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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难等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支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对缓解

就业困境、驱动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创业活动与家庭社会资本紧密相关，子女的创业选择也会受到

父母就业类型的影响。使用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重点探讨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

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

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果依然稳健。( 2)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的抑制效应在儿子和女儿之间

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存在异质性，对儿子和高收入家庭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3) 从作用机制来

看，父母在体制内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而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能影响其创业概率。
( 4) 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会对子女创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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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它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促进就业、推动经济转型有

着重要意义［1］。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转型、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的不断发展，就业难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缓解就业困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支持创新创

业的公共政策体系也逐步形成。2019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定调 2020 年经济工作时就强调，全面

做好“六稳”工作，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而创业是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2021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更是进一步指出，多渠道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
由于创业结果难以准确预估，创业者将承担比受雇者更高的风险，因此创业这一职业选择从根本上

来讲也是一项风险决策，父母的社会资本在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将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创业选

择［2］。父母职业与其社会资本紧密相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建成并日益完

善，但诸多市场化的制度藩篱依旧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就业部门可以分为

“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其中政府、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通常有着更低的失业风险、更好的福

利待遇和更高的社会声望。在体制内就业的父母往往能够将其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源，为子女提供更

好的就业选择。
学界围绕体制内就业的代际传递展开了相关论述［3-5］，多数学者肯定了就业优势的代际传递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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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鲜有学者专门探讨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本文旨在探寻父母在体制内就

是是否会抑制子女从事风险系数较高的创业活动? 这种抑制效应在儿子和女儿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在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抑制子女创业选择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

究能够从代际关系视角提升社会对于体制内家庭子女就业选择的认知，推进创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二、相关文献回顾

“创业”这一概念由“创业者”衍生而来，早在 16 世纪中叶，法国学者理查德·坎蒂隆便提出了
“创业者”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商业活动中的财务风险承担者［6］。1921 年，美国学者 Knight［7］首次

界定了创业的概念，他将创业看作是一种能够成功预测未来的能力。之后学者们就创业内涵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探讨。Busenits et al．［8］把创建新企业作为一种创业活动。Lumpkin and Dess［9］则从心理

学视角，用风险承担、创新等因素来诠释创业倾向。由于研究领域和知识储备的差异，学者们对创业

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这也铸就了创业内涵的多元化特征。
已有关于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在行业、制

度环境、社会网络、对外开放度、GDP 水平等因素中寻求解释［10-12］。二是以个人特征为导向，研究发现

个人的性别、性格、人力资本、风险偏好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人们的创业选择。具体来说，女性的

创业倾向通常低于男性［13］，个体的主动性人格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创业意愿［14］。人力资本方面，赵

朋飞等［15］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了城乡家庭创业的异质性。而就风险偏好而言，陈其进［16］基于 ＲU-
MIC 数据，论证了风险偏好度对创业率的正向效应，并指出这种正向效应在不同性别和学历的人群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三是从家庭特征的维度，分析家庭内部人口结构、健康状况、家庭金融约束以及家

庭资本禀赋等因素对创业选择的影响［17-19］。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引发热议，创业行为代际传递成为不

少学者关注的议题。Andersson and Hammarstedt［17］的研究表明，创业行为在父代和子代之间有着很强

的相关性，当本地居民普遍具备自主创业能力时，他们的后代往往会在与父辈相同的业务领域中自主

创业。这一研究也佐证了 Kramarz and Skans［20］的观点，即父母作为子女的强社会关系，是影响子女就

业的重要因素。此外，有关父母对子女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还集中于父母政治资本( 官员身份及行政

职位) 与子女创业之间的关系，官员家庭可能会因为“避嫌”的缘故降低其子女创业的概率［21］，而关于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是否会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在中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显著影

响资源配置，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通常享有一定的制度优势，高福利、高声望和低风险让体制内单位

有着很强的吸引力［20］，不少研究认为，在体制内就业的父母会凭借家庭背景优势为子女创造排他性

的利益，进而转化为子女的就业优势，因此体制内就业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22］。但与此同时，体制

内单位所享有的制度便利又是驱动创业的有利条件，父母也能在子女创业之初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那么，父母在体制内就业会抑制子女从事风险系数较高的创业活动，还是会增加其子女创业的概率，

是本文想要重点探究的问题。
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的数据，探讨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

的影响，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已有关于子女创业选择的代际传递研究多集中于考察父母政治

资本( 官员身份及行政职位) 与子女创业之间的关系，对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研

究相对缺乏。第二，考虑到因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 IV-
Probit) 进行分析，之后考察结果是否依旧稳健，旨在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此外，父母在体

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可能会在子女性别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存在差异。第三，进

一步甄别了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内在机制，发现子女受教育水平是父母在体制内

就业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潜在路径。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一)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理论机制

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现象，具体表现为城镇和农村就业、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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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差异性。体制内就业人员通常享有一定的制度优势，高福利、高声望和低风险使体制内单位成员

有了更多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社会资本概念的雏形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古巴学者 Hanifan［23］在

其著作《The Community Center》中提到了社会资本，他在进行社区研究时发现，社区参与对当地教学质

量有着正向效应，社会资本一方面是成员间相互协作、彼此信任以及群体行动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是

推动个体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强化的资源。在此基础上，Bourdieu［24］将资本看作是劳动积累的过程，个

人或团体以掌握资本为手段换取更多资源。Granovetter［25］在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概

念，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能够获得收益的资源，没有人能够在社会中完全成为孤立的个

体，嵌入这一说法蕴含着个体对社会的依存感以及对社会结构中有益资源的追求。Coleman［26］指出个

体之间存在一种社会网络，义务关系是连接个体间网络的纽带，基于社会网络获得的社会资源就是社

会资本。Nahapiet and Ghoshal［27］强调，社会资本嵌入社会网络中，是实体与潜在资源之和，社会资本

积累的过程也是资源获取和交换的过程。Lin［28］同样从社会资源视角出发，以资源投资回报为切入点

赋予了社会资本新的定义，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与物质、人力等其他资本一样能够实现增值的资源，这

一定义突出了个体的理性行动和主观能动性在获取社会资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能够通过一定的制度优势拥有更多积累社会资本的渠道，社会资本作为重要

的资源，具有代际传递性。体制内就业同样具有代际传递性［3-5］，父母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负向

效应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烙印理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它渗透在各个方面，受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安稳环境影响，子女很多容易形成风险规避

思维［29］，这会降低子女的创业意愿，提高其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30］，即烙印效应; 二是在体制内

就业的父母通常看重就业的稳定性、福利和社会地位，他们期望子女也在体制内就业［3］。尽管体制内

的制度便利可能使其成员产生寻租动机，子女能够从父母处获得一定的创业支持，即助推效应，但从

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尽管父母在体制内就业能够为子女创业提供相应的制度便利( 如提高行政审批

通过率等［31］) ，然而在反腐倡廉力度空前的背景下，体制内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寻租动机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有效抑制，因此降低了体制内成员子女创业的概率［21］。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抑制子女创业的间接效应体现在体制内成员会通过社会资本积累，为子女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增加其获得理想工作的可能性，降低子女创业激励，进而抑制其创业。受制于所

处环境，个体信息获取量及其来源均存在局限性，而社会资本能够扩宽个体的信息来源，有助于行动者获

取信息等有利资源，实现信息共享，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保障信息质量［32］。但与此同时，也有不

少学者指出，过度的社会资本会抑制团体的创造力与活力。社会联结过于紧密会导致成员的“搭便车”
现象，从而减少成员对新鲜信息的接收，这对组织活力和创造力是不利的，对强联结的过分依赖也会抑制

成员知识分享的积极性［33］，这对创新创业是不利的。社会资本的过度嵌入会导致一定的盲目性，容易使

人安于现状，循规蹈矩，进而抑制创新思想。长期且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增强社会资本的同质性，这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成员对外部新鲜开放信息的获取，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27］，对创新创业同样存在负

面影响。父母在体制内就业能够通过享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

育条件，子女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教育对创业行为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两种路径: 一是高学历

者通常更可能获得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和学历较低者相比，高学历者在选择创业时也将面临更高的机会

成本，进而抑制自身的创业意愿［34］，尽管随着市场化改革程度的提高，有诸多劳动力进入体制外就业，其

中也不乏部分高学历者，但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依旧占多数。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教育程度的提高代表

劳动者得到自己理想工作的概率更大，这将降低其创业激励和可能性［35］。二是高学历者在择业时往往

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厌恶，而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低风险工作［36］，创业作为众多就业选择中风险较高的一

种，通常会被很多高学历者回避。体制内单位通常有着更低的失业风险、更好的福利待遇和更高的社会

声望。尽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创业人员中也有相当比例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这不意味着比起进入

体制内就业，高学历者更倾向于创业，很多名校高学历毕业生依旧选择了体制内就业。随着党的十八大

以来反腐力度的加大，体制内家庭的寻租动机遭到抑制，加之创业本身就是一项风险决策，面对创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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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提高，子女的创业意愿可能会降低。因此接受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来看依旧降低了劳

动者选择创业的概率。基于此，提出假说 1 和假说 2。
假说 1: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父母在体制内就业会降低子女创业的概率，具体体现为烙印效

应大于助推效应。
假说 2: 子女受教育水平是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潜在路径，父母在体制内工作

会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进而抑制子女的创业选择。
( 二)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社会分层理论强调，以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社会群体划分成具有高低次序的若干等级层次，性别、
种族、收入、教育等维度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根据研究主题的特性，本文重点

关注性别和收入两个维度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从性别维度来看，性别分层理论以社会性别角色为基

础，将男女两性划分成有着性别等级差异的两类群体［37］。观念领域，男强女弱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

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关系中也处于从属地位。公共领域，男女两性在教育机会、就业以及权利

关系中均存在差异，女性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业领域，性别就业歧视普遍存在。相关研究表明，女性

婚育成本是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受歧视的主要原因［38］，因此，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到儿

子的就业选择，具体表现为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儿子创业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强于女儿。从收入维度来

看，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创业选择可能存在差异。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而言，职业的代际传递性可能更

强，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较弱，即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让子女也在体制内就业，从而

降低子女创业的可能性，而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低收入家庭通常会降低对子女在体制内就业的期望，因

而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会弱于收入高家庭。基于此，提出假说 3 和假说 4。
假说 3: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影响程度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存在差异，对儿子创业选择

的影响强于女儿。
假说 4: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差异，对高收入家

庭子女创业的影响强于低收入家庭。
四、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范围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的数据，从代际视角出发，考察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探讨这种影响在子女性别和不同收入水平家庭

之间存在的异质性。CLDS 涵盖了父母工作单位性质、子女工作类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

貌以及家庭年收入等多个维度的数据，符合本研究的目的与主题，研究保留 18 ～ 65 岁的就业者。经

上述处理，最终得到处理缺失值后的劳动力样本 7 781 人。
( 二) 变量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子女是否创业。借鉴宁光杰和段乐乐［39］的研究，按职业类型划分，雇主与

自雇为创业，记作 1; 雇员和务农则为未创业，记作 0。文中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是否在体制内

工作。参照吴愈晓等［37］的做法，按父母工作单位类型划分，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党政机关、国有 /
集体事业单位、国营 /集体企业、村居委会、社会团体等就业视为父母体制内就业，记作“1”，反之记作

“0”。此外，本文选取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子女受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鉴于子女个人特征

以及其他家庭、社会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创业行为，本研究还控制了子女年龄、性别、婚姻、
户口、信仰、健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区安全感、互联网使用、家庭年收入、家庭社会地位以及家中

是否有汽车等变量，并对家庭收入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本研究构建了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影响的 Probit 模型，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Prob( Entrei = 1) = β0 + β1 systemi + β2Xi + εi ( 1)

其中，Prob( Entrei = 1) 代表子女选择创业的概率，systemi 代表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虚拟变量，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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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对于中介效应的分析，本文借鉴温忠麟等［40］ 的检验方法，在方程( 1) 的基

础上构建以下方程:

Edui = θ0 + θ1 systemi + θ2Xi + εi ( 2)

Prob( Entrei = 1) = γ0 + γ1 systemi + γ2Edui + γ3Xi + εi ( 3)

检验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 Edui 对父母体制内就业 systemi 影响子女创业概率 Prob( Entrei =
1) 的中介效应。首先对系数 β1 进行检验。若 β1 不显著，停止中介检验。若 β1 显著，检验 θ1 和 γ2，若 θ1 和

γ2 均显著，则对 γ1 进行检验，若 γ1 显著，Edui 部分中介效应成立，若 γ1 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若

θ1，γ2 至少一个不显著，进行 Sobel 检验，如果通过检验，则中介效应存在，反之中介效应不存在。
由于 Probit 模型中的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可信性，

进一步构建工具变量 Probit 模型:

Prob( Entrei = 1) = β0 + β1 systemi + β2Xi + εi ( 4)

system = K0 + K1Zi + εi ( 5)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 0． 023＊＊ － 0． 035＊＊＊ － 0． 040＊＊＊

( 0． 011) ( 0． 011) ( 0． 011)

年龄
0． 017＊＊＊ 0． 015＊＊＊ 0． 016＊＊＊

( 0． 003) ( 0． 003) ( 0． 003)

年龄的平方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女性
－ 0． 061＊＊＊ － 0． 060＊＊＊ － 0． 060＊＊＊

( 0． 008) ( 0． 008) ( 0． 008)

已婚
－ 0． 016 － 0． 014 － 0． 022

( 0． 016) ( 0． 016) ( 0． 016)

城市户口
－ 0． 025＊＊ － 0． 026＊＊ － 0． 035＊＊＊

( 0． 012) ( 0． 012) ( 0． 012)

宗教信仰
0． 026＊＊ 0． 032＊＊＊ 0． 030＊＊＊

( 0． 011) ( 0． 011) ( 0． 011)

健康状况
0． 018＊＊＊ 0． 017＊＊＊ 0． 013＊＊＊

( 0． 004) ( 0． 004) ( 0． 004)

养老保险
－ 0． 019＊＊ － 0． 017＊＊ － 0． 018＊＊

( 0． 008) ( 0． 008) ( 0． 008)

医疗保险
－ 0． 028＊＊＊ － 0． 028＊＊＊ － 0． 027＊＊＊

( 0． 010) ( 0． 010) ( 0． 010)

社区安全感
0． 030＊＊＊ 0． 031＊＊＊

( 0． 006) ( 0． 006)

互联网
0． 103＊＊＊ 0． 088＊＊＊

( 0． 009) ( 0． 009)

家庭社会地位
0． 005＊＊

( 0． 002)

家庭年收入对数
0． 017＊＊＊

( 0． 003)

家中有汽车
0． 044＊＊＊

( 0． 009)

样本量 7 781 7 781 7 781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其中，Zi 为工具变量。
五、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中模型 1 至模型 3 为 Probit 模型的基准

回归结果，汇报的是各个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而

非回归系数，以及各个变量的聚类标准误。模型 1
在估计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行为的影响

时仅控制了子女个人特征，未纳入家庭和社会层

面的控制变量，与父母双方均不在体制内工作的

就业者相比，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在体制内工作会

让子女创业的概率降低 2. 3 个百分点。为尽可能

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对模型结果产生干扰，模型 2
控制了社区安全感和是否使用互联网等社会层面

的变量，模型 3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家

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此时模型的边际效应有所增

加，父母体制内就业会让子女创业的概率降低 4
个百分点，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说 1 相符，即在体制

内就业的父母通常能够将其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

资源，为子女创造就业优势，规避风险系数较高的

创业活动。
个人因素方面，子女创业的概率和年龄呈倒

“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创业概率先上升后

下降，女性创业概率低于男性，这和女性就业的风

险偏好低于男性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农业户籍人

口的创业概率比城市户籍人口的创业概率高 3. 5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约束下，

城市户籍人口的就业机会要优于农业户籍人口，

这也抑制了城市户籍人口的创业动机。宗教信仰

和创业概率呈正相关，有宗教信仰的子女创业概

率比无宗教信仰的子女创业概率高 3 个百分点，

这一结论与阮荣平等［41］的研究结果相似。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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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越好，创业的可能性越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对创业产生负向效应，可能是因为医疗和养老

保障降低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削减了创业的动力。社会因素方面，社区安全感和创业概率呈正相关，

信任感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人们社会交往意愿与相互协作意愿，促进信息在社会群体间流动，进而形成

有利于创业的社会资本。互联网的使用能够让子女创业的概率提高 8. 8 个百分点，这说明互联网能

够帮助人们获取到一些新信息，提高捕捉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家庭因素方面，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整体

收入水平均会对创业产生正面影响，一般而言，家庭社会地位和收入越高，子女在创业初期得到父母

的资金支持也越多，充足的创业启动资金是驱动创业的有利条件。同理，拥有汽车的家庭子女创业概

率显著高于家庭中没有汽车的子女。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4

子女创业
( IV-Probit)

模型 5
子女创业
( Probit)

模型 6
子女创业
( CGSS)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 0． 031＊＊ － 0． 054＊＊＊ － 0． 038＊＊＊

( 0． 012) ( 0． 012) ( 0． 012)

个人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781 7 781 4 61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 检 验 本 文 研 究 结 论 的 准 确

性，使用如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 ( 1) 内生性问题处理。考虑到模型

因遗漏变量、双向因果而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子女 14 岁时父

母的工作单位类型作为本文的工具变

量，由于样本保留 18 岁至 65 岁的就

业者，子女 14 岁时父母的职业类型一

般不会受到子女创业的反向影响。将

子女 14 岁时父母之中至少有一个在体

制内工作的样本记为 1，反之记为 0。
表 2 中模型 4 显示了 IV-Probit 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的边际效应为负，并在 1%的置信区间显著，父母

体制内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子女的创业概率。第一阶段 F 值为 27. 19，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Wald 检验中 P 值为 0. 57，没有拒绝子女创业与否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假设，结果也显示工具变量下

的边际效应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即使在考虑了内生性问

题之后对本文结论也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2) 替换指标。现有研究对创业的界定存在争议，这里对创

业样本进行重新定义。参照陈刚［12］的研究，将自己是老板、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视为创业。如

表 2 中模型 5 所示，父母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负向影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具有稳健

性。( 3) 替换样本。采用 2013 年和 2015 年 CGSS 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将自己是老板、个体工商

户和自由职业者视为创业，将子女 14 岁时父母之中至少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视为父母体制内就业，

结果如表 3 中模型 6 所示，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始终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具有稳

健性。
表 3 异质性分析( 分子女性别和家庭年收入)

变量
模型 7

儿子创业
模型 8

女儿创业

模型 9
家庭年收入
50% 以下

模型 10
家庭年收入
50% 以上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 0． 053＊＊＊ － 0． 029＊＊ － 0． 020* － 0． 063＊＊＊

( 0． 018) ( 0． 013) ( 0． 012) ( 0． 017)

个人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436 4 345 4 270 3 511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三) 异质性分析

1． 性别差异

由于性别分层现象客观存在，男

女两性在就业和权利关系领域存在性

别不平等，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儿子

和女儿创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
表 3 中模型 7 和模型 8 以子女性别作

为划分依据，考察了父母在体制内就

业对儿子和女儿创业影响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儿子

创业的负向边际效应显著大于女儿，

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体制单位工作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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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创业概率降低 5. 3 个百分点，女儿的创业概率降低 2. 9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体制内就业的父

母在依托自身社会资本为子女创造排他性利益、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到儿子

的就业选择，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研究假说 3 相符。
2． 家庭收入差异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在体制内单位工作且收入

较高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子女也在体制内就业，收入较低的家庭通常会降低对子女在体制内就业

的期望，因而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会弱于收入较高的家庭。借鉴周广肃和李力

行［42］的研究，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为界，将家庭年收入在中位数以下的家庭定义为低收入家庭，家庭年

收入在中位数以上的家庭定义为高收入家庭。表 3 中模型 9 和模型 10 呈现了不同收入家庭的异质

性分析的结果，对于家庭年收入在中位数以下的家庭而言，父母在体制单位内工作的子女其创业概率

比其他子女低 2 个百分点，对于家庭年收入在中位数以上的家庭而言，父母体制内就业会将子女创业

的概率降低 6. 3 个百分点，以上结果和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本文的假说 4 得以验证。
( 四) 中介机制分析

将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中介变量对其进行中介效应

检验，表 4 汇报了全样本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父

母在体制内工作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正向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将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纳

入模型。从汇报结果来看，在加入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变量之后，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

创业的负向效应依旧显著，说明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潜在

路径。假说 2 得以验证。表 5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父母体制内就

业影响子女创业的部分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成立，且中介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

强度略高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东部地区的创业文化和创新环境要优于中西部

地区，创业的机会也更多; 二是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创新产业链等创业配套设施比中西部地区完善，所

以整体受中介机制的影响要弱于中西部地区。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全样本)

步骤 检验方程 结论

第一步

Prob( Entrei = 1) = β0 + β1 systemi + β2Xi + εi

β1 : － 0． 040＊＊＊ ( 全样本)
( 0． 011)

β1 显著
θ1 显著
γ1 显著
γ2 显著

第二步

Edui = θ0 + θ1 systemi + θ2Xi + εi

θ1 : 0． 041＊＊＊ ( 全样本)
( 0． 006)

Prob( Entrei = 1) = γ0 + γ1 systemi + γ2Edui + γ3Xi + ε
γ1 : － 0． 031＊＊＊ ( 全样本)

( 0． 011)
γ2 : － 0． 125＊＊＊ ( 全样本)

( 0． 015)

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父母
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部
分中介效应成立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比较区域差异)

步骤 检验方程 结论

第一步

Prob( Entrei = 1) = β0 + β1 systemi + β2Xi + εi

β1 : － 0． 046＊＊＊ ( 中西部)
( 0． 014)

－ 0． 036＊＊ ( 东部)
( 0． 017)

在东部地区和中 西 部 地 区 样 本
中，β1、θ1、γ1、γ2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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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步骤 检验方程 结论

第二步

Edui = θ0 + θ1 systemi + θ2Xi + εi

θ1 : 0． 057＊＊＊ ( 东部)
( 0． 007)

0． 027＊＊＊ ( 中西部)
( 0． 009)

Prob( Entrei = 1) = γ0 + γ1 systemi + γ2Edui + γ3Xi + εi

γ1 : － 0． 034＊＊ ( 中西部)
( 0． 014)

－ 0． 029* ( 东部)
( 0． 016)

γ2 : － 0． 150＊＊＊ ( 中西部)
( 0． 019)

－ 0． 101＊＊＊ ( 东部)
( 0． 025)

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父母
在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部
分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均成立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8 年 CLDS 的微观调查数据，重点探讨了父母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在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比较了儿子和女儿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存在的异质

性，分析了父母体制内就业影响子女创业的内在机制，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 1) 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对子女创业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结果和 Probit 模型基本

一致，说明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负向效应稳健可靠。控制变量方面，子女创业的概率和年

龄呈倒“U”型关系，随着年龄增加，子女创业的概率先上升后下降，女性创业概率低于男性，农业户籍

人口创业概率高于城市户籍人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降低创业的概率。此外，社区安全感、
互联网使用、家庭社会地位、家庭收入以及家中有汽车等变量都和创业概率呈正相关。( 2) 父母在体

制内就业对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在儿子和女儿之间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

体表现为父母在体制内就业对儿子创业的负向边际效应显著大于对女儿，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高收

入家庭父母在体制内单位工作对其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大。( 3) 父母在体制内工作能够显著提高

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将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纳入模型进行考察，发现父母在体制内就业

对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始终显著，父母在体制内就业通过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这一路径影响其创业

概率。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 ( 1) 父母在体制内工作降低了子女的创业概率，这一方面说明在反腐倡廉

力度空前的背景下，体制内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寻租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抑制; 另一方面也说

明中国创业者创业的动机主要是谋生，“生存型”创业的预期收入低、风险大、条件差，父母在体制内就

业通过资本代际传递增加子女的就业优势，削弱了子女的创业动力。对此，政府应当出台更多扶持创

业的政策，加大对“生存型”微小企业的创业资金支持，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创业条件。( 2) 体制内就

业凭借低风险、高福利、高保障和高声望吸引了众人追逐，体制内外悬殊削弱了人们创业的积极性，政

府应当加快推进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尽可能削弱体制内与体制外工作的不平等。政府机关

要在减少内部编制、革除内部编制利益分配职能的同时，提高体制外人才的福利保障，激发创业动力。
( 3) 创业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缓解就业困境的重要举措，推动大众创业是当前的政策

导向，为促进更多群体参与到创业活动中，还需要转变人们对创业的观念。党员和高学历群体的创业

意愿不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创业风险的规避，可以通过提供创业咨询服务以及创业知识培训让更

多人了解创业，降低人们对创业风险的担忧。与此同时，营造公平透明的创业环境，尽可能地降低创

业风险和负担，给创业者提供公正平等的竞争机会。

参考文献:

［1］吴群锋，蒋为． 最低工资会抑制创业吗?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2016( 6) : 1-10．

—26—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陈怡安． 父母政治身份、职位背景与子女创业［J］． 世界经济文汇，2017( 1) : 26-50．

［3］韩雷，陈华帅，刘长庚．“铁饭碗”可以代代相传吗? ———中国体制内单位就业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

态，2016( 8) : 61-70．

［4］MACZULSKIJ T． Employment sector and pay gaps: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Labour economics，2013，

23( C) : 89-96．

［5］李中建，袁璐璐． 体制内就业的职业代际流动: 家庭背景与学历［J］． 南方经济，2019( 9) : 69-83．

［6］李敏，董正英． 风险认知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感知风险的中介效应与规则聚焦的调节效应［J］． 管理工

程学报，2014( 3) : 26-32 + 41．

［7］KNIGHT F H． Ｒ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1．

［8］BUSENITZ L W，WEST III G P，SHEPHEＲD D，et 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emergence: pas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3，29( 3) : 285-308．

［9］LUMPKIN G T，DESS G G． 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 5) : 429-451．

［10］AIDIS Ｒ，ESTＲIN S，MICKIEWICZ T M． Size matters: entrepreneurial entry and government［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2，39( 1) : 119-139．

［11］尹志超，公雪，郭沛瑶． 移动支付对创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9

( 3) : 119-137．

［12］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管理世界，2015( 5) : 89-99 + 187-188．

［13］DIAZ M C，JIMENE J．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role of gender［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0，6( 3) : 261-283．

［14］解蕴慧，张一弛，高萌萌． 谁会成为创业者? ———主动性人格及社会资本对创业意愿的影响［J］． 南京大学学报

(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 : 148-156．

［15］赵朋飞，王宏健，赵曦． 人力资本对城乡家庭创业的差异影响研究———基于 CHFS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

与经济，2015( 3) : 89-97．

［16］陈其进． 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 ＲUMIC 2009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经济，2015( 2) : 78-86．

［17］ANDEＲSSON L，HAMMAＲSTEDT 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in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ree

generation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0，34( 3) : 261-276．

［18］盖庆恩，朱喜，史清华． 财富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三省农户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13( 5) : 134-144．

［19］朱红根，康兰媛． 家庭资本禀赋与农民创业绩效实证分析［J］． 商业研究，2016( 7) : 33-41 + 56．

［20］KＲAMAＲZ F，SKANS O N． When strong ties are strong: networks and youth labour market entry［J］． Ｒ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4，81( 3) : 1164-1200．

［21］陈昊，吕越． 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 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J］． 财经研究，2017( 10) : 67-82．

［22］陈刚，卫艳青． 父母的政治身份是否有助于子女进入“体制内”［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 6) : 79-87．

［23］HANIFAN L J．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6，67( 1) : 130-138．

［24］BOUＲDIEU P． Sport and social clas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8，17( 6) : 819-840．

［25］GＲANOVETTEＲ M．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3) : 481-510．

［26］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 95-120．

［27］NAHAPIET J，GHOSHAL S． 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 2) : 242-266．

［28］LIN 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 Social capital，2017，22( 1) : 28-51．

［29］万君宝，查君，徐婉渔． 政治精英身份是农村创业的“动力”还是“牵绊”? ———“千村调查( 2016 ) ”的实证分析

—36—



詹韵秋 父母就业类型与子女创业选择

［J］． 经济管理，2019( 7) : 53-70．

［30］王磊． 谁能进入体制内? ———单位制的分化与单位地位的“蜂窝式”再生产［J］． 北京社会科学，2016( 1) : 75-81．

［31］ZHANG J，TAN J，WONG P K． When does investment in political ties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The contingent effec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5，32( 2) : 363-387．

［32］STEINFIELD C，SCUPOLA A，LOPEZ C． Social capital，ICT use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the medicon

valley biotech cluster［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0，77( 7) : 1156-1166．

［33］ADLEＲ P S，KWON S W．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

( 1) : 17-40．

［34］谭颖，李小瑛． 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业决策———基于 CLDS 的实证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18( 8) : 26-35．

［35］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管理世界，2015( 5) : 89-99 + 187-188．

［36］NOEDIN M，PEＲSSON I，ＲOOTH D O．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is there an income penalty?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10，29( 6) : 1047-1059．

［37］吴愈晓，王鹏，黄超． 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J］． 社会学

研究，2015( 6) : 122-144 + 244-245．

［38］ZHANG Y，HANNUM E． Diverging fortunes: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wage gaps for singles，couples，and parents in China，

1989—2009［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015，1( 1) : 15-55．

［39］宁光杰，段乐乐． 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J］． 经济学( 季刊) ，2017( 2) : 771-792．

［40］温忠麟． 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 5) : 614-620．

［41］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信仰的力量: 宗教有利于创业吗? ［J］． 经济研究，2014( 3) : 171-184．

［42］周广肃，李力行．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J］． 世界经济，2016( 11) : 172-192．
( 责任编辑: 王顺善; 英文校对: 葛秋颖)

Parents＇ Employment Types and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ZHAN Yunqiu

(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and“difficulty in finding employment”，support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drive employ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social capital，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are also affected by parental employment in the system．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uses CLDS micro data from 2018 to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he parental employment in the system on children＇s entrepreneurship．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 1 )

Parents＇ employment in the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entrepreneurship，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stable after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endogenous problem． ( 2 )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arents＇
employment in the system on children＇s entrepreneurship is heterogeneous between sons and daughters and between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sons and high-income families is more obvious． (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parents working in the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childre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affect their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through the potential path of children＇s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 4 )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will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ldren ＇ 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given．

Key words: parents＇ employment in the system;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social capital; mechanism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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