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
性别差距
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超过我们的预期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卡尔帕纳·科赫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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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孩子，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要相信我

性别差距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假设，男性和女性

们无所不能，世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 在出生时拥有相同的潜力，但由于两性在教育、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现实并不能达到她们期望

医疗、经济、科技、法律权利以及社会和文化

的高度。我们两个人都成长于印度相对保守的

因素方面的差异，使女性无法充分发挥其潜

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环境中，并不存在完全

力。反过来，女性面对的这些障碍导致雇主可

的平等。我们认为性别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

选择的人才储备减少（Kochhar，Jain-Chandra，

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但在开始深入探讨

and Newiak，2017）
，结果造成生产力下降和

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也是一个

经济增速放缓。据估算，女性的经济赋权的缺

同样重要的经济问题。

失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在发达经济体中占 GDP

女性几乎占世界大约 50 亿劳动适龄人口
的一半。但仅有大约 50% 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

的 10%，而在南亚、中东和北非等地区则占到
GDP 的 30% 以上。

队伍之中，而男性的这一比例高达 80%。女性

最近的研究表明，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

劳动力参与率较低，而且在非正式行业中，带

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超出了我们以前的估

薪工作的女性比例偏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发

计。这是因为女性和男性可能具有相同的潜力，

如果女性在那些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风险较大的工作
中的占比过大，那么旨在提高女性带薪工作的人数
并缩小两性工资差距的政策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
果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展中经济体。在那里，针对雇主的法规较少， 但就经济价值而言，他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技能
因此工人更容易遭受工资较低、失业等不公待

和想法（Ostry and others，2018）
。性别差异可

遇。而且，即使在正式行业中，与男同事相比， 能体现了社会规范及其如何影响成长过程、社
接受过相同教育的女员工的工资也较低。由于

会互动、风险偏好以及对激励措施的响应。例

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较短，所以她们年老时领

如，多项研究发现女性更厌恶风险，这说明她

到的养老金也较少，从而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 们更害怕失败，竞争力更弱。女性的警惕心强，
在那些参加工作的女性当中，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也有不少好处 ：那些董事会成员的性别比例

高管职位或是创办自己的企业。女性在家里也

基本相同的公司的业绩更好，这一点尤其体现

承担着更多的无报酬劳动，包括照顾孩子和干

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银行业

家务活。这些因素可能限制了她们从事带薪工

监管机构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也与更好的金融

作的机会，并且面临就业面狭窄的局面。

稳定性有关（Sahay and Čihák，2018）
。同样，

IMF 的研究表明，两性间不平等的竞争环
境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IMF 早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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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性董事占比较大的银行拥有更强的资本
缓冲、更低的不良贷款比例、更强的抗压能力。

性别平等

Dabla-Norris, revised 2/6/2019

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女性任职管理岗位有利于提
高思想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
依托宏观经济、行业和企业数据，IMF 最
近开展的一项研究（Ostry and others，2018）表
明，由于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技能和视角，包
括对于风险和协作的不同态度，所以他们在职场
中有着互补作用。因此，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职

图1

越障训练场
消除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障碍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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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5%。其中，五分之四的增幅来自鼓励更多工
人进入劳动力队伍，但五分之一的增幅来自通过
增加性别多样性所实现的生产力的提升。这项研

LFP中消除性别差距后的商品产出增长；E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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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这些方面的增
幅超过了 20%（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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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说明，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会大幅度提高
经济福利，带来消费品、家庭生产和空闲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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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MF员工的估算。
注：见 O s t r y 等人（2 0 1 8），以了解计算 过 程 。E S = 替 代 弹 性 。E S 等
于 1 . 5，表明男性 和 女 性 在 生产 过 程中互 补。F L F P = 女 性劳 动参 与
率；LFP=劳动参与率。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当更多的女性进入劳
动力市场时，男性也将从中受益。这是为什么呢？

项研究发现，尽管各国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

因为女性的补充性技能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使得

所有行业和职业中，女性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人数

每个人的工资增加。当更多工作者竞争工作岗位

都更多。

时，人们可能会存在工资下降的预期，但上述生

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40 岁以上的女性

产力的提高足以弥补工资的下降，而且使工资有

以及从事低技能文员和销售岗位的女性而言，失

所增加。

业风险非常高。而且，无论行业和职业，女性从

但只是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是不够的。 事技术替代风险较低的职业和管理岗位的人数占
对于女性在千变万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

比都较低。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在银行和银行

挑战，IMF 最近的一次调查为世人敲响了警钟

监管机构董事会中所占席位不足 20%（Sahay and

（Brussevich and others，2018）
。数字化、人工智

，女性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占比不足
Čihák，2018）

能和机器学习正在吞噬那些乏味的、重复性的工

2%。在飞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与男性相比，女

作，而使那些需要管理和认知技能的工作变得更

性成为经理和专业人才的几率要低 15%，而成为

有价值。如果女性在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风险较大

文员和服务性人员的几率却高出 19%。
（见图 2）
。

的工作中的占比过大，那么旨在提高女性带薪工

考虑到科技发展的现状，这项研究估计，20

作的人数并消除两性工资差距的政策所带来的来

年内 30 个国家
（2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之不易的好处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确，这

以及塞浦路斯和新加坡）中的 2600 万位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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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劳动力市场中旨在提高技能、在工作者与岗位
之间建立纽带关系以及促进就业创造的政策来确保
对失业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支持将至关重要。
工作岗位被科技进步取代的可能性将超过 70%。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政策在努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表明有 1.8 亿女性存在失去

力创造机会、消除障碍。那些能帮助女性更轻松

工作的风险。虽然更多的男性工作岗位存在被自

地协调好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尤其

动化技术取代的风险，但失业女性人数在女性劳

能发挥积极作用。

动力队伍中的占比更大。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该 ：

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性别不平等存在多面
性，目前尚无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最有

●

投资基础设施。例如，在南非的农村地区，

电气化使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了 9%。在印度，

效的政策方法也因国而异，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建设足够的卫生设施缩小了两性在教育和劳动力
当前的性别差异、新科技影响经济的速度。这里

参与率方面的差距。墨西哥推出了专供女性乘坐

有三大方面需要重点强调。

的公交车，从而确保她们的乘车安全。

首先，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的政策 ：我们

Dabla-Norris, revised 2/6/2019

●

通过提高融资的便利度来支持女企业家。

发现有各种体制、法律、监管和财政政策杠杆在

女性经常面临更严苛的贷款抵押要求、更短的贷

鼓励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之中。虽然目前尚无

款期限、更高的贷款利率（见本期《金融与发展》
，
“关乎女性未来的银行业务”
）
。像马来西亚的女
企业家融资计划以及智利的简化存款账户这样的
举措都有利于缩小两性在贷款利率上的差距。

图2

人类，机器人

●

各国在男性和女性在工作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风险方面的差异巨大。

制定有关遗产和财产权的法律。马拉维、纳米比

（存在被自动化取代高风险的女性工作岗位和男性工作岗位的数量之比）

3.5

亚和秘鲁都修订了本国的法律体制，以减少性别

日本

歧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三个国家的女性劳

3.0

动力参与率将不断提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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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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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应该 ：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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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加拿大

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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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7.5

8.5

9.5

斯洛文尼亚

10.5

11.5

变了育儿方面潜在的性别角色的传统。

希腊

●

意大利
土耳其

12.5

13.5

存在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高风险的工作占比，%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估算。
注：见Ostr y等人（2018），以了解计算过程。

推动产假和陪产假间更大的平等。在瑞

典，这项政策帮助母亲更快地回到工作岗位，改

挪威
英国

美国

比利时

●

奥地利

新西兰

1.0
0.5

促进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具体措施包括

14.5

15.5

确保更多的民众获得价格合理、高质量

的育儿服务。例如，日本将育儿假的补贴额度从
占工资的 50% 提高到 67%。研究表明，如果将
育儿成本降低一半，那么劳动力市场中年轻母亲
的人数将会增加 10%。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女
性比男性对具体的税收政策更为敏感，包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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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处罚次要收入者（大部分仍为女性）的政策， 的方法。
而用个人所得税取代家庭所得税。目前，加拿大、

再次，帮助失业者顺利度过过渡期 ：
鉴于女

意大利和瑞典都推行了这种政策。实践证明，针

性面临着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的极高风

对低收入家庭的减税政策也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就

险，通过劳动力市场中旨在提高技能、在工作者

业率。其原因是 ：减税能降低税务负担并增加女

与岗位之间建立纽带关系以及促进就业创造的政

性的税后收入，从而使女性能更积极地进入或留

策来确保对失业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样的支持将

在职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美国的所得税退税政

至关重要。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还应适应更灵活

策，以及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退税和收入支付

的工作形式，如远程办公。为了解决科技飞速发

转移相结合的政策。

展带来的收入安全每况愈下的问题，有些发达经

其次，培训女性掌握必要技能并向职场中
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投资方面
的女性赋权的政策 ：

济体可能会考虑扩大无须员工缴款的养老金范
围，并推行基本收入保障金。

实现两性平等，这样才能保证女性能获得高质量

近十年来，尽管各国在确保经济机会的平等

的工作。例如，IMF 的研究表明，如果印度各邦

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

将教育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 1%，那么女性

做。好消息是，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性别平等的

劳动参与率便会提高 2 个百分点。增强个人技能

重要性。目前，决策者、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向女

成为女性避免工作岗位被高科技取代的最有效手

性提供平等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诸多好处。

段，也可使女性在新的工作机会中获益。

他们正在努力完善该领域内的政策和实践。IMF

对于已经身在职场的女性而言，一些财政工
具，如荷兰针对女性培训活动的减税政策以及法

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国际组织、政府、公民社会组
织和私营部门合作，通过提供政策建议和分析，

国移动个人学习账户，都能消除终生学习的障碍。 减少性别平等面临的障碍。
多国还考虑通过专项工资税和公共拨款为私营企
业提供的培训进行补贴。各方应齐心协力，通过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Era Dabla-Norris）是IMF

为企业制定相关的招聘和人才留任目标，以及像

财政事务部处长，卡尔帕纳·科赫哈（Kalpana

挪威那样确定提拔配额、开展指导和培训计划等

Kochhar）是IMF人力资源部主任。

形式，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能升迁到管理和领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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