差距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是一个十分不易从
事的研究课题+本书中的有些分析和结论仍有待于接受进一步检验+

如何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控制或排除一些因素&找到性别收入差距的
重要来源&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面临巨大挑战+此外&就像本书所指出
的&性别收入差距还受到不易观察的心理特征和非认知能力等因素的
影响+如何借鉴心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利用实验方
法和计量手段&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性别收入差距的来源是未来值得努
力的研究方向+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管理实践者来关注这一领域的
问题&以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实践工作的不断进步+

曾湘泉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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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几何时&中国是公认的倡导和践行性别平等
最富成效的国家之一+但历经体制转型的震荡和
洗礼&当前我国性别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政府和学
术界都强烈感受到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问题是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缩小男女收入差距&既是男
女平等国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
配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透析性别收入差距的
成因&是提出有效对策的前提和基础+

本书从补偿性工资,职位晋升歧视,前市场专
业选择差异和家务劳动分工等理论角度&利用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等全国性随

机抽样调查数据&引入工作特征,职位隔离,专业选
择和家务劳动等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
了多维解构分析&试图理清性别收入差距的来源&
并就此提出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和促进性别平等的

政策框架体系+
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差异,性别工资歧

视和横向职业隔离等角度分析我国性别收入差距

的成因+本书既考察了工作特征和职位晋升等市
场因素&又分析了前市场的专业选择差异&以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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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劳动分工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这在以往文献中很少涉及&特别
是从纵向的职位隔离和教育专业隔离角度对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进

行分析&开阔了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视野&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
者进一步理解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提出了新颖的视角+具体的特色
与创新之处在于%从职业隔离拓展到纵向的职位隔离&在统一的模型
框架内识别和估计人力资本,职位内工资歧视和职位晋升歧视对性
别收入差距的作用/从教育程度的差异转向侧重于考察同等教育程
度上教育专业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从市场领域拓展到非市
场的家庭领域&分析家务劳动分工对市场工资收入及性别收入差距
的影响+

研究发现&尽管工作特征和人力资本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具有
一定的贡献&但远远无法完全解释性别收入差距+与直接的工资歧
视相比&更加隐蔽的职位晋升歧视可能更加严重&我们的结果支持了
这一点+因为女性的职位晋升标准较高,晋升概率较低&有一半左右
的职位晋升概率无法被人力资本差异所解释+尽管男女两性都能够
通过职位晋升获得同样的工资增长和收入提升&但因为职位晋升中
的性别歧视&由此导致的职位性别隔离是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
原因+其中&职位晋升歧视能够解释四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在
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男生倾向于选择工资回报较高的理工科专业&而
女生则集中于教育回报较低的文学,历史等专业&由此导致的专业分
割&即使在教育程度一样的情况下&也存在性别收入差距+此外&男
女两性在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等无酬劳动上的分工差异&也是性别
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原因+

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除了同工同酬政策&促进职位晋升的
机会平等是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意即(同酬)还需(同工)+
因此&调整不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差别性退休年龄政策,在职位晋升
中实行性别比例制,加强反歧视立法和贯彻执行效果&以及促进家务
劳动社会化&减轻女性的双重负担是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重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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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性别差距和歧视问题一直令经济学家着迷+新近发展
起来的理论和视角&如心理特征,非认知能力等&为劳动力市场绩效及
其性别差异提供了潜在的解释+借鉴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究心理特征,非认知能力差异对劳动力市场
性别差异的影响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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