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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时劳动的估算—微观形成机制的视角 

齐伟 宁光杰① 
 
摘  要：根据《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我国企业员工超时劳动的现象十分严峻。本文

通过建立员工最优劳动时间供给模型以及企业最优劳动时间需求模型，在理论上论证了员工
效用最大化与企业成本最小化决策目标的差异是超时劳动现象产生的根源；实证部分利用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年、2012 年的统计数据，分别测算了员工及企业的最优劳动
时间对于年龄及工资率的敏感程度，发现较为年轻且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员工倾向于工作较
长时间，针对企业而言，其最优劳动时间与员工的最优劳动时间在年龄结构与工资率结构上
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两者之间的差值则随着员工年龄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且对工资率
变化的敏感程度较低；进一步结合不同行业及企业性质考察超时劳动性质时发现， 第二产业
及低端服务业、集体企业存在明显的被动超时劳动，而高端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明显
的劳动抑制现象。现阶段的超时劳动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的产业转型进程，通过调整工
资率并采取措施缩短企业的最优劳动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超时劳动现象从而消除员工
效用及企业利润扭曲、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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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数据显示，
近年来伴随我国居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加班现象日益严峻：我国约九成行业内的员工每周工

时超过 40小时，过半数行业内的员工每周要加班 4小时以上。进一步按照不同行业的平均周
工时进行排名后发现，“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 51.4小时，位列第一；
“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三位，且以上三个行业均已超过“特

殊行业”周工时 49 小时的法律界限；随后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
其周工时分别为 48.8 小时和 48.2 小时。通过数据分析不难发现，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 8
小时标准，上述行业内员工每周的加班时间均超过 8 个小时，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
少。 

加班即超时劳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和员工作为经济体中的两类不同主体有着

各自的行为决策和目标，员工追求的是效用 大化，而企业追求的是成本 小化（利润 大

化），现实中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和员工市场势力的博弈，

占有优势的一方会使得劳动合同中所规定的各项决策变量接近自己的 优决策。诚然，除了

企业和员工个人的博弈，劳动合同的签署以及实际执行还要受到相关法律法规②的制约。 
在现有文献资料中，研究超时劳动产生机制的论文较为匮乏，多数为通过实证论述其所

	  	  	  	  	  	  	  	  	  	  	  	  	  	  	  	  	  	  	  	  	  	  	  	  	  	  	  	  	  	  	  	  	  	  	  	  	  	  	  	   	  	  	  	  	  	  	  	  	  	  	  	  	  	  	  	  	  	  	  	   	  
①
齐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宁光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通讯地址：宁光杰，南开大学经济

学系，邮政编码：300071。电话：13602029276，电子信箱：gjning@nankai.edu.cn。  	  
② 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174 号）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劳动

者每日工作 8小时，每周工作 40小时这一标准工时制；有条件的企业应实行标准工时制；有些企业因工作性

质和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应保证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超过 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 40小时、每周至

少休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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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危害，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加班危害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从劳动力自

身健康及幸福程度角度进行分析，例如朱玲（2009）、Dembe（2005）、Hitchcock（2004），
实证研究了超时劳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其次，由于超时劳动延长了单位劳动力的劳动供给，

在短期内生产规模不会大幅度改变的前提下，所需劳动总量的稳定性必然会导致企业雇佣员

工数量的下降，即超时劳动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就业挤出效应， 早指出这一效应的是程连

升（2006），在此基础上王艾青（2006）、徐睿婕（2008）对这一效应的分析进行了完善和
补充；除此之外，由于超时劳动会影响劳动力健康状况并造成就业挤出效应进而造成劳动力

配置的低效率，这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李钟瑾等

（2012）提出目前我国私有企业压低员工工资、延长员工劳动时间从而维持虚高的利润率，
这抑制了经济体的有效需求，而且不利于私营企业的优胜劣汰，阻碍了经济转型，Oliva等（2001）
构建了包含多个反映服务业结构性要素特征的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超时劳动是导致美

国服务业生产效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如若进一步研究超时劳动的机制，需要借鉴有关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

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改进。 
员工层面， 优劳动供给取决于消费和闲暇的权衡，理论层面大致可以分为静态模型与

生命周期模型，后者又可进一步区分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跨期分析，对此 Blundell
等（1999）在《劳动经济学手册》中做过较为系统的总结。而在实证层面，多数是基于单期
静态模型的回归，然而跨期分析更贴合劳动者的实际决策，因此在确定性条件下的跨期分析

框架中，MaCurdy（1980）①提出了一种较为简便可行的实证方法以测算跨际劳动替代弹性以

及劳动工资弹性的方法，随后 Browning等（1985）基于不确定条件下的跨期分析框架下对劳
动供给进行了测算。除此之外，人力资本积累也逐渐纳入劳动供给的研究视角，例如 Becker
（1972）②、Heckman（1971）以及 Stafford（1972）③等，但实证成果较少，其中主要受到数

学方法的制约，Imai（2004）利用一系列近似估计与插值的方法测算了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
劳动供给。 
    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影响劳动供给的微观及宏观因素，例
如张川川（2011）通过研究发现滞后期健康状况与当期劳动供给显著正相关，尹音频等（2013）
研究了不同性别、不同收入阶层群里的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敏感程度，张世伟等

（2008）将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分析得出就业扶持政策使
得贫困群体劳动供给增加，且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就业率上升而非工作时间增加引起的；理

论层面则集中于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劳动供给曲线的特征及弹性，郭继强（2005）、夏怡然（2010）
等结合 低必需支出的概念提出了低收入水平下的“S型”劳动供给曲线，丁守海（2011）基
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证明了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

即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张世伟等（2011）测算并验证了随着收入增加，不同
性别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 
    在企业层面，Lucas（1970）较早的用静态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的劳动需求，Sargent（1978）
在其基础上利用动态分析框架分析并测算了企业的劳动需求，随后部分学者结合调整成本对

这一问题的分析进行了完善，例如 Hamermesh（1988）④（1993）分别研究了企业调整成本的
结构与来源及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而在具体的企业调整成本分析中，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

	  	  	  	  	  	  	  	  	  	  	  	  	  	  	  	  	  	  	  	  	  	  	  	  	  	  	  	  	  	  	  	  	  	  	  	  	  	  	  	   	  	  	  	  	  	  	  	  	  	  	  	  	  	  	  	  	  	  	  	   	  
①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计算性，本文员工部分理论模型主要借鉴了 MaCurdy（1980）提出的方法。	  
②Becker,Gary,Ghez,et al,1972,The Allocation of Time and Goods Over the Life Cycle[J], Unpublished NBER Paper.	  
③Stafford,Frank,Stephan,et al,1972,Labor, Leisure and Training Over the Life Cycle[J],Paper presented to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④ Hamermesh,Daniel S,1988,Labor demand and the structure of adjustment costs[J],Unpublished NBER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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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离职率，例如 Bertola（1991）。然而多数学者对劳动需求的分析都假定劳动时间是固定
的，即劳动需求集中体现在就业率上，少数学者例如 Ehrenberg（1970）在企业层面利用理论
模型研究了企业存在固定与随机缺勤率①情况下对于员工劳动时间的需求，其通过模型推导发

现当企业面临固定缺勤率时较随机缺勤率倾向于更多的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而对于雇佣员工

总数的影响并不明确，Burnout （1995）在 Ehrenberg 的基础上对其结论进行了修正，其通过
建立模型论证了由于劳动者过度疲倦引发的缺勤会致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每个员工的超

时劳动时间将得到缩短。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分析宏观政策对劳动需求及其弹性的影响，例

如孙睿君（2010）基于动态面板数据针对就业保护制度对我国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周申（2006）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学术界还是国外学术界，关于超时劳
动所造成的危害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在针对超时劳动形成原因的分析中，现有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探讨，但从劳动供给与需求的角度上升到超时劳动仍需要一

个理论推导的过程，且劳动量的供给与需求与劳动时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差异②。单从

劳动供给的角度分析，目前的研究尚未能对劳动者 优的劳动供给与实际的劳动供给进行区

分，实际上无论是通过调查问卷直接获取数据，还是通过统计数据库间接获取数据，所得到

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均是实际劳动供给，而关于劳动者的 优劳动供给则需要从劳动者

效用 大化角度进行理论测算，试图以现实中的统计数据进行替代十分困难，这造成了一定

的研究空白。 
    区分劳动者 优劳动供给和实际劳动供给对于研究劳动者超时劳动的主动与被动问题十

分重要，所谓被动超时劳动，可以定义为是劳动者由于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或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导致较之 优劳动时间而不得不延长自己的实际劳动时间，这无疑会损害劳动者的

效用，从而加深超时劳动的危害性，而主动超时劳动所造成的危害性也许并不明显，甚至能

够增加员工的效用，正如 Beckers 等（2004）对荷兰全职劳动者的一次调查中所发现的那样，
超时劳动并不会必然导致劳动者的疲劳和工作低效，这一定程度还取决于劳动者工作时的主

动性，Beckers等（2008）又进一步细化了他们之前的研究，明确区分了主动超时劳动和被动
超时劳动对劳动者的影响，提出有酬劳的主动超时劳动并不会造成严峻的问题，而 Pannenberg
（2005）的研究更是表明劳动力主动进行无薪加班可以视为是对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一种前
期投资，主动无薪加班时间越长，劳动者在未来的收入会越高。与上述分析思路相同，从企

业劳动需求的角度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区分，考虑企业的 优劳动需求与实际劳动需求问题。 
    在上述基础上，若要完善对超时劳动的分析，单从劳动者或是企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必然
会导致一定的片面性，国外学者 Dickens和 Lundberg（1993）通过实证的方法证明了美国的劳
动者存在着劳动抑制现象，即有主动加班的倾向，但缺乏将企业与员工决策相结合的分析，

因而无法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故将员工的 优劳动供给与企业的 优劳动需求相

结合，对于系统地分析超时劳动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建立 优劳动时间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别从企业和员工两个角度分析

优劳动时间的决策问题，在理论上解释加班现象产生的根源，并结合实证分析考察我国现阶

段广泛存在的加班现象的性质，即对超时劳动主动性与被动性的探究， 后结合我国实际提

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① 固定缺勤率是指模型中将缺勤率视为为外生常数，而随机缺勤率则假定缺勤率是模型中的内生变量。	  
② 劳动量是对劳动时间与员工人数的综合测度，下文所提到的劳动需求与供给指的是劳动时间的需求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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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工最优劳动时间供给模型  
对于超时劳动现象的分析涉及到两类经济主体与两种决策目标，一是企业员工，追求个

人效用 大化；二是企业，追求成本 小化（利润 大化）。假设劳动合同签订的劳动时间

为 *n ，员工个人效用 大化的劳动时间为 1n ，企业成本 小化的劳动时间为 2n ，实际劳动时

间受到员工与企业势力博弈结果的影响，并受到现实中法律法规的制约，则实际劳动时间 n可

以表示为 ),( 21 nnnn = ，并可进一步将现实中的超时劳动现象（ nn <* ）大致归结为两种情况： 

（1）
21 nnn << ：此类加班对于员工而言属于被动加班，由于延长了 1nn− 部分的劳动时间，

员工的个人效用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企业则因为劳动时间受限致使利润下降； 

（2） 21 nnn << ：此类加班对于员工而言属于主动加班，但明显由于加班所延长的劳动时

间仍不能实现员工个人效用的 大化，存在 nn −1 部分的劳动抑制，同样企业也受到抑制。 
    虽然上述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表现为加班，但其内在含义以及背后反映出的员工个人效
用却截然不同，相较于主动加班，被动加班无疑会使得员工个人效用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员工提供的劳动质量并造成国民幸福感的损失，这意味着对加班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区

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需要构建理论模型计算并衡量员工的 优劳动时间①

1n 。员工决策的过程是在每一期

选择 优的消费量和劳动量以实现一生效用函数的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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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1 tLLtN −= ，表示员工劳动时间， *L 表示时间禀赋； R衡量的是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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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R ； 0A 表示初期财产水平；W 表示工资率水

平。 
    构建拉格朗日乘子λ，根据 优化条件可得 

                      λ
β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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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部分与 MaCurdy（1980）所使用的模型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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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包络定理，乘子λ度量了初期财产量 0A 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进一步，式（3）反映

出每一期的 优消费量选择依赖于经过折现调整后的初期财产量的边际效用，其中折现调整

依赖于时期偏好以及利率水平；式（4）反映了员工闲暇量（亦或劳动量）的决策，如果式（4）
为等式，则员工会向市场提供一定的劳动量，如果式（4）为严格不等式，则员工不会选择工
作。 

    由于 )(*)( tLLtN −= ，式（3）与式（4）的解可以表达成以下形式 

                     )](,)([)( tWtRCtC t λβ
= ， Tt ,...,0=                           （5） 

                     )](,)([)( 11 tWtRNtN t λβ
= ， Tt ,...,0=                          （6） 

    其中函数 ),( ⋅⋅C 和 ),( ⋅⋅N 的具体形式仅依赖于效用函数 ),( ⋅⋅U 。 

    将式（5）与式（6）带入式（2）可得 

             ∑
=

−=
T

t
tt tWtRNtWtWtRCtRA

0
1 )]}(,)([){()]}(,)([){()0( λ
β

λ
β

            （7） 

（7）式决定了λ的 优取值，并可进一步将λ转写为初始财产量、各期工资水平、利率
水平、时间偏好以及其他消费者偏好参数的形式，这说明员工各期 优劳动时间的决策仅通

过λ与外期各状态变量相联系，而λ则可反映除现期工资率外所有其他的信息。 
 

2.企业最优劳动时间需求模型 
    在劳动合同已经签署的情况下，由于劳工势力的存在，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
对于企业而言并非实现利润 大化的 优决策，因而企业倾向于在实际工作中单方面调整员

工的劳动时间（加班现象），倘若员工接受这种调整，对于企业而言会进一步提高利润，而

倘若员工不接受这种调整便会选择辞职，员工的辞职会造成企业招聘和培训等成本的增加，

因而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因此，对于员工是否选择辞职的研究，对于分析企业的 优决策具

有重要意义。 
    假设企业的工资和有效劳动量的规模外生决定①，员工在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主

要体现在企业劳动时间的不同，则对于年龄 t的员工其效用扭曲的贴现值可用下式近似表示 

                          ∑
=

−=
T

t

t tNtNq
0

12 )()(β                                （8） 

    员工选择离职具有相应的成本D，例如时间成本，其与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等个人特征
有关，假定年龄 t的员工离职的成本服从如下分布 

                             ]),([~ 2τµ tND                                    （9） 

假定离职成本小于效用扭曲值的员工会选择离职，则离职率的直观计算方法见图 1。 
	  	  	  	  	  	  	  	  	  	  	  	  	  	  	  	  	  	  	  	  	  	  	  	  	  	  	  	  	  	  	  	  	  	  	  	  	  	  	  	   	  	  	  	  	  	  	  	  	  	  	  	  	  	  	  	  	  	  	  	   	  
① 现实中员工选择离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劳动时间相比，工资率的差异仿佛是更为主要的原因，但这是
由于在现实中劳动时间的确定还会受到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与员工博弈势力的影响，因此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之

间劳动时间的差异不大，但因为本文要研究的是企业在确定工资率情况下的 优劳动时间需求，因此假定工

资率与有效劳动量外生更贴切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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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离职率直观计算方法 

定义变量 )(trr 为企业年龄为 t员工的离职率（当期离职人数占岗位满员人数的比例），

根据D的分布特点可得离职率的计算公式 

               
dDtDtrr }

2
)]([exp{

2
1)(

q

2

2

∫ ∞−
−

−=
τ
µ

τπ                 （10） 

假设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
=

++=
T

t ZtFZtFtNtrrtFtNtWC
0t

2122 ])()()()()()()([              （11） 

其中 F 为雇佣员工的数量， 1Z 衡量的是企业雇佣单个员工的动态成本，即企业招聘并培

训新员工所带来的费用， 2Z 衡量的是企业雇佣单个员工的固定成本，即企业需要支付的五险

一金等①。企业的决策目标是在保证一定有效劳动供给量 *S 的条件下实现成本 小化。 

员工劳动时间从两个角度影响企业的成本，如果企业延长单个员工的劳动时间，则离职

率会上升，导致企业动态成本上升，但与此同时相反延长劳动时间意味着企业可以减少雇佣

员工的人数（对应前文所提到的就业挤出效应），致使企业固定成本下降。随着劳动时间的

延长，倘若动态成本的上升速度超过固定成本的下降速度，便会产生一个企业 优劳动时间，

即企业延长劳动时间所带来的边际动态成本等于边际固定成本的绝对值（边际固定成本为负

值，可以理解为边际利润）。 
    有效劳动供给量由下式决定 

                             )()()( 2 tFtNtS =                                  （12） 

    构建拉格朗日方程 

	  	  	  	  	  	  	  	  	  	  	  	  	  	  	  	  	  	  	  	  	  	  	  	  	  	  	  	  	  	  	  	  	  	  	  	  	  	  	  	   	  	  	  	  	  	  	  	  	  	  	  	  	  	  	  	  	  	  	  	   	  
① Hamermesh（1993）将企业的调整成本分为 net cost和 gross cost，在本文中即体现为动态成本与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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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T

t
tStStCL λ                           （13） 

    根据 优化条件可得 

                       
)(
)()('

)( 22 tN
tSt

tN
C

∂

∂
=

∂

∂
λ ， Tt ,...,0=                         （14） 

                        
)(
)()('

)( tF
tSt

tF
C

∂

∂
=

∂

∂
λ ， Tt ,...,0=                          （15） 

联立约束条件即可求解企业 优劳动时间。 
 
 

三、实证分析 

上文利用两个理论模型确定了员工 优劳动时间决策 1n 、企业 优劳动时间决策 2n 的计

算方法，下文将利用现实中的统计数据，依据上述模型估算员工及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 
1.估算员工决策的最优劳动时间 
    假设年龄为 t的员工 i的效用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21 )]()[()]()[()](),([ 121
ωω θθ tNttCtaLaCU iiiiiii −=                 （16） 

    其中 10 1 <<ω ， 12 >ω ，反映了员工对消费与劳动的偏好程度； 0)(),( 21 >tt θθ 是对偏

好的年龄修正参数，反映了所有可能影响员工在特定年龄的偏好的因素，例如受教育的程度，

以及年龄自身等。 
    将效用函数具体形式带入式（6）并做自然对数转换后形式如下 

            )}(ln])(ln[ln)(ln{ln
1

1)(ln 22
2

1 tWtRtYtN itiii ++−−
−

=
β

ωλ
ω

          （17） 

    假设员工的偏好依据等式 )()(ln *
2 tut iii −=σθ 呈随机分布特征， iσ 为常量， )(* tui 为均

值为零的正态分布，则式（17）可进一步表示为 

               )()(ln)](lnln[)(ln
0

1 tutWkrFtN ii

t

k
ii +++−= ∑

=

δβδ               （18） 

    其中 )ln](ln
1

1[ 2
2

ωσλ
ω

−−
−

= iiiF ，
1

1

2 −
=
ω

δ ， )()( * tutu ii δ= ， βln)0( −=r 。 

    假设利率水平各期保持不变，式（18）可进一步化简为 

                      )()(ln)(ln 1 tutWbtFtN iiii +++= δ                        （19） 

    其中 )ln(ln rb += β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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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式进行差分以去除个体差异①，得到相应的差分实证检验式 

                     iii WDrND εδβδ +++= ln]lnln[ln 1                       （20） 

    实证数据选取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FPS）统计数据，CFPS 于 2010 年正式开展访问,经 2010 年基线调查界定出
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 CFPS 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
象,截至目前已公布 2010 年、2012 年两期数据，为了使数据契合本文研究目的，选取对当前
工作满意程度高②且连续参加两年调查的个体共 512 人。借鉴 MaCurdy（1981）的估计方法，
假定工资的增长路径为内生变量，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劳动时间、工资率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选取个人能力变量③和家庭背景变量④作为 iWD ln 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 小二乘法进行估

计可以得到对应参数的一致性估计量。 
    为了进一步研究劳动供给的个体差异，需要对包含 λ的固定效应项做进一步的分析。根
据式（7），假设 λln 可以由个体特征、各期工资水平的自然对数、初期财产水平以及未观察

到的随机项近似线性表示，即有 

                     ii

T

t
iii aAtWtZF +++= ∑

=

)0()(ln)(
*

0

νγφ                       （21） 

    其中 iZ 表示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个体特征， ia 为误差项。为了对上式进行估计，需要确

定员工一生中工资增长路径以及初始财产水平，假设工资增长路径及财产增长路径用下式表

示 

                       iiiii VtttW +++= 2
2

10)(ln πππ                            （22） 

                       iiiii vtttA +++= 2
2

10)( ααα                              （23） 

    受制于数据时期数较短，考虑到去除年龄增长因素后的初期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衡量员工一生的工资增长路径特征，因此可将 iF 回归检验式进一步化简为 

                         iiiii ZF ηναγπφ +++= 00                              （24） 

其中 ∑
=

=
*

0
)(

T

t
tγγ ，而 iF 可根据回归式计算得出，至于 i0π 与 i0α 的计算方法，本文利用回

归式的常数项与残差项之和作近似代替，由于残差项中包含了影响工资与财产增长路径的个

人特征变量，因此回归式中无需引进相关个人特征变量，但需要检验回归项之间的相关性，

经检验呈弱相关关系，不影响回归参数的一致性。回归结果汇总见表 1。 
 

	  	  	  	  	  	  	  	  	  	  	  	  	  	  	  	  	  	  	  	  	  	  	  	  	  	  	  	  	  	  	  	  	  	  	  	  	  	  	  	   	  	  	  	  	  	  	  	  	  	  	  	  	  	  	  	  	  	  	  	   	  
① 之所以不直接对上述回归式进行回归，是因为根据理论模型部分，该式截距项与各期工资、初期财产水平
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及未观察到的随机项相关，因此不适宜作为常数项进行回归估计。	  
②	  衡量对当前工作程度满意程度的指标取自调查问卷，分别是对当前工作时间长度满意程度以及对当前工作
薪资满意程度，本文选取回答为“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受访个体。	  
③ 根据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具体选取访员观察所得到的被调查者的理解能力、智力水平以及语言表达
能力作为其个人能力的衡量。	  
④ 家庭背景变量包括被调查者在 14岁时的父亲及母亲的学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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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员工最优劳动时间模型回归结果汇总 
 参数 估计值（t统计量） 

回归方程（TSLS） 
b  -0.017（-1.101） 

δ  0.106（0.367） 

回归方程（OLS） 1π  
0.033***（3.215） 

2π  
-1.14E-03***（-3.941） 

回归方程（OLS） 1α  
-5859.629（-1.083） 

 

2α  
137.714（0.902） 

回归方程（OLS） γ  
-0.241***（-12.184） 

ν  9.86E-09（0.264） 

 
至此可以绘制出代表性员工一生的 优劳动供给曲线，见图 2；其相关数据均取自实证样

本的均值水平，见表 2；假定员工工作年龄为 25岁至 65岁。 
表 2 代表性员工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大值 小值 样本数 
初始工资率（对数值） 2.231 0.796 5.372 -0.525 

426 初始财产水平 4.345E05 4.218E05 1.996E06 -1.974E04 
F 值 2.173 0.370 3.858 0.103 

 

 
图 2 代表性员工最优劳动时间年龄结构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员工年龄的增加，在考虑了工资率水平的变化后，员工的 优劳

动时间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倘若以每天工作 8小时为标准，则年轻的员工存在劳动抑制，
倾向于工作较长时间，而年老的员工则倾向于工作较短时间，临界点位于 40岁至 50岁之间。 
2.估算企业决策的最优劳动时间 

选取 2010年对当前工作不太满意及非常不满意的共 335个受访者的数据，根据员工 优

劳动供给模型所估参数，可以计算出其在当前工资水平下的 优劳动时间，与其实际劳动时

间之间的差额绝对值的各期贴现值之和可近似代表其效用扭曲程度，进一步由于其对当前工

作不满意程度较高却仍未离职，可认为其效用扭曲程度与选择离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十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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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此可用其剔除行业差异影响后的效用扭曲程度①的分布状态近似估计离职成本的正态分

布参数，回归结果见表 3，参数数值见表 4。由于受到样本数量的限制，不可能对各年龄离职
成本均进行估计，因此将其化分为四个年龄区间，并假设相同年龄区间的员工离职成本分布

具有相同的参数。 
表 3 离职成本回归结果 

 年龄 学历水平 性别 户口 常数项 
估计系数 -2.937*** -9.417*** 1.652 4.040 208.801*** 
t统计量 -8.816 -3.096 0.231 0.530 12.180 

调整
2R  0.154 

 
表 4 离职成本分布参数估计结果 

年龄 均值 标准差 大值 小值 JB统计量 样本量 
25——35岁 96.163 14.361 131.155 62.964 0.491 117 
36——45岁 70.951 14.306 107.111 38.862 0.523 141 
46——55岁 46.409 11.283 75.352 10.098 2.237 116 
56——65岁 21.948 11.046 40.109 -2.935 0.635 26 

 
    企业动态成本的确定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
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准予扣除，本文暂以工资基
数的 2.5%计提职工平均培训成本；招聘成本主要涉及招聘会费、摊位租赁费、广告费、入职
培训费、职工安置费等，一般企业控制在人力资源成本的 10%以下，本文暂以工资基数的 10%
计提招聘成本。 
    关于企业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五险一金”是指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几种保障性待
遇的合称，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由

于具体缴纳比例在不同地区存在些许差异，本文以各地区均值水平为基准，设定养老保险企

业缴纳工资基数的 20%，医疗保险企业缴纳工资基数的 6%，失业保险企业缴纳工资基数的 2%，
工伤保险企业缴纳保险基数的 1%，生育保险企业缴纳保险基数的 1%，住房公积金企业缴纳
工资基数的 6%。 
    根据式（14）、式（15）可得下列等式 

                   )(')()(
)(
)()( 112

2

tZtrrZtN
tN
trrtW λ=+

∂

∂
+                       （25） 

                   )(')()()()( 22122 tNZZtNtrrtNtW λ=++                      （2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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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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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变限积分函数求导公式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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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考虑到实际劳动时间和工资率均存在行业差异，为了使效用扭曲值只反映年龄特征，需要用二者之差
对年龄做线性回归，用回归模型预测的结果作为剔除行业差异的效用扭曲值，即离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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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立上式并化简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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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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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n&Singleton（1982）测算了美国的年化效用贴现因子为 0.995，考虑到该数值在国

内相关文献研究中应用较为普遍，本文赋值 995.0=β 。 

借助 Matlab 软件可以求解上述企业 优劳动时间，工资率等数据均与员工测算部分保持

一致，即代表性员工所面临的工资率，各年龄区间选取中值作为其代表性员工的年龄，表 5
反映了相关计算结果①。 

表 5 企业最优劳动时间模型计算结果 
年龄区间 25——35岁 36——45岁 46——55岁 56——65岁 

企业 优劳动时间 11.74 10.65 9.61 5.89② 
员工 优劳动时间 10.34 8.78 7.28 5.89 

离职率 0.0021③ 0.0903 0.2477 0.0235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随着雇佣员工的年龄增加，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需求在下降，根据

理论模型其主要原因是源于员工的 优劳动时间供给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倘若企业的 优

劳动时间需求不随之而下降，则员工的效用扭曲程度会上升，进而增加离职率使得企业的招

聘和成本增加；除此之外，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与员工 优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值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体现在效用扭曲或离职率上也呈现出相应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其主要受

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同样延长一小时劳动时间，年轻员工的效用扭曲更显著，因此离职

率对延长的劳动时间弹性更大，企业在对年轻员工做出超出其 优劳动时间的加班决策时会

变得更为谨慎；二是员工离职成本的均值较方差对年龄的增长有更大的弹性，这意味着随着

员工年龄的增长，其对延长的劳动时间也会变得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其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

重视④，因此企业对年老员工的加班决策也会比较谨慎；综合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与员工 优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值伴随员工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 
上文描述了企业 优劳动时间的年龄结构特征，为了进一步反映工资率与企业 优劳动

	  	  	  	  	  	  	  	  	  	  	  	  	  	  	  	  	  	  	  	  	  	  	  	  	  	  	  	  	  	  	  	  	  	  	  	  	  	  	  	   	  	  	  	  	  	  	  	  	  	  	  	  	  	  	  	  	  	  	  	   	  
① 计算过程的实现方法见附录。	  
② 不难发现对应此年龄区间的企业 优劳动时间等于员工 优劳动时间，原因在于受制于离职成本服从正态

分布的假定，即使员工效用扭曲为零，离职率也不为零（这可以解释为员工有除劳动时间、工资水平外的其

他离职动机，尤其针对接近退休年龄的员工，其可能选择提前内退），这可能导致员工 优时间水平处的企

业边际动态成本大于边际固定成本的绝对值，此时企业 优劳动时间便等于员工 优劳动时间。	  
③ 此处的理论离职率明显低于实际离职率，原因在于此处衡量的仅是由于劳动时间的差异以及其他非工资水
平因素所引起的离职。	  
④ 离职成本的估计是根据对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较低的受访员工的效用扭曲值进行估计的，因而离职成本的
特征反映的不仅是找寻工作的成本，也度量了一部分影响员工自身效用值的因素，例如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

等，若对自身健康越重视，同样延长一小时劳动时间所带来的效用扭曲值必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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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间的关系，选取 40岁代表性员工，绘制图 3。 

 

图 3 企业与员工最优劳动时间的工资率结构 
从图中可以看出，企业 优劳动时间虽然随工资率的变动发生明显变动，但其与员工

优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值基本不变，这意味着这种变动主要是因为员工 优劳动时间随工资率

发生变动。对于员工而言，工资率作为其各期 优消费的预算约束直接影响其效用函数，因

此会直接影响员工劳动时间的 优决策，而对于企业而言，因为工资率的高低主要影响的是

企业的 优劳动投入量，而根据模型可以看出企业 优的劳动时间与劳动投入量无关，影响

的只是企业雇佣员工的人数，工资率对于 优劳动时间的作用机制除了通过员工 优劳动时

间外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动态及固定成本。 
3.超时劳动的性质 
    为了更好的将理论模型应用于实际，分析超时劳动的性质，即区分主动性与被动性，下
文将针对不同行业分类及工作性质进行分析。 
（1）超时劳动与行业分类 
    不同行业之间由于其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就业年龄结构和工资结
构，根据员工的 优劳动时间模型可知，年龄与工资率是员工 优劳动时间的两个 主要的

影响因素①，而员工 优劳动时间又与企业 优劳动时间密不可分。在获取各行业就业年龄与

工资率的数据后，便可计算出不同行业内员工与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对比其实际劳动时间，

即可进一步区分相较于我国每日 8 小时的标准工作制是否存在超时劳动，以及超时劳动的主
动性与被动性。 

为与模型实证数据保持一致性以确保参数估计的适用性，下文中数据同样选取自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统计数据，按行业进行区分并筛选②总共获取了 4337 个样本，相关统计
数据及计算结果见表 6。 

 
 
 
 
 

	  	  	  	  	  	  	  	  	  	  	  	  	  	  	  	  	  	  	  	  	  	  	  	  	  	  	  	  	  	  	  	  	  	  	  	  	  	  	  	   	  	  	  	  	  	  	  	  	  	  	  	  	  	  	  	  	  	  	  	   	  
① 为了简化分析，此处假设员工的个人特征变量没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即 F的值在各行业间保持均值水平的
一致。	  
② 主要为剔除无效数据，例如空缺数据及极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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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及模型计算结果 

行业 
年龄均值 
（岁） 

工资率均

值（元/小
时） 

实际劳动

时间 
（小时） 

员工 优

劳动时间

（小时） 

企业 优

劳动时间

（小时） 

样本数 
（个） 

采矿业 40.209 8.236 9.511 8.453 10.313 139 
制造业 37.095 8.998 9.243 8.990 10.680 1636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35.889 9.986 8.968 9.249 10.889 63 

建筑业 40.869 10.332 9.561 8.508 10.438 435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36.255 14.339 9.705 9.610 11.260 424 

住宿和餐饮

业 
34.535 7.725 9.669 9.159 10.739 299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29.028 18.871 8.722 11.176 12.546 36 

金融业 38.141 26.010 8.297 9.885 11.665 64 
房地产业 33.188 14.94 8.219 10.170 11.680 32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35.393 17.903 8.143 10.011 11.621 28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

务业 
39.955 7.808 9.302 8.405 10.265 354 

教育 34.756 10.638 8.7 9.475 11.065 90 
卫生和社会

工作 
40.213 8.344 9.307 8.464 10.324 75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37.212 17.554 7.848 9.649 11.359 33 

 
    受到样本数量较小的限制，上述行业中没有包括“农、林、牧、渔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等行业。为更直接的体现出超时劳动的性质，绘制图 4。 



	   1
4	  

 

图 4 不同行业的超时劳动的性质 
    结合图表可以看出，在未区分超时劳动性质时，依照实际劳动时间的长短进行排序，则
超时劳动现象 严重的行业依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建

筑业”、“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

等，这与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对于各行
业劳动时间的排序十分一致①。 
    然而单独依照实际劳动时间对超时劳动的严重程度进行排序是不全面的，更科学的方法
是依据超时劳动所带来的效用扭曲程度进行排序，这涉及对超时劳动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区分。

所谓被动超时劳动，可以定义为是劳动者由于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或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导致较之 优劳动时间而不得不延长自己的实际劳动时间，与 优劳动时间的差距越大，则

劳动者效用扭曲更显著，超时劳动的危害性也越大；而主动超时劳动所造成的危害性主要体

现在不利于社会就业的扩大上，对于员工而言也许并不明显，甚至能够增加员工的效用，如

若员工 优劳动时间显著大于实际劳动时间，则存在劳动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倘若限制员工

劳动时间反而会降低员工的效用。 
按照上述思路，“采矿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卫生

和社会工作”、“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属于被动

超时劳动，其被动性逐渐减弱；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教育”、“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属于主动超时劳动，其主动性逐渐减弱。结合

表格中数据不难发现，被动超时劳动的行业集中于制造业与低端服务业，多是由于其平均就

业年龄较大、员工薪酬较低所致，而主动超时劳动则集中于高端服务业，体现为平均就业年

龄较小、员工薪酬较高。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到现实中相关法律法规对劳动时间的限制，上述行业的实际劳动

	  	  	  	  	  	  	  	  	  	  	  	  	  	  	  	  	  	  	  	  	  	  	  	  	  	  	  	  	  	  	  	  	  	  	  	  	  	  	  	   	  	  	  	  	  	  	  	  	  	  	  	  	  	  	  	  	  	  	  	   	  
① 虽然样本数据来自于 2010年，但 4年间各行业间的年龄结构和工资结构变化不会特别显著，因此与 2014
年官方统计数据相一致依然说明了样本的科学性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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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均低于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其中存在被动超时劳动现象的行业两者之间差距较小，而

存在主动超时劳动现象的行业两者之间差距较大。 
（2）超时劳动与企业性质 

与上述分析思路类似，数据同样选取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统计数据，按工作所
属企业的性质进行区分并筛选总共获取了 4255个样本，相关统计数据及计算结果见表 7。 

表 7 企业性质描述性统计及模型计算结果 

行业 
年龄均值 
（岁） 

工资率均

值（元/小
时） 

实际劳动

时间 
（小时） 

员工 优

劳动时间

（小时） 

企业 优

劳动时间

（小时） 

样本数 
（个） 

政府部门、党政

机关、人民团

体、军队 
42.863 12.257 8.188 8.367 10.457 531 

国有/集体事业
单位、院/科研

院所 
39.375 13.667 8.468 9.075 10.885 656 

国有企业、国有

控股企业 
39.010 12.714 8.821 9.006 10.816 914 

集体企业 42.966 8.501 9.122 8.049 10.129 205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36.239 12.597 9.026 9.479 11.129 381 

私营企业 36.720 10.032 9.270 9.094 10.784 1864 
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 
33.939 11.904 9.313 9.757 11.307 99 

外商投资企业 33.706 19.726 8.988 10.292 11.862 252 
农村家庭经营 41.697 8.212 9.110 8.161 10.161 145 
个体工商户 37.091 9.661 9.735 9.058 10.748 1006 
民办非企业组

织 
36.188 7.522 9.588 8.976 10.606 85 

社区居委会、村

委会等自治组

织 
47.080 7.593 8.014 7.418 9.888 138 

    由于受到样本数量较小的限制，工作性质中没有包括“协会、行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
为进一步体现出超时劳动的性质，绘制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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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企业性质的超时劳动性质 

从图中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特征，首先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显著的劳动抑制现象，从表格中

数据也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薪酬水平较高，年龄较为年轻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其超时劳动对员工所带来的危害性较低，适当延长劳动时间反而会提高员工的效用，这与

Dickens（1993）分析美国企业存在劳动抑制的结果相类似，但会致使企业减小雇佣员工的规
模，不利于吸纳社会就业；其次，以我国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代表，其员工的 优劳

动时间与实际劳动时间十分接近，超时劳动的危害性也较小，反映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提

升企业效率、进而提升员工薪酬水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除此之外，以我国集体企业、

农村家庭经营以及个体工商户性质的企业为代表，其员工存在显著的被动超时劳动现象，因

而对员工而言产生的危害性较大。 
对于企业而言，与按行业分类的结论相类似，企业 优劳动时间均高于实际劳动时间。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员工及企业的 优劳动时间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年、2012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拥有较高收入水平、较年轻的员工倾向于工作较
长时间，而对于企业而言，其 优劳动时间与员工的 优劳动时间在年龄结构与工资率结构

上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两者之间的差值则随着员工年龄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且对工资

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较低。进一步结合不同行业及企业性质考察超时劳动性质时发现， 第二产
业及低端服务业、集体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被动超时劳动，而高端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存

在较为明显的劳动抑制现象，这有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关措施以减弱超时

劳动所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1.超时劳动与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可以定义为在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构成中，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
组织、产业技术装备等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或过程，由此可见产业转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

念，包括了产业在结构、组织及技术等多方面的转型，当产业转型后其结构、组织更加合理，

技术更加先进，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并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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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业升级，因而产业转型是手段与过程，产业升级是目标与结果。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重工业为主导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的
弊病逐渐显露，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等问题层出不穷，因而实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

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对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于产业的演进，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就

业比重过高，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 
克拉克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劳动力会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

而第三产业的逐步转移，具体体现为劳动力结构的演进，然而这一进程受到了我国当前许多

因素的阻碍，经过上文的证实不难发现，低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被动超时劳动现象较为严重，

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升级。 
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低端服务业，在短期内容易吸纳大量从第一产业转移劳动力，

因为其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相对高端服务业而言较低，其收入水平以及工作质量相较

于第一产业较高，因而第二产业及低端服务业有推动我国劳动力结构演进的先天优势，然而

这一优势的发挥却受到了另一阻碍因素的影响，即被动超时劳动。通过上文的理论及实证数

据检验，第二产业及低端服务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被动超时劳动现象，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从业

人员的效用水平以及工作的积极性，甚至出现“过劳死”现象，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流

动，考虑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的超时劳动

无疑会使劳动力望而生畏；而且被动超时劳动现象多是由于小时工资率低下所造成的，这会

使企业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而技术升级动力不足，使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从而难以实

现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 
除此之外，第三产业中的高端服务业存在明显的主动超时劳动现象，虽然其对员工的危

害性远远小于被动超时劳动，但从企业的角度分析，其 优劳动时间相较实际劳动时间有较

大差值，一是限制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二是企业更倾向于延长现有员工的劳动时间，因此主

动减少雇佣的员工数量，使第三产业超时劳动与社会失业并存，不利于第三产业吸纳就业。

而且在我国现阶段，高端服务业凭借其高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高素质应届大学生，但超时劳

动所引发的各种职业疾病也深深困扰着高端服务业的从业者，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成为常

态，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换来的短期高收益无疑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作状态，倘若产业转型不

能带来从业者生活质量和状态的提升，便不能称之为有效的转型，产业升级更无从谈及。 
综上所述，无论是被动超时劳动还是主动超时劳动，均对我国产业转型与升级形成了一

种特殊的阻力，倘若不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和途径消除这一特殊阻力，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

期可持续性发展。 
2.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可知在我国现阶段的超时劳动兼具主动性与被动性，主要体现在行业差异与企

业性质差异。消除超时劳动所带来的危害，除了通过监管及其他措施限制劳动时间外，更有

效的方式是通过调整工资率等方式应影响员工的 优劳动时间，使之接近于社会 优的劳动

时间①，并缩小员工与企业 优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同时减小员工效用与企业利润的扭曲程

度。 
（1）调整员工工资率 
    针对被动超时劳动，提高工资率可以有效的减轻员工的效用扭曲。 
    总体上提高员工工资率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短期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提
升员工工资所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二是员工工资所占企业利润总额比重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企业利润。 
    第一种方法的实质是改变企业现行的收入分配方式，具体又可分为强制式改变和演进式

	  	  	  	  	  	  	  	  	  	  	  	  	  	  	  	  	  	  	  	  	  	  	  	  	  	  	  	  	  	  	  	  	  	  	  	  	  	  	  	   	  	  	  	  	  	  	  	  	  	  	  	  	  	  	  	  	  	  	  	   	  
① 社会 优劳动时间是综合考虑社会就业率、在职员工效用、企业利润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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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强制式改变是指在短期内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一次性提高员工收入占比，这会有损于

企业的实际利润总额，从而损害到企业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集团必定会阻挠法律法规的实

际执行，使得其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渐进式改变则是通过采取措施逐渐增强员工势力，从而

增强员工与企业的工资议价能力，达到提升员工工资率的目的，例如完善我国劳动者权益保

障的相关法律、制度，减弱工会对企业的依附性等，此方法较强制式改变更温和，且随着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刘易斯拐点的逼近，我国劳动力势力的提升有其历史必然性。 
第二种方法则更多涉及企业的发展战略，例如增加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研发新产品，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注重供给侧改革；国家层面则可制定一系列鼓励服务业企业技术创

新的政策，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从而达到提升企业利润，进而提升员工工资

水平的目的。 
针对主动超时劳动，有效的途径是降低超时劳动部分的工资率，Idson(1991)通过实证检验

证实了这种效应。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
该项规定对于我国第二产业以及低端服务业的被动超时劳动的员工具有保护作用，但针对以

高端服务业为代表的行业内的员工，反而会激励其进行超时劳动，因此建议针对存在主动超

时劳动的行业应降低加班工资率。 
（2）降低企业 优劳动时间 

企业延长员工劳动时间可以减少雇佣员工的规模从而减小雇佣固定总成本，但相应的雇

佣动态总成本会增加，倘若动态总成本对劳动时间的敏感程度更高，即延长劳动时间动态总

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于固定总成本，则企业自然不会选择延长劳动时间。 
影响动态总成本的因素首先是员工的离职成本分布特征。根据离职率的计算方法，员工

只要认为自己的效用扭曲值大于离职成本便会选择离职，因此当员工离职成本的均值下降时，

企业延长劳动时间会致使员工离职率上升的速度更快，这迫使企业在做出加班决策时不得不

更加谨慎。降低员工离职成本的方法可以是采取措施降低社会失业率，例如政府大力促进新

兴行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实现每年新增岗位数的持续增加，减少员工寻找新工作所需要

付出的时间成本。除此之外，还可以提升企业为单个员工所付出的招聘和培训成本，这会致

使离职率上升相同的幅度所产生的动态总成本更高，例如采取措施提高企业招聘和培训单个

员工的必需投入标准。 
综上所述，为了根治我国企业员工超时劳动的现状，必须从产生超时劳动的本质原因，

即员工及企业 优劳动时间决策机制入手，提出相应建议，力图一次性解决我国超时劳动现

状不具有可操作性，较为有效的措施均为长期渐进式措施，例如逐步增强员工势力、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失业率等，唯有逐步减弱以至于消除超时劳动所带来的员工效用扭曲

及企业利润扭曲，才能更为全面的保证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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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icro-mechanism of Overtime in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2014 China's labor market report",  the phenomenon of working 
overtime is severe. In this paper, by 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optimal working time towards workers 
and firms, we have discussed the cause of overtime in theory, which is due to the worker chasing 
after the maximum of utility and the firm aiming at minimizing its cost.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and 2012, we estimate the optimal working hours’ sensitivity 
to age and wage rate. Younger workers with higher wage rate tend to work for a longer time and the 
firm’s optimal working time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workers in terms of the reaction to the changes 
in age and wage 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optimal working times goes up and then goes 
down along with the workers’ age growing, and it is non-sensitive towards the wage rate changing. 
Furthermore, combining the properties of working overtime with job’s category and ownership, we 
find that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primary service industry and collective enterprise exist the 
phenomenon of “working overtime involuntari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vanced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 have working hours’ restriction compared to the optimal ones. 
Finally, the phenomenon of working overtime will obstru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structure in China. Measures such as adjusting the wage rate and shortening the optimal 
working time of firms should be take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distortion of utility and profit 
brought by working overtime and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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