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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吴延瑞　 郭秀梅　 〔澳〕 多拉·玛丽诺娃 （Ｄｏｒａ Ｍａｒｉｎｏｖａ）

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和创新的作用， 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激烈的争

论。①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这一经济进程中， 中国不得不面对许多领

域的重建问题， 从而这就加剧了上述问题的争论。 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之

后，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选择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未来几十年里经济增长

的新型驱动力。② 这种政策转变只是加剧了关于中国生产率增长和创新的讨

论， 并加深了上述研究。 这一章陈述了最新的文献综述， 并为中国经济的生

产率增长、 创新和效率改变提供新的估计结果。 不仅如此， 它还探索了可以

从中国近期的经验中学到些什么， 以及如何通过创新和生产率改进保持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
这一章首先从生产率增长分析的简要文献综述开始， 接着是对创新和追

赶的文献讨论。 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在第三节中有所讨论， 而第四节则报告

了分行业生产率增长的新估计结果。 第五节展示了沿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生

产率绩效的比较研究结果， 而第六节提供了本文的结论。

生产率增长分析

依据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 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是生产投入改变和技术

８０２

①

②

为了获得全面的文献综述， 可以参考 Ｗｕ （ ２０１１ ）、 Ｔｉａｎ 和 Ｙｕ （ ２０１２ ） 以及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有关中国创新能力和发展的综述， 可以参考 Ｗｕ （２０１２） 以及 Ｆａ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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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结果 （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 后者也被认为是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增长。 考虑下面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见方程 （１）：

ｙ ＝ Ａｋα ｌβ （１）

在方程 （１） 中， 根据假设， 在生产过程中， 资本 （ ｋ ） 和劳动力

（ ｌ ） 被用于生产产出 ｙ ； α 和 β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份额； Ａ 提供了生产

率的度量。 方程 （１） 可以转化为下面的增长率公式， 即方程 （２）：

ｙ˙ ＝ ｔｆｐ˙ ＋ α ｋ˙ ＋ β ｌ˙( ) （２）

在方程 （２） 中， 上标的点表示增长率， ｔｆｐ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方程

（２） 表明， ＴＦＰ 的增长定义为产出增长中没有被投入变化解释的部分。 在

这个方程条件下， 一般而言， 至少有三个术语———ＴＦＰ 增长率、 技术变化和

技术进步。 三个术语为经济学家交替使用。
许多作者在他们有关中国经济的经验分析中沿用了此方法。 例如， Ｗｕ

（１９９３） 提出了截至并包含 １９９２ 年的相关文献全面综述。 紧接的文献综述

覆盖了 １９９３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 １５１ 个 ＴＦＰ 增长率估计结果 （Ｗｕ， ２０１１）。
Ｗｕ （２０１１） 观察到， 在 ７４ 项综述的研究中， 对中国 ＴＦＰ 增长率的估计存

在显著差异， 并且推出 ＴＦＰ 增长率的均值为 ３ ６２％ 。 这一增速相当于那个

时期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的 １ ／ ３。 通过使用元分析方法 （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这一研究还解释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 ＴＦＰ 增长率超过了农业部门

的原因。 Ｗｕ （２０１１） 所观察到的一个格外有趣的现象就是， 相比中国学

者， 那些英文杂志期刊倾向于报告更高的 ＴＦＰ 增长率。
自 Ｗｕ （２０１１） 的综述之后， 文献中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 Ｚｈｕ

（２０１２） 研究了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年这个时期， 从而得出结论， 在这些年中， ＴＦＰ
增长为中国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贡献份额达到了 ７８％。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３） 报告了年

度 ＴＦＰ 增长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上升到 ２００７ 年 ９％ 的峰值。 然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３） 发现，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ＴＦＰ 增长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ＩＭＦ） 经济学家Ａｎ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４） 同时也观察到了中国、 印度和东南亚

五国 （ＡＳＥＡＮ －５） ＴＦＰ 增长比较研究中的倒 Ｕ 形特征。 特别地， 他们还考察了

资本利用率情况。 他们的结论是， 资本利用率的快速下降将导致 ＴＦＰ 增长率的

有偏估计。 他们识别出， 在不考虑资本利用率的情形下， 观察到的倒 Ｕ 形结构

要比经过资本利用率调整的情形下平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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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使用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７ 年的省域数据估计了农业生产率的

增长率， 并且发现 ＴＦＰ 的增长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超过 ５０％ ， 而沿

海省份则相比非沿海地区获得了更高的 ＴＦＰ 增长率。 它们还发现， ＴＦＰ 增长

率随着时间增长而表现出下行的趋势。 Ｄｕ 等 （２０１４） 检验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的企业层面数据， 并且报告 ＴＦＰ 增长率倾向于随着时间增长而下降， 并且

在它们的样本末期接近于零。 他们认为， 这一情形一方面源自国有和非国有

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的资源错配， 另一方面则是源自现有企业在技术进步率上

的下降。
最新研究包括 Ｙａｏ （ ２０１５ ）、 Ｗｕ （ ２０１６ ） 和 Ｍａｌｌｉｃｋ （ ２０１７ ）。 Ｙａｏ

（２０１５） 解释，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生产率的显著增长， 但

这一增长率随着时间增长表现出下降趋势， 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此外， Ｗｕ （２０１６） 发现 ＴＦＰ 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仅仅起到微弱的作用， 且

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ＴＦＰ 增长率还一度为负值。 Ｍａｌｌｉｃｋ （２０１７） 将中国与印

度进行比较， 从而显示 ＴＦＰ 增长对中国的贡献是显著的， 但随着时间增长

倾向于不断下降。
总体而言， 现有文献在 ＴＦＰ 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上的研究发现， 其是

复杂的。 但文献中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 绝大多数的文献观察到了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 中国的 ＴＦＰ 增长率下降了。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将这一

趋势与 １９９０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进行了对比。 Ｌａｉ （２０１５） 认为， 这种生

产率放缓要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负主要责任。

创新和追赶

自 Ａｉｇｎｅｒ 等 （１９７７）、 Ｍｅｅｕｓｅｎ 和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ｅｃｋ （１９７７） 以及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ｒｒａ （１９７７） 等的研究工作之后， ＴＦＰ 增长的传统概念就已经扩展到区

分创新或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进或追赶。 在扩展框架中， 创新指的是生产前

沿的移动， 而效率改进捕捉的是向最优的生产实践或者生产前沿的移动

（Ｎｉｓｈｉｍｉｚｕ 和 Ｐａｇｅ， １９８２； Ｌａｕ 和 Ｂｒａｄａ， １９９０）。 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改进比

率之和等于 ＴＦＰ 增长率。 换句话说， ＴＦＰ 增长率被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 技

术进步和效率改进。 自 １９８０ 年代之后， 大量的文献接受了这一概念。 Ｌｏｖｅｌｌ
（１９９６） 和 Ｇｒｅｅｎｅ （１９９７） 提供了这些文献的综述。 这一分解方法同时还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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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 Ｗｕ （１９９５） 是最早使用中国区域数据做研究的学

者之一， 并且研究显示， 技术进步率是农业和乡镇企业 ＴＦＰ 增长率的主要驱动

力。 他还观察到行业之间以及中国三个区域———沿海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的生产率差异。 Ｗｕ （２０１１） 对早期的文献进行了回顾。
最近， Ｌｉ 等 （２０１１） 对中国农业的 ＴＦＰ 增长来源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了

自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率有了非常显著的增长。 他们指出， 自 １９８０ 年代

以来， 这种贡献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驱动的。 Ｍａ 等 （２０１３） 通过分析微

观层面的数据得出相同的结论。 Ｙｏｕ 和 Ｓａｒａｎｔｉｓ （２０１３） 观察到， 农村地区转型

或者效率改进对 ＴＦＰ 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 这种贡献的重要性随着时间

增长在逐步下降， 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 Ｇａｏ （２０１５） 使用数据包络

分析方法， 运用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的区域数据考察了农业 ＴＦＰ， 并且得出结论证实

了 Ｌｉ 等 （２０１１） 和Ｍａ 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论。
Ｗａｎｇ 和 Ｓｚｉｒｍａｉ （２０１３） 发现， 在 １９８０ 年代， 效率改进在工业生产率

增长中占据主导作用， 而在 １９９０ 年代则是技术进步占据了主导作用。 这一

点与 Ｙｏｕ 和 Ｓａｒａｎｔｉｓ （２０１３） 有关中国农业部门的相关结论是一致的。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４） 将注意力集中到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ＴＦＰ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

趋势上， 并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相关重要问题。
最近， Ｈａｎ 和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５）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且显示，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

年， ＴＦＰ 的年度增长率为 ５ ９％ 。 这一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占主导， 占

５ ５％ 。 然而， Ｙｕ 等 （２０１５） 认为， 中国的经济追赶过程可以使用 “创造

性重构” （或效率改进） 而非 “创造性破坏” （或创新） 来解释。 Ｃｕｒｔｉｓ
（２０１６） 认为，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 资源的重新配置占 ＴＦＰ 增长的 ２１ ５ 个百分

点。 总体而言， 在关于技术进步与效率改进的重要性上， 学者圈对此抱有非

常不同的看法。 然而， 更多的证据倾向于支持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几十年的

ＴＦＰ 增长中占主导作用而且 ＴＦＰ 增长率倾向于随着时间增长不断下降， 尤其

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扩　 展

新增长理论承认了非传统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 研发支出等在增长过程

中的作用。 有一系列文献接受了新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 Ｗａｎｇ 和 Ｙ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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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可能是第一篇提供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９ 年中国人力资本估计以及融合人力

资本增长核算的文献。 他们发现，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快速人力资本

积累和相关生产率增长， 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Ｄｉｎｇ 和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１１） 发现人力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Ｗｅｉ 和 Ｈａｏ （２０１１） 检

验了人力资本在中国 ＴＦＰ 增长中的作用， 并且发现在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４ 年， 人力

资本对省域 ＴＦＰ 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效应。 然而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的效应

在沿海地区、 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有所不同。 Ｌｕｃｋｓｔｅａｄｅｔ 等 （２０１４） 显示，
人力资本在 ＴＦＰ 增长中的作用， 在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８ 年平均达到了 ２４％， 而在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０ 年为 ４２％。 Ｃｈｅｎ 和 Ｆｕｎｋｅ （２０１３） 检验了自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 一系列物质资

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分别对驱动中国增长的贡献。
第二条脉络上的研究， 探索的是新增变量如何影响中国的 ＴＦＰ。 例如，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 发现了区域开放度与 ＴＦＰ 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然而， Ｙｕ
（２０１５） 发现关税的下降对中国整体经济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在 １４ ５％ 以上。
Ｌｉｎ 等 （２０１１） 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与区域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他

们的结论是 ＦＤＩ 对生产率的总体效应是正的，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 Ｈｏｎｇ 和

Ｓｕｎ （２０１１） 支持了这一发现。 Ｃｈｏｉ 等 （２０１５） 考虑了环境敏感的生产率增

长， 结果发现生产率增长率在中国比较低而且相对稳定。 他们还观察到相对

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创新驱动。
Ｈｕ （２００１） 分析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发现， 私营企业研发与生产率之间

存在较强的联系。 Ｌｊｕｎｇｗａｌｌ 和 Ｔｉｎｇｖａｌｌ （２０１５） 在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

文献的元分析中发现， 中国的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相比其他国家要弱，
包括所有包含在文献中的国家， 无论是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还是非经合组织国

家。 他们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Ｂｏｅ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６） 的支持， 即提供了微观

证据发现， 专利存量的剧烈上升与所涉及的中国企业 ＴＦＰ 增长率从正值逐渐递

减甚至消失的影响相关。 然而， Ｂｏｅ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６） 的结论与 Ｆ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的

研究结果产生争议， 他们使用的也是企业层面的数据。 后者的分析使用了倾向

匹配得分方法来解释企业内专利存量增长与 ＴＦＰ 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后， 学者们还推导了中国无形资本的估计量并检验了其对生产率增长

的相对贡献。 无形资本一般而言指的是嵌入无形产品或流程中的知识 （Ｌｉ
和 Ｗｕ， 即将发表）。 例如， 软件、 研发、 设计和广告。 Ｈｕｌｔｅｎ 和 Ｈａｏ
（２０１２） 可能是最先推导这些的学者， 而且他们的研究显示，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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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大约 １ ／ ６ 的生产率增长是来自无形资本。 Ｌｉ 和Ｗｕ （即将发表） 考察了省域

层面的无形资本并得出结论， 如果不考虑无形资本的话， ＴＦＰ 增长估计量将会是

有偏的。 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观察到了 ＴＦＰ 增长的下降； 然而， Ｌｉ 和 Ｗｕ 同

时也注意到， 人力资本深化和无形资本深化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相比以前起到

了更大的作用。 Ｆｌｅｉｓｈｅｒ 等 （２０１５） 给出了微观层面的证据表明， 无论是在国内

所有还是国外投资的企业中， 知识资本都是有助于提升生产率的。

增长核算估计

为了利用行业和地区层面最新统计数据找到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新

证据， 我们使用增长核算框架研究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们的研究框

架使用了方程 （１） 和方程 （２）， 并且将它们扩展到一个包含了时间趋势项

的生产函数中。 时间趋势的系数 （ δ ） 度量了技术进步率。 ＴＦＰ 增长率与 δ 之

间的差给出了效率改变的指标 （ ｅｃ˙ ）。 潜在的模型基本上是确定性的模型

（Ａｉｇｎｅｒ 和 Ｃｈｕ， １９６８）。 给定这个定义， 方程 （２） 扩展成如下方程 （３）：

ｙ˙ ＝ δ ＋ ｅｃ˙ ＋ α ｋ˙ ＋ β ｌ˙( ) （３）

为了估计方程 （３） 右边的各项， 我们使用中国 ３１ 个省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５ 年

的面板数据。 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产出 （ ｙ ） 使用省级层面的三个部门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进行

度量。 资本存量 （ ｋ ） 的估计量在 Ｗｕ （２０１６） 中有所描述。 Ｗｕ （２０１６）
使用了地区层面和部门层面的资本折旧率。 无论是产出还是资本存量， 均以

不变价格来表述。 劳动力 （ ｌ ） 使用年末雇用的劳动力数量进行度量， 因为

没有真实的工作小时数据。
在实证研究中， 生产函数中包含了特定时间的虚拟变量， 从而捕捉了参

数 δ 、 α 和 β 在三个时间子区间上可能存在的变动： １９９０ 年代、 ２０００ 年代和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做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子区间具有大约相同的

样本长度。 不仅如此， 这三个子区间恰好与主要的改革运动相吻合———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的邓小平 “南方谈话”， 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之后的一段时间 （２００８ 年以后）。 三个

主要的事件或政策转变可能导致相关时期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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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虚拟变量的目的是为了允许在三个子区间中使用不同的生产前沿。 第一

组回归模型计算结果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没有报告） 总结于表 １ 中。
从表 １ 看出， 很明显，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ＴＦＰ 的增长确实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与此相关的事实是， ＴＦＰ 增长在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从 ６３％变动到 ９３％ （在表 １ 中的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这一列）。 在最近几年， ＴＦＰ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高的， 紧接着是服务业和制造业。 这一点与 Ｗｕ
（２０１６） 以及 Ｈｏｆｆｍａｎ 和 Ｐｏｌｋ （２０１４） 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强烈的反差， 而后

者的主要差异是， 他们使用了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和 Ｓｗａｎ （１９５６） 的传统增长核

算框架， 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事实上， 表 １ 中的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

弹性的估计值之和， 恰好低于 １。 因为这表明所有三个部门中存在规模报酬

递减的现象， 所以在此情形下， 使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增长核算就会高估

生产要素的贡献， 进而低估 ＴＦＰ 增长的作用。

表 １　 计算的增长率、 份额以及规模报酬 （其他情况除非有特殊说明）
单位： ％

阶段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ＦＰ ＴＰ ＥＣ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ｃａｌｅ∗

农业

１ ５ １７ ３ ９０ ４ ２４ － ０ ３ ７５ ４８ ０４６

２ ４ ４０ ４ ０５ ４ ２５ － ０ １９ ９２ ２５ ０ ４６

３ ４ ３２ ３ ９０ ３ ４１ ０ ４９ ９０ ３０ ０ ４９

制造业

１ １３ ４５ １０ ８７ ９ ９８ ０ ８９ ８０ ８２ ０ ５５

２ １４ ４２ １１ ３１ １０ ５６ ０ ７５ ７８ ４３ ０ ５３

３ １３ ７４ ８ ６８ ８ ０９ ０ ５９ ６３ １７ ０ ５６

服务业

１ １３ ２６ １０ ９５ ９ ９２ １ ０３ ８２ ５８ ０ ２６

２ １１ ８９ ９ ７６ ９ １９ ０ ５７ ８２ ０４ ０ ２５

３ １０ ７７ ７ ７３ ７ ５７ ０ １６ ７１ ７７ ０ ２９

　 　 注： Ｓｃａｌｅ∗报告的是估计得到的规模报酬， 并且没有单位。
第 １ 阶段是指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年， 第二阶段是第二个子区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第三阶段是第三个

子区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年）。 每一列中的值代表省域增加值 （产出）、 ＴＦＰ、 技术进步率 （ＴＰ） 和效率

改变 （ＥＣ） 的平均增长率。 在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的这一列中展示的数字是 ＴＦＰ 增长率对总产出增长

率的贡献份额。 由于数据修匀的原因， ＴＰ 与 ＥＣ 的求和可能不等于 ＴＦＰ。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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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中结果表明， 技术进步在所有三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中起到主导作

用。 相关的数据同时表明， 尽管增长率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中国的

ＴＦＰ 增长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放缓。 其他学者也观察到了这种下行的趋

势 （例如，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Ｙａｏ， ２０１５； Ｍａｌｌｉｃｋ， ２０１７）。 这种放缓的含

义值得警惕， 因为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 从表 １ 还注意到， 服务业部门估

计得到的规模报酬远远小于制造业部门。 在 ２０１６ 年服务业部门对中国经济

贡献率超过 ５０％的条件下， Ｌｉｕ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５） 认为，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将

依赖于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表现。 Ｌｅｅ （２０１６） 通过检验韩国的经济增长和

追赶进程得出类似的观点。 Ｌｅｅ 认为， 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受到其服务行业糟糕的

表现所影响， 并且中国应该通过提升服务行业的生产率， 从而避免这种结果。
最后， 很有趣的是， 本文估计得到的相对较高的 ＴＦＰ 增长率与其他学

者的发现相一致 （见表 ２）。 例如， Ｚｈｕ （２０１２）， 他报告有关中国经济的相

似研究成果， 以及 Ｇａｏ （２０１５）， 他研究的是中国的农业部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以及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６） 聚焦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

表 ２　 ＴＦＰ 增长的代表性估计量及其在产出增长中所占份额

单位： ％
来源 年份 增长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部门

本研究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５ ８ ９ ７７ １ 经济总体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７ ９ ４ ８１ １ 经济总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８ ７ ７５ ５ 经济总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７ ９ ６９ ０ 经济总体

Ｚｈｕ（２０１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７８ ０ 经济总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６ ０∗ 经济总体

Ｈａｎ＆Ｓｈｅｎ（２０１５）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９ ５ ９ 经济总体

Ｄｉ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９ ６ 制造业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８ ０ 制造业

Ｙａｎｇ（２０１５）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３ ８ 制造业

Ｇａｏ（２０１５）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３ １ ７９ ２ 农业

　 　 注： 这一增长率是使用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３） 的图 ３ 方法估计得到。

沿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

中国主要的政策就是降低区域的不平等， 特别是沿海省份与非沿海省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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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 于是， 评估和比较这两个主要区域 ＴＦＰ 增长的作用， 在政策制定上显

得非常重要。 出于这种目的， 我们重复上述的研究流程， 从而允许两个地区 （沿
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 的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在技术上的区域差

异———不同的 δ 、 α和 β 值。 通过同时使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的虚拟变量， 从而

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篇幅所限， 相关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列出。 但计算结果， 在表 ３
中进行了总结。

表 ３　 计算结果： 沿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

单位： ％

阶段
沿海地区 非沿海地区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ＦＰ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ＦＰ ＴＦＰ ／ Ｏｕｔｐｕｔ

农业

１ ４ ８９ ３ ６４ ７４ ５３ ５ ３１ ４ ３２ ８１ ４０
２ ３ ６９ ３ ６０ ９７ ５５ ４ ７３ ４ ６２ ９７ ６１
３ ２ ７１ ３ ０８ １１３ ６６ ５ ０９ ４ ８１ ９４ ５２

制造业

１ １５ ８４ １５ ２７ ９６ ３８ １３ ４０ １１ ３５ ８４ ６７
２ １４ ０９ １０ ６４ ７５ ５１ １４ ５８ １２ ２４ ８３ ９９
３ １０ ２７ ４ ４１ ４２ ９６ １３ ２７ ８ ８２ ６６ ５１

服务业

１ １４ ０７ １２ ８３ ９１ １９ １２ ８８ ９ ５５ ７４ １４
２ １２ ３２ １１ ０６ ８９ ８２ １１ ６９ ８ ８６ ７５ ７９
３ １０ ４９ ８ ４８ ８０ ９０ １０ ９１ ７ ３８ ６７ ６５

　 　 注： 见表 １ 的注释。
资料来源： 笔者自己的计算。

表３ 强化了我们早期的发现， 即 ＴＦＰ 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 无论是 ＴＦＰ 还是经济增长都随着时间变慢了。 然而，
在这里我们识别出， 这种下降的趋势在沿海地区比非沿海地区更加严重。 沿海地区

作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中心， 见证了 ＴＦＰ 的大幅度下降。 相反， 非沿海地区保持

了制造业的强劲增长， 从而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在三个部门全面超越了沿海地

区。 这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是坏消息， 但对于降低全国的区域不平等来说是好消息。
然而， 对于沿海地区来说， 有趣的是，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服务行业的增长

绩效超越了制造业部门。 由于沿海经济的服务行业占主导， 所以服务行业的相对高

速增长可能有助于这些地区的经济重构， 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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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和创新的作用， 是一件极富争议的事情。 自国

际金融危机之后， 相关的讨论就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中国经济试图

向新的增长源泉转变。 通过使用多种方法分析宏观、 区域和企业等多个层面的

中国数据， 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支持最近几十年 ＴＦＰ 对经济增长做出了

显著而积极的贡献。 绝大部分的研究也认为， 最近几年中 ＴＦＰ 和经济增长开始

放缓。 无论这种下行的趋势是否持续， 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这篇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分区域和分行业的最新统计数据， 展示了有关

ＴＦＰ 和经济增长的一些新证据。 我们的估计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的发现是，
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特别是， 生产率增长是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还发现， 技术进步是

ＴＦＰ 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尽管 ＴＦＰ 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倾向于逐步下降， 但仍然存在其他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首先， 广义的非沿海地区保持了高增长， 并在三

个部门都超越了沿海地区。 这一点有利于降低区域不平等， 而降低区域不平

等正是中国多年的主要政策焦点。 其次， 尽管在绝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制造业

开始停滞， 但是这些地区服务行业的增长仅仅下降了一点， 尤其是服务行业

的 ＴＦＰ 增长仍然十分强劲。 由于沿海地区服务行业产生了超过 ５０％ 的增加

值， 那么 ＴＦＰ 的强劲增长将有助于保持这些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 最后，
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和非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的上升， 也可能有助于沿海地区

环境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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