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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刚　 蔡 昉　 〔澳〕 江诗伦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引　 言

近年来，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其中 ２０１６ 年的增长率只比 ３％ 高

一点。 这种缓慢增长， 增加了人们对近期中国金融部门及可持续发展前

景的忧虑。 同时， 美、 英等国的地缘政治冲击， 放大了中国从出口、 投

资、 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
在 ２０１６ 年的书中， 涵盖了中国经济范畴内的改革、 能源、 资源和气候

变化等内容。 本年度的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在推进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

迁等新增长模式前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中国踏上的新增长之路， 正是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在昨天所走过的道路。

它涉及创新和技术等无形生产要素成分对诸如土地、 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等可

见生产要素成分的替代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１９８２）。 然而许多国家在试图加入高收

入经济体行列过程中却发展停滞了———这种情景被称作 “中等收入陷阱”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对中国而言， 向新型和具有先进增长驱动力发展方式转型开辟了一条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它意味着减少对诸如钢铁和建筑业等资源与污染

１

❋ 感谢杨晟朗在搜集本章所使用数据时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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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和低端型制造业等的依赖； 它意味着面向消

费、 服务、 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创新等新增长模式的转型。 当前， 中国在诸如

高铁交通发展①、 高附加价值制造业包括超速量子计算、 航空业②和航天技

术③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类似地， 中国还在降低经济发展

的负面环境溢出效应和培育高技术制造业方面取得了进展———至少在太阳

能电池板、 风力发电机和新材料技术等新能源技术领域， 中国已经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
今年这本书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模式和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作用。 首先， 我们考察了宏观经济最新发

展情况以及教育和创新发展的趋势。 其次， 我们还研究了结构变化是如何为

中国获得一系列更先进增长驱动力做好准备的。

宏观经济发展

相比 ２１ 世纪初前十年两位数字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当前正以一种持

续更慢的 “新常态” 速度在增长。 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仍比其他绝大部分

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更快。 图 １ 显示中国经济 ２０１６ 年增长速度为 ６ ７％ ， 并

说明了中国经济持续减速增长的情况。 在一些行业， 这种增速下降带来了严

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不仅产能过剩必须得到管理， 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当

代经济变化特征的不确定性以及因金融部门融资不平等导致的风险和问题等

重大挑战。
最近十几年， 中国在转向家庭消费、 减少对大型固定资产投资依赖以实

现经济再平衡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见图 ２）。 正如中国新增长模式要

求的， 第三产业部门相对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１６ 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５２％ ， 同期第二产业 （２０１６ 年为 ４０％ ） 和第一产业

（２０１６ 年为 ８％ ） 的相对规模在持续下降 （见图 ３）。

２

①

②

③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中国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 ２ ２ 万公里。
中国的第一架商用喷气式飞机 （Ｃ９１９） 已经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５ 日试飞。
这包括中国有望在 ２０２２ 年开始拥有和运营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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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ＧＤＰ 的增长率： １９７０ ～ 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图 ２　 消费与投资变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历年数据）。

图 ３　 各产业部门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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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增长模式降低了出口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重要性。 在过去

３０ 年的改革进程中， 中国受益于一个更有利的贸易环境。 中国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５％ 上升到 ２００６ 年 ３７％ 的峰值 （见图 ４）， 但从那以

后开始下降。
２０１３ 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 并保持这一地位

至今。

图 ４　 中国的出口占 ＧＤＰ 的份额：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与新经济增长模式相一致， 中国贸易顺差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在持续下降

（见图 ５）。 中国全部外汇储备也有较大幅度下降， 到 ２０１６ 年外汇储备余额下

图 ５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 ＧＤＰ 中的份额：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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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３ 万亿美元。 在经历长期货币升值和更大的升值压力后， 近期状况开始

转变为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中国贸易顺差下降缓解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 然而， 中国经济的出口

导向下降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减速。 ２０１２ 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调

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贸易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直到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发生之前， 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增长速度

相比其自身产出占全球份额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中

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增速则慢了很多 （见图 ６）。

图 ６　 中国 ＧＤＰ 和贸易在全球总量中的份额：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ｈｏｍｅ ａｓｐｘ） 和 《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数据）。

来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５） 的数据表明， 中国在经历几年停滞之

后， ２０１５ 年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有了温和的增长。 根据一些测算结果， 自

２００８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 ＧＤＰ 的贡献率已经持续下降 （见图 ７）。 这可

以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引致的大规模投资来解释，

这些大规模投资导致资本回报率的大幅下降。 最近几年， 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

降和城市化速度放缓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导致了资本 ／劳动比例更高以及资本生产

率增长的放缓。 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也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持续下降。

这些因素是中国越来越迫切需要探索新型发展道路以提升生产率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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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的分解：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

注： 增长率采用对数差分的方法进行计算。
资料来源： 美国经济咨商局 （２０１５）。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本、 创新能力和技术潜力方面实现

了巨大跨越。 要将这些因素转化为增长驱动力， 帮助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 从而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要将各种资源配置到最富有生产率的

用途上去。 这就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最新若干期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中， 我们多次强调了中国新增长

模式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２０１７ 年这本书集中讨论的是人力资本、 创新

和技术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

教育和技能的改进， 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

入。 但吸收和使用物质资本的能力， 可能会受到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因素的

限制。 于是， 在教育和技术进步的主体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Ｔｈｉｒｌｗａｌｌ
和 Ｐａｃｈｅｃｏ － Ｌｏｐｅｚ， ２０１７）。

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有助于普通人更好地发现和分享各种

思想。 以 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为例， 在 ２０ 世纪的下

半叶， 如果新的制度改变了激励， 可资利用于生产和分享思想的人

力资本比重就会持续上升。 结果在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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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潜力以实现类似的经济和创新驱动转型。 甚至有可能的是， 技术

前沿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持续增长， 当然谁知道呢， 也许这个世纪

相 比 上 一 个 世 纪 将 会 出 现 更 为 显 著 的 增 长 （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 ２０１０ ）。

特别是对中国而言， 每个工人的人均资本量在其发展新阶段必须上升。
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均资本量的上升会导致

资本报酬递减。 防止资本报酬率递减的有效方式就是提升每个工人的人均人

力资本水平， 从而维持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可能将

得益于其自身特殊的劳动力结构。 在此劳动力结构中， 人力资本向更年轻的

劳动力方向高度倾斜。 这就隐含地为经济增长赋予了新的生产力潜能， 这种

生产潜能不是向包含老龄工人人力资本的经济开放， 而是更加接近包含了更

年轻劳动者加入的经济。
在 ２１ 世纪即将到来时， 回顾教育在中国的优先地位， 世界银行的观点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９９； 同时可参考 ２０１３ 年版本） 支持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正向联系， 认同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对知识和信息的依赖

程度的加深， 这种联系不断得到强化。 在全球经济中， 技能正在替代其

他生产要素成为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在更大程度上

依赖于其发展、 利用和管理自身人力资源的能力。

生产率的持续改进， 将有望成为中国政府在 ２１ 世纪促进经济增长的一

种基本机制。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教育始终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教育政策的转变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变化 （见图 ８）， 最近若干年，
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 甚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见图

９）。 根据 Ｊｏｎｅｓ 和 Ｒｏｍｅｒ （２０１０） 的叙述， “高学历劳动力的不断增加， 使

得技术进步朝着其自身的方向发生变化”。
不过， 中国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以提升各层次的教育质量并创造一个人力

资本投资得到适当承认和尊重的社会环境。 在大学部门中， 中国在过去二十

年中通过诸如 “９８５ 工程” 和 “２１１ 工程” 等建设， 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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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每百人大学生人数：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保这个国家成为一些世界级大学的摇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世界前 １００ 名大学中分别位居第 ２９ 名和

第 ３５ 名。 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具有创造性和更高生产率的国家， 那么

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改善制度 （从而激励） 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增长红利， 是维持中

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增长、 改善全球福利水平的另一把钥匙

（Ｇｌａｚｅｂｒｏｏｋ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３）。

创新和技术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有关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已经认识到了技术变迁的

重要性。 发明与创新是技术变迁的来源， 还可以创造出可能溢出的知识， 而

接受这些知识溢出的经济实体可能并不需要为获得此原创知识付出多大成本

（Ｈａｌｌ 和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１０）。 这表明， 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以鼓励在这些经

济活动上的适度投资水平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６２）。
为了鼓励创新， 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工业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研发活动

中来 （见图 ９）。
在几个关键性部门包括交通运输、 空间技术和电信等部门， 技术变迁一

直在促进这些部门的加速发展。 竞争加剧、 政府补贴以及通过改革开放获得

向海外前沿市场学习的机会， 都支撑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相关的有利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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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国的研发支出和总教育支出在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含了企业与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的合作， 以及这些研发激励的强化， 等等

（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专利申请数量：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这些努力是为了支撑中国技术发展， 并同时保持着向其他国家不断地学

习。 中国的目标， 就是要在全球技术前沿中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此背景下培育私营企业家才能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降低和消除私营

企业进入行业的壁垒， 并为成长型的行业提供基本服务———尤其是金融和

银行业服务等方式， 都可以使强化竞争与提升资源有效率利用的目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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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参与到服务行业中， 也提高了私营部门获取资源尤

其是资本和信贷资源的能力。 这一点对于私营部门创新和发展来说至关

重要。
那些寻求提升私营部门在关键资源配置中重要性的政府政策和规章制

度， 将会驱动中国生产率的提升 （Ｓｏｎ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对于政府和企业等相关机构来说， 寻找恰当的方式提升研发支出的效率

和有效性， 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技术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新时

代。 令中国正付出极大努力拥抱整个国家的这些最新发展， 仍面临巨大的挑

战。 本期 ２０１７ 年专辑试图对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在转型经济中的作

用做深层次分析， 并讨论在何种方式上中国的经历为中国自身和其他国家提

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本书的结构

第一部分： 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

四个章节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首先， Ｃ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第 ２ 章） 解释了中国在 “新常态” 增长时代的新改革挑战。 接

着， Ｈｕａｎｇ 等 （第 ３ 章） 解释 “稳中求进” 的政府目标。 作者们概述一个

新经济指标以度量这种 “进度”， 并将注意力转移到稳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

定的议题上来。 Ｙａｏ 和 Ｗａｎｇ （第 ４ 章） 估计了成功实现内部收敛以维持中

国长期增长的潜能。 Ｗｏｏ （第 ５ 章） 将国内 “新常态” 与唐纳德·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 “脱欧” 事件引发的国际 “新常态” 联系起来， 从而

充实了第一部分的内容。
Ｃ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第 ２ 章） 解释了经济增速放缓的 “新常态” 背景下新型

和持续的政策变迁。 他们注意到现在的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尤其是许多必要

改革已经从 “帕累托改进” ———此改进下大部分人受益且没有人存在福利

损失———转向了 “卡尔多改进”， 而 “卡尔多改进” 要求在改革的成功者和

失败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在此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 改革的关键领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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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改革和产权保护改革， 产业政策向竞争性政策的过渡， 以及实现市场和

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作用。 作者注意到， 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是

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并且在赶超阶段这种平衡下的扭曲更为明显。 与其他主

要经济体和国家相比， 中国政府拥有相当大份额的国民财富。 为了改革激励

机制， 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更好地理解与改革相关的成本或收益， 并致力于

在政府与社会发展路线图上达成共识。 这种转变， 不仅将更好地支持更大的

竞争与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还将确保持续深入的改革进程得到多方支持。
Ｈｕａｎｇ 等 （第 ３ 章） 解释， 增长放缓和金融风险一起， 导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ＮＰＣ）
决定将经济政策目标定为 “稳中求进”。 这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 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保持基本汇率的相对稳定， 将防范系统

性风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章， 经济动能的提升来自周期

性因素， 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支出， 这表明中期的不确定性。 整体经济放缓

和转型的不确定性， 与昔日驱动经济增长的行业逐步失去竞争力、 新型支撑

行业未能替代它们息息相关。 第 ３ 章中提出并着力阐明的新经济指数发现，
新经济部门在当前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３０％ 左右。 随着资源转移到

新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大， 那么因目前较高比重投资进入旧经济部门引起

的挤出效应就会越来越低， 反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随着时间演

进， 这种转变在通往新经济的发展之路上将直接或间接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发

展差距。 当前， 东南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仍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 总体而

言， 这一过程将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

增长缓慢、 高杠杆率、 生产率低下以及政策缺乏灵活性息息相关。
Ｙａｏ 和 Ｗａｎｇ （第 ４ 章） 检验了内部收敛———地区性、 效率性和技术性

收敛———如何维持中国长期增长。 本章作者估计了中国三个地理区域以及全

国的增长方程， 结果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区域收敛速度、 投资效率水平

和技术进步速率。 作者计算， 中国的区域收敛能够提供 １２ 个百分点的增长

红利， 技术收敛可以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提高三分之一， 而两个内陆地区相

对于东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收敛对增速水平的效应并没有多大。
然而， 现实情况是目前要实现这些潜在增长红利还存在诸多障碍： 要将

人才吸引到中国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是非常困难的， 同时还存在诸如僵尸企业

问题等的结构性挑战。 一旦扫清这些障碍， 就会为经济收敛增加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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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 （第 ５ 章） 通过研究三个重要的议题结束了第一部分。 这三个

问题分别是： 中国经济的轨迹； 影响经济轨迹的政策选择； 一些可能融

合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附加元素。 他特别研究了中国经济挑战中许多具

有冲突性的解释， 尤其是中国经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差别。
通过使用新型分析框架将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行分类———分成 “硬

件” 类和 “软件” 类———作者们提出改革日程表， 从而帮助中国防止出

现潜在的 “制度缺失” 。 这一改革日程表包括： 实现国有企业部门的结

构性改革； 资本、 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规制过程； 治理机制的结构性

变革， 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等。 不仅如此， 在

“国际新常态” ———霸权稳定的缺失的大背景下， 作者们认为， 中国现

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以这些方式推动全球化， 从而丰富前任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提出的 “和谐社会” 理念， 并将其进一步转换到 “和谐世

界” 的概念。

第二部分： 教育与人力资本

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在人力资本积累

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捕捉这种生产力红利的趋势相互交织在一起。 本书的第

二部分考察了这个故事的两个方面。 首先，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Ｋｏｎｇ （第 ６ 章） 将

１９４０ 年后 ５０ 多年间出生的中国公民受教育情况进行了对比， 发现了不同

时期削弱中国教育体系机会公平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 Ｙａｎｇ 和 Ｚｈｏｕ
（第 ７ 章） 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无形资本在中国分行业部门的

重要作用。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Ｋｏｎｇ （第 ６ 章） 发现， 如果以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水平为基准，

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在此背景下， 以及基于消除中国与前沿

经济体差距的愿望， 作者研究了 １９４０ 年后 ５０ 多年间出生的中国公民受教育

状况， 并研究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否由 “机会不平等” 所驱动。 从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获得的数据， 提供

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信息。 在识别出重要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因素

后———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户籍体制、 父辈受教育水平和出生群组

特征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作者计算了机会不平等在全部教育不平等中所占的

比重。 他们得出结论并呼吁采取相关政策以降低那些放大中国受教育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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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试图转型成为一个高附加值和富有创

造性经济体的今天。
Ｙａｎｇ 和 Ｚｈｏｕ （第 ７ 章） 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研究了无形资本

在中国分行业部门的重要性。 在此过程中， 本文作者还在数据质量较差的情

况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度量无形资本对于经济体的作用。 他们发现， 无形

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长的 ２０％左右。
这一结果在各种形式的敏感性分析下都是稳健的。 研究发现， 在部门水平

上， 中国的 Ｒ＆Ｄ 在农业领域比经济竞争力和计算机化信息的重要性大得多，
但是经济竞争力在服务业和轻工业中比 Ｒ＆Ｄ 和计算机化信息更为重要。

第三部分： 创新与生产率

第三部分更加详细地解释了中国是如何向一个更具创造性的经济体转型

的。 首先， Ｗｅｉ 等 （第 ８ 章） 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 虽然在竞争

资金上与国有部门相比存在劣势， 但是私营企业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发

现更富创造性的方式， 以适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而推动中国沿着提升劳

动生产率和制造业价值链的方向转型。 Ｗｕ 等 （第 ９ 章） 展示了中国各省的

生产率增长率。 他们发现， 当前中国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收益要普遍高于

沿海地区， 而沿海地区服务业的增长毫无疑问地具有稳健的表现， 从而可以

保证这些地区未来时期的可持续增长。
Ｙａｎｇ 等 （第 １０ 章） 发现， 地区性创新能力在决定中国区域收敛速率过

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并且认为应该在制定降低中国区域经济不平等政策

时， 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Ｙｉｎ 和 Ｍａｏ （第 １１ 章） 研究了企业层面的专利申请及其对研发支出的

效应。 他们发现， 由市场驱动的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持有数都是与企业高研发

活动水平相关的重要因素。
最后，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第 １２ 章） 研究了中国前沿航天与航空科研社群中

的文化习惯和产业进程。
Ｗｅｉ 等 （第 ８ 章） 提醒我们， 中国还存在人口规模挑战的问题。 通过充

分挖掘人口优势和工资成本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互动和开展市场化改革， 中

国已经获得了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但现在面临着工资不断上涨和劳动力

逐渐减少的问题。 未来的增长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和不断提升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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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评估了中国做出这种成功转型的可能性。 他们使用经过匹配的企业层

面数据， 包括专利申请数、 专利收入、 专利引用等数据， 以及对工业企业的

调查数据。 评估发现， 紧抓国际新机遇和适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中国越来

越成为具有创造性经济体的两大因素。 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质

量在不断上升， 但现实情况还存在因资源错配影响创新效率的证据： 国有企

业收到了更大份额的创新补贴， 而私营企业才是更成功的创新者。 作者认

为， 如果这种资源错配的问题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经济通往创新驱动转型的

进程就会更快。
在第 ９ 章中， Ｗｕ 等注意到，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中国经济的新驱动

力越来越重要， 甚至还导致了对中国生产率增长重要性和动态的激烈讨论。
作者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文献。 绝大多数文献认为， 尽管最近几十年里全

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显著的贡献，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全

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在下降。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否会持续， 对中国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多少令人乐观的是， 本章展示的最新估计结果显示

中国内陆地区保持了高增长， 并在所有部门全方位超越了沿海地区： 第一产

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 尽管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部门的 ＴＦＰ 有所下滑， 但

沿海地区服务业部门的 ＴＦＰ 增长仍然是稳健的， 这将有助于保持这些地区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可持续增长。
Ｙａｎｇ 等 （第 １０ 章） 提供了中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人均真实 ＧＤＰ 收敛的经验分析。 他们研究了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

影响并发现三个关键性的结果： （１） 在考虑空间效应之后， 中国区域经济

发展同时具有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的特点； （２） 地区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

是不断递增的； （３） 一旦考虑了区域创新能力， 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速率

就会下降。 换句话说， 创新能力对于经济收敛速度具有显著的效应。 这意味

着， 如果中国沿海地区过度集中的创新资源没有更好地向全国溢出， 那么中

国经济发展就会经历创新驱动的区域发散。 在制定创新政策的时候， 政府部

门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空间互动关系上。
在第 １１ 章， Ｙｉｎ 和 Ｍａｏ 使用 ２０１３ 年国家专利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专利

保护与企业研发支出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考察企业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

构和保护途径选择三类因素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

现， 与传统市场动机相比， 强专利保护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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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专利积累规模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作用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而专利结构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影响有限； 行政保护的

利用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积极的影响。 由于专利动机对于后续创新具有重要

影响， 本章的政策启示在于，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对创新者开展激励的时候

需要更加注重专利动机管理； 相关企业或整个国家应该鼓励提升专利质量而

非仅仅专利数量。 此外， 中国独特的司法与行政专利权保护双轨制及其保护

机制的完善均有益于提升专利保护的创新激励效果。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第 １２ 章） 为可能是世界上进展最快的航天计划， 做了一

个精彩的介绍。 不仅如此， 中国还准备随时进入全球飞机制造业中技术要

求较高的 “大飞机项目”。 在这个动态系统内， 第 １２ 章告诉我们， 这些特

殊的专家群体是符合分享专业化知识和文化的。 他们同时集中于中国两大

国有的国防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ＣＡＳＣ） 和中国航天科技工

业公司 （ＣＡＳＩＣ） ———许多政府部门、 军事机关、 科技大学和一些研究机

构。 他们的文化随着时间越来越精英化， 但这些机构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仍

然普遍保持着相对的孤立性。 即便如此， 他们却在形成中国创新政策的过

程中起到了独特作用， 特别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制造上长期的国家控制

理念。 理解这些科研团体的文化和层次结构以及他们与政策制定者、 国家

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 可以揭示中国为何在航空部门的高科技前沿取得如

此的进步。

第四部分： 部门技术变迁

关键经济部门的技术变迁， 在这一宏大的转型叙事中处于核心的位置。
第四部分包含了三个章节， 分别研究了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部门。
Ｓｈｅｎｇｅｔ 等 （第 １３ 章） 展示了提升中国农业部门机械化水平和不增加平

均农场规模前提下提高生产率的有趣想法。 Ｊｉａｎｇ （第 １４ 章） 考察了可再生

能源技术， 并对中国水电、 风能、 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的产业结构和取得的进

展进行彻底的剖析。 Ｋｅｎｄｅｌｌ 和 Ｌｅｅｓ （第 １５ 章） 通过对中国前沿融资形式的

探索， 丰富了第四部分的内容。 他们解释了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在推动回购

市场上的娴熟操作， 这种回购可以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出现的一种新型和越来

越重要的短期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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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ｎｇｅｔ 等 （第 １３ 章） 解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中生产率增长

长期受约束的问题： 农场规模较小。 作者们认为， 除了将小型农场集中为大

型农场， 合约机制服务 （特别是资本服务外包） 可以作为提升农场生产率

的一种替代路径。 这反过来又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资本劳动比， 从而弥补我

国早期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影响。 这种制度创新通过规模报酬

递增和前沿技术的方式， 为中国的小型农户提供持续提升生产率的机会， 而

不需要令人望而却步的大规模投资。 然而， 他们指出目前市场化的资本外包

机械化服务仍然受到市场摩擦、 高昂交易成本与中国制度性壁垒的约束。 于

是， 这就要求进行一定的制度创新， 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推动机械化外包

服务的使用， 从而协调农业生产的农场小型规模与土地集约化改革之间的

矛盾。
在第 １４ 章中， Ｊｉａｎｇ 揭示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取得的领先地

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

之后这一行业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其中， 增长特别迅猛的当属太阳能的发

展， 在此期间年均增速达到 １１０％ 。 政策的大力扶持引致了技术进步和价格

的大幅度下降。 第 １４ 章描述了这些趋势， 特别是中国在水电、 风能、 太阳

能和生物能源产能和产业化发展方面的发展趋势。 中国政府承诺， 达到巴黎

协定所确定的气候变化相关目标。 作者强调， 中国实现能源转型和清洁空气

目标， 是实现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目标的中心议题。
Ｋｅｎｄｅｌｌ 和 Ｌｅｅｓ （第 １５ 章） 研究的是回购协议市场。 对中国的金融机构

来说， 这是一项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 管

理国内流动性条件的工具， 回购协议很有可能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货币政

策传导渠道。 作者描述了中国回购市场上的特征。 作者最开始集中于银行间

市场， 然后考察了它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显示回

购协议在过去两年中利率更低波动更小， 反而导致了金融市场上更大的风险

性行为， 在形成与应对这些发展趋势过程中， 中国的政策制定在不断变化。

第五部分： 技术与贸易、 投资

第五部分研究了中国在全球贸易、 投资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取得的创新性

进展。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第 １６ 章） 研究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演进中贸易余额的

变化， 尽管在国际上被大肆宣扬， 但本章发现的矛盾之处是， 针对中国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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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性关税反而可能损害竞争对手的国际商业利益， 这种损害远超对中国利益的

损害。 Ｃｈｅｎ （第 １７ 章） 使用了中国 ３０ 个省份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省级层面

数据， 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对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书最后两章致力于中国著名的 “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推动新型全球

化的重要议题。 Ｈｕ 等 （第 １８ 章） 研究了现有的经济类型并提出了加深中

国与 “一路” 国家经济联系的政策建议： 这些国家是欧亚经济联盟 （ＥＥＵ）
的五个国家。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 Ｒｕｄｙａｋ （第 １９ 章） 在中国新型全球化研究上做出

了贡献。 他们反思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化， 识别了塑造中国全球化特征

的影响因素， 并将此作为理解中国可能如何重塑全球化的一种途径。
在第 １６ 章，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研究了中国在东亚全球生产网络中角色演进对应

的含义。 这一章的内容阐述了近期不断上升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区域性和国

际性生产网络的重要性。 他认为， 中国与许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是一种

结构性现象， 这种结构性现象是由全球生产分工进程以及中国在东亚———全

球生产网络的中心———长达几十年的枢纽地位决定的。 全球生产分享是经济

全球化的一部分， 从而潜在的中美贸易差额要比使用标准的贸易流分析复杂

得多。 中国的最终装配产品出口网络不仅在东亚和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之间

相当密集， 而且迅速扩展到非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 结果， 对中国的惩

罚性关税势必也会面临着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 而且其对全球生产网络

流的影响可能比通常想象的破坏性低得多。
Ｃｈｅｎ （第 １７ 章） 发现， 无论是省属企业的 ＯＦＤＩ 还是中央直管国有企

业的 ＯＦＤＩ， 都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ＯＦＤＩ 对省域经济

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从 ＯＦＤＩ 向省域经济所在地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 其

中包括： 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劳动力流动、 前向和后向产业联动、 信息

流、 推动本地企业出口、 帮助母国经济的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 从而提升

当地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率， 促进母国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 这个研究提供

的很强的经验证据表明， ＯＦＤＩ 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相关政策

应该瞄准开发一套更为开放化和市场化的 ＯＦＤＩ 机制， 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

以提升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并鼓励母国经济中跨国企业

（ＭＮＥｓ） 与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之间的互动， 从而强化和加速从 ＯＦＤＩ 这种

积极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向中国经济扩散。
Ｈｕ 等在第 １８ 章中研究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 白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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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的 “５ ＋ １” 合作。 这些

国家处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一带” 的中心位置上。 作者对中国

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进行了对比， 并围绕着基础设施建设

的双边和全球性联系以及深化的贸易与投资联系的相关潜力展开了检验。
作者给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以深化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之间更大的经

济合作。 这些政策建议包括： 鼓励更深层次的金融一体化———直接通过在

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中建立中国的金融机构及间接通过提升基金水平和改善

发展项目机制等方式来实现。 类似地， 在区域内更大规模地使用人民币将

有助于降低货币的不稳定性， 而货币不稳定在近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除

了金融之外， 作者建议开放更多的自由签证促进人口流动、 强化贸易与产

业政策之间的协调， 并将其作为提升成员国之间更大经济活力的各种

机制。
作为 ２０１７ 年专辑的结尾，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 Ｒｕｄｙａｋ （第 １９ 章） 的这一章可以

看作中国新型全球化议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对外援助和开发性金融。
２０１７ 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会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国应

该 “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 消解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让它更好地

惠及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在陈述中国将在全球化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

目标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有利条件时， 习近平关注到了中国对外

援助对促进全球增长的重要作用。 因为理解中国自身对外援助的有关经验，
可以揭示新型全球化议程的潜在方向， 所以作者们给出了一个大事年表以解

释中国将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通过更加积极地重塑全球化来发展自身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非洲一直就是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非常重要的焦点地

区， 这是因为对外援助的一半流向非洲地区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焦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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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蔡 昉　 张晓晶

一　 绪论

改革开放是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关键， 也将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新时期改革宗旨： 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继续充分

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 二是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实

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三是在开放体系与全球制度

竞争中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这显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制度

还没有成熟、 定型的国家。 其实， 即使是成熟市场经济体比如美日欧等， 改

革与调整也是不断发生的。 从全球范围看， 制度的竞争以及为获取制度优势

而衍生的改革竞争将是常态。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 推动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演化的因素， 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 而且还有为更好地

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要素而对制度进行主动的调整。 全球化已经导致了

“制度 （或体制） 竞争” （柯武刚、 史漫飞， ２００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再平衡、 结构调整与改革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

律。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对中国的改革做了全面部署， 而

美、 欧、 日也纷纷推出结构性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 改革竞争的序幕已

然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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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持续推进改革是一个国家能力的体现。 苏格兰思想家爱德蒙·伯克

（Ｂｕｒｋ， １７９０） 在 《法国革命的反思》 中说： 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
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 没有这种能力， 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 即失去其

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 这是从最深层次揭示出改革的原动力： 全面深

化改革， 正是为了 “保有” 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变色。
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 可以说

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逻辑。 小平同志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曾说过： 改革的

意义， 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
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 所有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 而是要

看二十年， 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 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 （邓小平，
１９９３）。

二　 改革新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出现了 “结构性减速”。 这个时候， 只有通

过改革才能主动适应新常态， 迈入增长新阶段。 不深化改革， 发展就难有活

力、 难以持续， 甚至可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使

得改革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与过去 ３０ 余年相比， 新时期的改革具有以下

鲜明的特征。
改革进入深水区

改革进入深水区， 所面临的多是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 不少触及深

层次社会矛盾， 涉及利益关系调整， 牵一发而动全身， 有些多年一直想

改但改不动， 成为难啃的硬骨头。 这种情况的出现， 实际上与渐进改革

道路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即一些容易改的都改了， 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此外， 渐进改革也容易使一些集团利益固化， 形成所谓 “利益固化的藩

篱” ： 一是利益的获取源于公权力的运用， 二是获利主体远离改革要惠

及的大众阶层。 对既得利益阶层而言， 藩篱是其利益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但对社会大众而言， 藩篱则是其获取利益的壁垒。 利益固化藩篱已广泛

渗透在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 行业之间、 国有民营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 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巨大障碍， 抑制了经济社会的创造

力，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限制了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空间， 减弱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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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正能量。
改革不再是 “帕累托改进”
利益调整是改革进程中躲不过的问题。 过去的改革往往是 “帕累托改

进”， 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 现在的改革很可能是 “卡尔多改进”，
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 这就需要我们算好改革的利益账， 通盘评估改革

实施前、 实施中、 实施后的利益变化，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统筹各

方面各层次利益关系， 善于算大账、 总账、 长远账， 使改革的成果惠及绝大

多数人。 这就意味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用底线的刻度标注改革的温度； 意味着不仅要吃

饱穿暖， 更要活出高质量、 精气神， 实现 “五位一体” 的全面改善； 意味

着做大 “蛋糕” 又分好 “蛋糕”， 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让改革给人民

群众送上看得见的好处， 带去热腾腾的希望。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

顶层设计主要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谋全局。 改革是系统工程， 并且利

益矛盾扭结纠缠， 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 碎片化修补也不行， 必须是全面

系统的改革和改进， 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因此要坚持顶层

设计、 谋划全局。 二是指方向。 有了改革的大方向， 基层探索才会有准

绳。 三是划底线。 就是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局面要避免， 不犯颠覆性的错

误。 四是破僵局。 正是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 才需要顶层推动， 突破利益

固化的僵局， 打开改革新局面。 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 也要鼓励基层探

索。 事实上， 很多顶层设计只是宏观把握， 改革要落地生根还是要到广阔

的实践中去尝试； 有时候在理论上难以破解的难题， 可以在实践中找到答

案。 因此， 鼓励基层探索创新， 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 蕴含

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 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改革落地， 更有助于制度

创新。
改革需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 因此， 要有强烈的

问题意识，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 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 着力推动解

决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只有牢牢抓住重要领域、 重要任

务、 重要试点和关键主体、 关键环节、 关键节点， 特别是抓好涉及重大制度

创新的改革， 统一行动、 毫不松懈， 才能以重点突破牵引和带动全局，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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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改革新局面。 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 明确改革的总体目标同样必不可

少。 清晰的改革蓝图能够提升改革的系统性、 连续性， 增强改革者的紧迫

感， 使得改革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不断朝着既定目标平稳有序推进。 如果说

仅有问题导向可能会导致改革的 “碎片化” （即只关注某些重点问题重点领

域）， 那么， 结合目标导向， 以重点带全局、 在全局视角下找重点， 就能够

做到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改革要于法有据

新时期的改革强调： 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又要在改革中完善法

治， 寻求改革与法治的最佳结合。 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寻求法

治之下的 “最大公约数”，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才能确保改革有秩

序、 不走样， 行稳致远。 改革重在突破， 法治重在规范。 全面深化改革，
要勇于 “破”， 即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 但 “破”
不是无边界、 无底线， 要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 “破” 的最终目的还是要

“立”， 即形成一套更完备、 更稳定、 更高效的法律和制度。 那种认为改

革就是冲破法律的 “束缚”， 改革要上路、 法律要让路的观点是不正确

的。 还有， 现在与 ３０ 多年前不同， 中国已经融入世界， 法治是人类文明

的共同成果， 中国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创造良好的国际

环境。

三　 改革新进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很大进展， 改革的四梁八柱基

本搭就， 改革新格局初步形成。 特别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创新政府资源

配置方式，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推进民法典的编纂， 强调产权

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等， 对于明确改革方向和稳定社会预期起到

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总体上， 这些改革， 都是围绕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

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展开的， 是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市场化取向改

革的进一步深化。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公平竞争对于提升经济的活力、 效率， 实现创

新驱动， 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尤为重要和紧迫。 促进公平竞争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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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打破地方保护。 即着力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 清除市场壁

垒， 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形成真正统一的国内市场。 事

实上， 只有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形成， 良性的地方竞争才有可能。
二是要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

业的行政性垄断。 Ｌｉ 等 （２０１４） 的研究发现， 经过 １９９０ 年代后期国企大规

模的改革以后， 中国经济形成一个垂直结构， 即一些核心的上游产业 （比
如能源、 金融、 电力电信） 依旧由国有企业主导和垄断， 而绝大多数的下

游产业 （比如作为消费品的制造业和酒店， 宾馆， 娱乐等消费性的服务业）
都已经放开， 由民营企业占主导。 在这种比较独特的经济结构中， 下游的民

营企业充分利用中国比较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并利用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机会， 在结构转型 （即工业化） 和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

壮大， 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正是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的迅

速扩张， 使得它们对于上游的能源、 电力、 电信、 金融等一系列关键性的投

入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大， 而这些关键的上游产品与服务恰恰是被国

有企业所垄断的， 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生产率越高， 产出越多， 出口越多， 上

游的国有企业就越能赚钱。① 目前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的垄断， 大多属于行

政性垄断。 所谓的行政性垄断， 指的是政府将市场资源向部分企业倾斜，
在资源分配、 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等各个方面都将政府的利益输送到企业

之中， 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性

垄断， 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 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逐步

形成。
三是从更注重产业政策转向更注重竞争政策。 在经济赶超阶段， 选择性

产业政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因为， 在技术跟随、 引进和模仿阶段， 政

府可利用后发优势， 以较低成本搜集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各种信息， 并据

此确定技术路线、 动员资源、 组织攻关和推动技术发明的产业化， 发展中国

家百分之八十以上靠引进技术 （Ｍａｎｙｉ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但在后发优势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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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前沿领域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大时， 政府掌握信息和做出正确决策

的能力显著降低， “政府挑选赢家” 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失败概率也越来越

高。 由于自主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大， 需要有更加广袤的培养创新的土壤。
只有更多的种子撒下去， 才可能有较多的新苗长出来。 因此， 选择性产业政

策要转向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同时更加注重竞争政策， 更多依靠市场来激励

创新、 发现创新。
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日益增强， 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和方式也在不断调整。
事实上， 对广义政府资产的处置方式， 正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政府配置

资源方式。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所掌握控制的资源。 根据我们

的估算： （１） 从国有资产角度， 目前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国有资产 （含国

有非金融资产与国有净金融资产） 占比接近 ４０％ （见图 １）； （２） 从广义政

府净资产 （即主权净资产） 角度， ２０１５ 年大约为 １００ 万亿元 （见图 ２）。
（３） 从国际比较看， 中国广义政府净资产占整个社会净资产的比重接近四

分之一， 而德国、 日本占比不到 １％ ， 英国与美国则为负值 （见图 ３）。 当

然， 这样一个结果与中国的制度规定性 （以公有制为主） 以及发展阶段

（政府主导的赶超发展阶段） 密切相关。

图 １　 企业部门国有资产占比变动趋势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笔者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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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主权资产净值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笔者估算。

图 ３　 中国广义政府净值国际比较

注： 中国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３ 年， 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 加拿大的非金融企业和

金融企业的数据合并到一起。 中国的广义政府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 自

然资源资产、 国外资产、 社会保障基金以及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笔者估算。

从国际视野看， 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持有的公共财富， 即便保守估计， 数

目也十分惊人①。 收益率仅仅提高 １％ ， 也将给国库增加 ７５００ 亿美元的收入

（根据全球公共性的商业资产合计 ７５ 万亿美元估算） （Ｄｅｔｔｅｒ 和 Ｆｏｌｓｔｅｒ，

９２

① 这里的公共财富主要是指政府掌握的资产， 没有考虑负债。 如果以政府的净财富来衡量

（即资产减去负债）， 则远没有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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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显然， 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自然资源、 行政事业单位 （如中国的

科、 教、 文、 卫） 等大量非商业性 （或非经营性） 资产。 正是因为中国政

府拥有大量的资源， 因此， 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就

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面。
中国政府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 经

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等公共资源。 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

价格扭曲、 配置效率较低、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 需要大幅度减少

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创新配置方式， 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

段，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一是自然资源方面要以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 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

用。 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由全民所有的土地、 矿藏、 水流、 森林、 山岭、 草

原、 荒地、 海域、 无居民海岛、 滩涂等自然资源， 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 健

全管理体制， 发挥空间规划对自然资源配置的引导约束作用； 对无线电频率

等非传统自然资源， 推进市场化配置进程，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二是创新经营性国有资产配置方式： 对于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经营性国

有资产， 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 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 有序进退和优化配置，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

率和效益。 第一，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 国

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重点基础设施集中， 向前

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 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 完善国有资本

退出机制， 研究国家持股金融机构的合理比例，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保

持控制力， 对其他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优化股权结构， 激发社会资本活

力。 第二， 完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

管体系，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

司， 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第三，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形态转换机制。 坚持以管资本为主， 以提高国有

资本流动性为目标， 积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 实现国有资本形态

转换， 用于国家长远战略、 宏观调控以及保障基本民生的需要， 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发展目标。
三是对用于实施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目的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坚

持公平配置原则，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配置效率，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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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 公平性。 其一， 推进政事分开、 管办分离。 区分政府作为资源配置者

和行业监管者的不同职能， 创新和改进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 强化教

育、 医疗、 养老、 文化、 体育等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 放开相关行业市场准

入， 放松价格管制， 促进公平竞争。 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 理顺政府

与事业单位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系， 推进政事分开、 事企分开、 管办

分离。 创新与事业单位运行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健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

构。 其二，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自主运行、
公众监督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和财力状

况， 通过特许经营、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扩大和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

给。 其三， 推进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整合与共享。 在清产核资、 界定产权的基

础上， 进一步打破部门行政化分割， 构建共享平台， 实现公共科技、 教育、
医疗、 文化等资源开放共享。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中国发布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强调指出，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
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有恒产者有恒心， 经济

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大量国外文献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 “忽略” 了产权制度的改革 （例

如， 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０； Ｂｒａｎｄｔ 和 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０８）。 但事实

上， 中国在产权制度方面有很多特色鲜明的探索， 从而使得产权结构发生了

积极变化。 第一， 在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中， 人们通过承包制的办法， 把部

分的财产使用权从抽象的 “全民” “集体” 中划分出来， 重新界定给个人。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二， 重新承认了各种生

产要素的私人所有权。 资本、 劳动、 技术乃至企业家才能都可以被私人拥

有、 控制、 支配。 第三， 被重新界定或承认的私人财产不断增加， 财产需要

进一步转让， 以保值增值， 于是市场交易应运而生， 转让权、 定价权、 喊价

权和还价权逐渐被确认， 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计划经济一统天

下的局面被打破。 第四， 各类得到确认和保护的产权可以在股份制的制度框

架下本着自愿的原则缔结契约， 建立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 （周其仁，
２０１０）。

不过， 改革尚未结束， 产权界定与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不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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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一是在国有产权保护方面， 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

晰， 存在内部人控制、 关联交易等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二是在私有产

权保护方面， 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 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

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侵权易发多

发。 作为例证， 我们参考美国商会下属的全球知识产权中心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报告。 该报告测度了包括中国、 美国、 英国和印度在内的 ３８ 个经济体在知

识产权上的执法力度。 这个指标的最高得分是 ６ 分， 中国的法律执行力度得

分为 １ ５１， 在全部 ３８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３１ 位。 在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

背景下， 模仿成为企业 “创新” 的常态， 甚至 “盗版” “山寨” 也同样是

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而渐渐地培养出一种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６）。 因此， 未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宜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 公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因此， 公有产权的保护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基

础性工程。 这涉及农地、 自然资源以及国有资产保护等方面。
第二， 非公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非公有产权一直打着身份歧视的烙

印。 因此，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破除 “姓公姓私” 的思想桎梏， 破除

所有制身份歧视， 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平等保

护。 至为迫切的是要破除 “原罪”， 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有错必究、 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 以历史和发展眼

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

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增强发展信心和财产安全感， 激发企业家创新

精神。
第三， 知识产权保护。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合理降低入罪门槛， 逐步确立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机制， 以对潜在

的侵权行为造成威慑与遏制， 完善侵权后的强制补救措施。 二是要加大保护

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严格防范执法的随意性和选择性。 三要尽可能减少政

府出于推动技术创新的好意而对专利等进行简单化的干预或将其与特定的产

业政策或人才政策挂钩， 应逐步完善对其的市场化激励， 使得市场力量成为

专利数量及质量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四要研究体制内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本产

权界定和保护问题， 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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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革展望与政策建议

２０１３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勾勒出伟大的改革蓝图。 展望未来， 决定

改革成败以及能否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谋划： 一是

进一步明确改革大方向； 二是推动改革文本 “落地生根”； 三是重构激励机

制， 调动各方积极性； 四是挖掘改革红利实现持续增长。
进一步明确改革大方向

中国的经济赶超， 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扭曲。 包括工农业剪刀差、 金

融压抑、 贸易保护、 产业政策等， 概言之， 就是不同形式的政府干预。 关于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已经有大量文献对其进行描述。 比较典型的是所

谓 “发展型政府” 的提出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２； Ｗｏｏ －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１９９９）。 这指

的是政府的强干预， 包括广泛的规制与规划， 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非常

“积极的” 作用。 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 都是那种典型的发展型政

府。 有趣的是， 我们还发现，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阶段， 都类似地且

更早地获得了来自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 例如 １６ 世纪到 １８ 世纪荷兰与英国

的重商主义， 德国与美国在 １９ 世纪末期的崛起。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 扭曲的作用都与整个经济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用不成熟的产业体系、 不完善的市场

机制和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来刻画———通常需要大量的政策扭曲来动员经济

资源、 培育国内产业和协助形成比较优势。 在经济进入发展的高收入阶段之

后———用更成熟的产业体系和更健全的市场机制来刻画———政策扭曲太多就

不再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且通常会借助公权力 “寻租” 的方式改

变经济主体的激励和行为， 这将阻碍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从国际和中国的经验出发， 支持了以上论述。 Ｂａｒｄｈａｎ （２０１６） 的

最近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确 （特别是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 问题是改革如何落地的问题。 但实际上， 有些

改革不能落地， 有些改革发生异化， 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一些基本问题并

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解决。 比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

挥作用， 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产生了一些模糊地带。 这种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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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又要” 的逻辑， 虽然这样说是使得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更加 “平衡” 了，
但在真正推进改革中会遇到困难。 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个相对模糊的区域， 既

可以向这边， 也可以向那边。 此外， 不同的部门、 群体， 利益集团， 都会产

生自己的解读。 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激烈争论也凸显在这个问题上还未形成

共识。 总体上， 探索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实践问题 （无论就发达经济

体还是后发经济体而言都是如此）， 但在理论上， 如果我们认为保持 “适度

扭曲” 是必要的， 同时这个 “适度扭曲” 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界定， 那么，
政府越位这样的扭曲就会频繁出现。 这些在赶超口号下所实施的扭曲， 恰恰

可能会导致赶超进程停止， 导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当前所最需要警惕

的风险。
推动改革文本 “落地生根”
印度学者巴苏 （Ｂａｓｕ， ２０１５） 写道： 尼赫鲁和印度的其他领导人都参

与了经济规划的制定， 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规划的文字质量， 而非规划的内

容。 因此， 毫不意外的是， 韩国制定出了最行之有效的规划， 印度则写出了

最有文采的规划。
毫不谦虚地说， 中国关于改革的文本也是 “最有文采” （甚至比印度的

还好）。 问题是， 如何将这些文本落到实处。 比如目前改革中存在 “以文件

落实文件” 的现象； 也存在 “不敢改、 不愿改、 不会改” 的现象。 导致改

革文本落地难的原因很多。 以下几个层面值得关注。
第一， 改革红利未被充分认识。 结构性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替代物， 而

是可以获得的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但这个道理尚未被普遍且真切地认识

到， 因而改革激励不充分。 很久以来， 国内外都存在一个观点， 即以为改革

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好的认识也是希望牺牲一点速

度， 以便取得改革的突破。 有鉴于此， 对一个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

部门或地方政府来说， 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的， 实

施效果也可以是迅速、 及时的， 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 相反， 对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 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政策手段与效果

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 改革的激励不相容。 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

的改革责任， 因而尚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预期，
造成改革的激励不相容。 即使当事者可以了解到改革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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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但由于承担改革成本的主体和享受改革红利的主体并不一致， 导致成本

分担与收益分享分量不对称， 因此， 一些部门和地方往往产生等待观望的心

态和行为。 虽然在任何国家推进结构性改革， 都需要为实现激励相容而进行

必要的说服工作和做出特定的制度安排 （Ｒａｊａｎ， ２００４）， 在中国当前的一些

改革领域， 如户籍制度改革等， 向改革当事人揭示改革红利的客观存在， 使

其对改革成本分担和改革红利共享形成合理预期， 是改革得以及时推进的关

键所在。
第三， 偏离改革路线图。 在存在前述两种认识障碍的情况下， 有些领域

的改革举措有可能被回避、 延缓、 走样或者变形， 以致或多或少偏离中央顶

层设计的初衷、 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一类表现包括： （１） 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案和需求侧刺激方案之间， 偏向于选择易于入手的后者， 甚至形成对

刺激政策的依赖， 推迟了改革的时机； （２） 仅仅以完成指标为导向， 而不

是立足于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来推进改革工作，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 即

使旧的存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体制机制仍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增

量， 治标不治本； （３） 改革中偏向于避重就轻， 甚至把一般性、 常规性管

理工作当作改革举措， 结果， 由于规避了对既得利益的触动而保持旧的格

局， 未能从根本上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要推动改革真正落地生根， 就需要提高对改革红利的认识， 建立改革共

识； 强化改革责任担当， 看准了的事情， 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 坚定不移地

干； 鼓励基层探索创新， 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 善于从群众关注的

焦点、 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 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

动、 有机结合； 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让地方在推动改革中尝到甜头 （即对

改革有获得感）。
重构激励机制， 调动各方积极性

目前来看， 全面从严治党、 高压反腐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章立制， 使得约

束机制逐步建立起来。 这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重

要成果。 但是， 中国需要发展， 仅有制度红线、 约束机制还不够， 要让大家

干活、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还需要有重构激励机制。
一是重启地方竞争。 事实上， 促进地方竞争、 激发地方活力曾经是过去

近四十年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秘诀， 这也是国际上公认的 “中国特色”。 不

过， 鉴于地方竞争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如恶性竞争、 地方保护、 市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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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结构扭曲、 同质化发展、 产能过剩等， 重启地方竞争， 需要具备新的特

点。 第一， 由竞争 ＧＤＰ 到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 过去 ３０ 余年是典型的围绕

ＧＤＰ 的地方竞争。 但发展到今天， 特别是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 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成为 “短板”， 这包括治安、 教育、 医疗、 社区服务， 社会

保障 （包括保障性住房） 等。 因此着眼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种类、 数

量与质量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水平， 是处在发展新阶段的新型地方竞争。
第二， 地方绩效评估要由 “自上而下” 逐步转向 “自下而上”。 如果说过去

的 ＧＤＰ 竞争的评估主要是自上而下， 那么， 公共服务的竞争， 则需要自下

而上， 因为只有老百姓对于这些公共服务具有真正的发言权。 因此， 需要地

方人大、 政协， 以及媒体或独立第三方的民意调查， 担负起自下而上评估的

责任， 使得地方政府在 “压力” 和监督下做好公共服务的提供。 第三， 理

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 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目前， 地方支出责任在 ８０％
左右， 而财力却只占 ４０％ 左右。 这种不匹配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如土地财

政、 地方债务风险等。 从而， 需要提供给地方更多的主体税源 （如房地产

税、 消费税等）， 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 地方自行发债等。 第

四， 扩大地方立法权， 使之能够酌情处置地方事宜。
二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其一， 对于私有产权平等保护， 破除

“原罪”， 让企业家对于自己的财产有信心。 其二，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让

企业家 “有所适从”。 从政府角度来讲， 应更好发挥自身作用， 为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一方面， 坚持同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营造依法保

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加快形成公平竞争、 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加强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交流和沟通， 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的同

时， 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优质、 高效、 务实的服务，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 另一方面， 政府官员同企业和企业家之间要公私分明， 既不能拿原则

问题做交易， 不能以权谋私或者搞权钱交易， 又不能推诿扯皮、 敷衍塞责，
门好进、 脸好看但就是不办事。 其三，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使企业家承担风

险与获得报酬相匹配。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 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承担着

较大风险， 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建立有效的、 具有长期激励

作用的制度， 使企业家的收入与其在经营管理中做出的贡献相匹配、 与其承

担的责任和风险相对称。 其四， 对企业家的创新给予更多包容和鼓励。 企业

家精神特别是创新精神往往表现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与众不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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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些思想和行为在合法范围内， 就应当受到尊重。 必须营造尊重和鼓励

企业家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法律层面保护企业家的权利、 认可企业

家的贡献， 为企业家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有效保障。
三是增强百姓对改革红利的获得性。 对普通百姓而言， 是让他们能够更

多地参与和分享 （调研发现， 一些地方是否 “贫困” 与是否 “脱贫” 基本

上是政府说了算， 而与当地的百姓无关）， 增强改革的获得感。 以往的改革

能以燎原之势铺开、 一步一步深入推进， 根本原因就在于给人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 带来了公平参与和发展的机会， 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这是

改革的最根本动力所在。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 要建立公平有效的体制机制， 使改革的红利、
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 要把贫困人群和低收入者的利益保障好维护

好， 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要让中等收入阶层逐步扩大， 使

他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还要保护高收入者的合法利益， 为他们放开手

脚、 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要使不同社会群体各展其能、 各得其

所， 让一切劳动、 知识、 技术、 管理、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

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从而形成一个各阶层、 各方面广泛参与和支持改革

的局面。
挖掘改革红利实现持续增长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如何挖掘改革红

利， 提高潜在增长率， 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提高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 第一是保持传统增长动力。 这并不是意味

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
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 延长人口红利。 第二是启动新的增长动力。 这主要

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 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 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 都意味着要挖掘改革红利。 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 由于几乎所有导致中国经

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归根结底都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有关，
因此， 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作为人口年龄结构

变化的结果， 不仅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之中， 即使考虑

到现行的劳动参与率， １５ ～ ５９ 岁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 ２０１７ 年以后进入负增

７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长。 因此， 劳动力总量已经不再具有增长的潜力，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唯

一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巨大， １ 个百分点

的劳动参与率在 ２０１５ 年就对应着 ９００ 余万经济活动人口。 模拟表明 （Ｃａ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２ 年， 如果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 １ 个百分

点， 可以获得 ０ ８８ 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 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

潜力， 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从而稳定农民工在

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就业。
第二， 提高总和生育率， 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 习近平同志要求我

们 “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根据中国和国

际经验， 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生育政策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

其实是有限的。 不过， 鉴于中国自 １９８０ 年始实施了长达 ３５ 年的以 “一个孩

子” 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 允许生育二孩的改革预期可以在一定时

间里产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 一般认为， 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 １ ５， 生育政

策调整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生育率向 ２ １ 的替代水平靠近。 政策模拟表

明， 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 １ ８ 的水平， 与总和生育率 １ ６ 的情形相

比， 可在 ２０３６ ～ ２０４０ 年将潜在增长率提高 ０ ２ 个百分点 （ Ｃａ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６）。 值得指出的是， 旨在均衡人口发展的改革， 不应止于生育政策调

整， 还应该包括其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 通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

本， 让人们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和个人意愿决定孩子数量。
第三， 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经济学家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

现， 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
都必然经历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 我们的一项模拟 （Ｃａ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６） 表明， 对教育和培训发展做出合理假设， 从而预期整体人力资

本水平可以得到一定提高的情况下， 在未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约 ０ １ 个百分

点。 这个改革红利对于旨在维持中高速增长， 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

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况且， 我们的模

拟还仅仅考虑了人力资本的数量。 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后， 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还会显著提高， 比生产率的贡献还要突出 （Ｍａｎｕｅｌｌｉ 和 Ｓｅｓｈａｄｒｉ，
２００５）。

第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理论上可以预

期， 我们的计量分析也发现 （Ｃａ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６）， 尽管提高劳动参与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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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升潜在增长率，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

势； 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 不仅立竿见影， 而且经

久不衰。 随着经济日益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 一方面， 中国经济越来越

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通过清除体制性障

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 我们的模拟显示 （Ｃａ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２ 年，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 １ 个百分点，
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 ０ ９９ 个百分点。

在对户籍制度改革、 教育和培训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能产生的

对于劳动参与率、 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效果做出假设后， 再与不

同力度的生育政策调整 （从而不同的生育率情景） 相组合， 我们模拟了未

来可能获得改革红利的不同情景， 发现改革或是不改革以及改革力度大小，
会在近期和未来产生明显的潜在增长率差别 （见图 ４）。

９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图 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模拟

资料来源：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６）。

图 ４ 清晰地显示， 从供给侧因素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 一方面，
我们的确不应期冀一个与周期因素相关的 Ｖ 字形复苏； 另一方面， 在假设

不同改革力度和效果的情况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获得的红利也有差异。 从

左至右看观察图的话， 与没有明显改革举措的 “基准情景” 相比， 越是深

入的改革越能产生显著的红利， 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接近 Ｌ 形。
总之，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使用经济放缓和其他社会经济结构

变迁刻画———其市场化改革遭遇到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新背景下， 如何

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成为首要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 本章对中国经

济在新常态下产生的一些新特征予以检验， 强调了利益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

“非帕累托改进”。 这篇研究也讨论了考虑改革和持续增长的一些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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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 司法改革、 政府重构、 地方竞争和产权保

护， 等等。 最后， 本章的结论是， 中国获取改革红利的最好方式就是进一步

明确改革方向， 推动务实改革， 重建激励机制，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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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宏观经济平衡： 新增长
驱动力和维持金融稳定

黄益平　 沈 艳　 傅秋子

引　 言

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中国政府制定了 ６ ５％
的年度增长目标， 相比前一年 ６ ７％的真实经济表现有所下调。 大会郑重宣

布， 要尽可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成果 （见图 １）。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 经济发展

速度好于预期结果，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速达到了 ６ ９％ 。 高频经济数

据例如工业生产、 贸易和固定生产投资等数据也证实， 自 ２０１６ 年中期以来

经济动能在持续增长。 尽管如此， 分析人士对 ２０１７ 年全年的经济前景仍然

存在分歧。 一些人认为经济将好于上年， 而另一些人则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将

经历较大幅度的调整。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持续上涨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部分原因在于过去几

个季度提高经济活力的关键驱动力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经济将必然无法达到其增长目标。 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承诺， 将维持经济

增长以迎接 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无论是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 政策制定者都将经济政策的基调确定为 “保稳定、 促增长”。 大会代

表特别概述了 ２０１７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特征： （１）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 ／中性的货币政策； （２） 增加汇率调节的灵活性和保持基本汇率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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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 ＧＤＰ 季度增长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 （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ｗｗｗ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定性； （３） 将控制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优先位置。

近期， 经济触底反弹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 经济学家对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本质展开了长久的讨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周

期现象， 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主要是增长趋势改变的结果。 虽然这些评

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他们没有对现阶段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变化引起

足够重视， 从而可能产生不恰当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增速放缓的最重要原因是结构性的： 过去几十年中支撑经济强

势增长的大部分行业竞争力已在逐步下降， 而新兴产业和驱动新兴产业的

动力如消费等却未得到充分发展， 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依照惯性向前运

动。 过去的两架引擎———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而消费动力却相对薄弱。 这两架引擎分别获得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和中国东北与西北地区资源型重工业的支撑。 但现在， 它们已经

不再具备竞争力。

在某种程度上， 当今中国正面对着典型的 “中等收入陷阱” 的挑战。

它表明， 一个经济体到达产业竞争力前沿之前， 或者至少在此方向的动能足

够大之前， 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依然持续。 过去六年中， 经济学家不止一次

地在每个季度预测到了经济触底反弹。 但每次触底反弹之后， 紧接着就是更

缓慢的增长， 这一趋势很明显还在延续。

这一章， 我们做了如下几点： （１） 首先检验并预测了中国经济的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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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２） 估计了中国经济向那些被识别为新增长驱动力方向转型的规模；
（３） 详细说明了维持未来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有效的政策的潜力； （４） 提出

一些恰当的政策策略及建议。
本章其他部分组织如下， 下一节讨论短期经济增长前景的关键驱动力并

得出结论， 尽管一些重要不确定性仍在持续， 但整个经济仍可达到 ６ ５％的

增长目标。 第三节概述了新经济指标 （ＮＥＩ）， 这个指标是本章的一个笔者

提出的， 目的是从最新文献中获得一些启示。 特别地， 新经济在全部经济中

的比重仍然较小， 同时新旧经济形态存在清晰的权衡关系。 第四节分析了中

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风险特别是僵尸企业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一节是政策

建议。

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

高频官方数据、 基层调查和独立的大数据分析都认为， ２０１６ 年中期以

后， 中国的经济势头有所回升。 这种经济前景的改善由三个因素所引导： 基

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见图 ２）。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至 ８ 月， 基

础设施投资持续下降但之后迅速稳定。 房地产投资也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之后有

轻微上涨， 同时制造业投资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之后回升更为明显。
这些增长趋势在下一年是否可持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房地产销

售为例， 紧缩政策在 ２０１６ 年国庆节假期期间被广泛引入之后， 许多大城市

的房地产销售已显出疲态。 但是即使在引入紧缩性政策以后， 房地产价格仍

然富有弹性 （见图 ３）。 房地产投资水平在 ２０１７ 年初仍然表现良好； 然而，
如果房地产销售还没有恢复， 将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但如果房地产投资减弱

则不会如此。
制造业尤其是私人部门制造业的投资提升， 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惊喜，

这种趋势可以部分地使用生产者价格指数 （ＰＰＩ） 的急剧回升来解释。 在

历经连续 ５０ 多个月的负面增长后， ＰＰＩ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转正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一度上升到 ７ ８％ 。 这一变化与商品市场变化紧密相关， 很可能受中国

政府降低过剩产能尤其是钢铁和煤炭产能的努力所驱动， 同时也受全球经

济前景改善的因素影响。 特别是通货紧缩的终结为投资者信心提供了重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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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房地产、 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长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 （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万德数据库，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图 ３　 不同城市组别的房地产价格月度增长率：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万德数据库，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这种改进是否可持续， 部分依赖于从 ＰＰＩ 到 ＣＰＩ 的传导渠道。 例如，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当 ＰＰＩ 达到一个周期性高点时， ＣＰＩ 仍然停留在 ０ ５％ （见图

４）。 这引发了忧虑： 上游产业的任何价格提升都可能挤压下游产业的边际

利润， 结果导致制造业投资回升的突然中止。 然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２ 月

发生的现象只是暂时性的， 这是因为： （１） 剔除食品外的 ＣＰＩ， 事实上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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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的 ２％ ～３％范围内； （２） 从 ＰＰＩ 到 ＣＰＩ 的传导可能会经历一个时滞；
（３） 制造业利润率的广泛改善开始出现。

图 ４　 ＰＰＩ 和 ＣＰＩ 的月度同比增长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 万德数据库，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

除了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在恢复可持续性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之

外，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支撑着中国经济近期的增长表现。 首先， 在某种程度

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日本和欧盟 （ＥＵ） 的增长前景更为明朗，
从而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 其次， 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中国领导

人强调了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在此激励下维持经济增长。 因此， 即

使经济下行风险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也可能达到 ２０１７ 年 ６ ５％ 的增长

目标。
然而这种良性发展情景可能并不会持续， 这是因为当前经济形势改善的

主要动力是周期性因素而非结构性因素。 在过去几年中， 围绕有关现行增速

放缓的本质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属于周期性下调， 而

另一些评论者则认为这是一种长期趋势。 在众多挑战中间， 需要的是进行产

业升级从而应对这样的事实， 即以前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现在已不再具

备足够的竞争力或者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实现之前的增长水平。 在中国经济

改革的前三十年中， 中国强势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和资本投资驱动的。 最近

几年， 消费水平相对 ＧＤＰ 的比重有了一定提升 （见图 ５）。 在产业升级完成

之前， 经济活动的任何触底反弹或者好转， 都将是短暂的。 这在一定程度

上， 也典型地反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７４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图 ５　 消费在 ＧＤＰ 中所占的比重：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ｗｗｗ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评估 “新” 经济的兴起

在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后， 中国已经进入了 “新常态” 的

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经济增长放缓， 早期出口导向、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不可持续。 不仅如此， 由于中国在全球中的出口份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０ ８％ 上

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 ， 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最高水平 （德国 １９８７ 年

的出口份额为 １２ １％ ， 日本 １９８８ 年的出口份额为 ９ ５２％ ）， 使中国出口进

一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 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也从 ２００５ 年以前的 １２％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１７％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Ｂ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同时， 伴随

着 ２０１３ 年前后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渐上升。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０ 年， 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它贡献了中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 ２６ ８％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５）。 在人口结构意义上， 中国已经

表现出 “未富先老” 的特征，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 预计将从 ２０００

年总人口的 １０％上升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３０％ （Ｃａｉ， ２０１０）， 从而增加了抚养老年

人的负担。

随着中国早期快速增长的源泉逐步失效， “新经济” 缓和这种增速放缓

的能力决定着中国能否从现在开始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只有这些新部门可以

驱动着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 中国持续的经济转型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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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国经济转型的程度， 度量新经济部门的规模和理解其与传

统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就十分有意义。 然而， 由于目前在 “新经

济” 部门的构成问题上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 官方统计可能对我们回答这

些问题没有帮助。 为了填补这项空白， 我们利用从网络上搜集到的大数据，

构造了一个新型指数， 从而刻画中国新经济部门的规模和变化轨迹。

新经济指数

为了构造新经济指数， 我们首先需要设定新经济部门的范围。 这一范围

应同时包括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现有产业的升级。 基于国际经验和对中国的观

察， 我们这样界定一个部门是否属于新经济部门， 如果它满足以下条件：

（１） 人力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和 ／或在成本结构中具有较低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的产业； （２）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 年的投入产出

表和第六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来识别哪些产业满足这些条件。①

特别地， 如果一个产业中劳动所得和营业利润总和超过增加值的 ７０％ ，

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１２ 年， 研发支出份额占据该行业前 １０％ ， 那么我

们就考虑将该行业界定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 我们所指的产业政策包括的

文件有： 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印发的 《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２０１５ 年发

布的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等。 总共有十个行业被识别为新经济部门： 节能环

保、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 新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业、 休闲产业、

高技术服务和研发行业、 生物医药、 金融法律服务业和高技术设备制

造业。②

因为官方统计目前尚未核算新经济部门对 ＧＤＰ 的贡献， 所以直接度量

其规模是不可行的。 我们转而集中于新经济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

特别是其在生产投入中所占的份额。 如果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那

么新经济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可以使用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的相对份额

及其适当的权重来表示。 因此， 新经济部门规模指标构建的焦点， 就转变为

９４

①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我们的技术报告给出了新经济部门的四位数字行业代码。 资料来源：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５０４ ／ ｎ４４７６３３７３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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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中对资本、 劳动和技术进行度量。
由于官方统计没有单独度量上述两个部门的投入要素， 我们仅仅依赖于

从网络上获得的大数据来完成这一任务。 这些数据包括每家新企业的注册信

息、 专利以及专利商业化率 （度量技术）、 主要互联网招聘企业网站上的百

万职位数、 铁路和空运的人口流动数 （劳动力）、 风险投资信息、 新三板市

场上的招标数和企业数 （资本）。 在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将这些投入分解

为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后， 我们构建了新经济指数 （ＮＥＩ） 及其资

本、 劳动力和技术二级指数 （详细内容请参考 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①

图 ６ 展示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投入要素分配给这些新经济产

业部门的平均份额。 份额最大的三个产业分别是新信息技术行业 （１２％ ）、
金融与法律服务行业 （６％ ） 和生物医药行业 （３％ ）。 过去若干年中， 新信

息技术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实现了相对较快增长， 所以毫不意外的是， 它是

目前新经济部门中最大的产业。 新经济部门中份额最低的行业是新能源汽

车。 这一点与我们的观察相一致， 即虽然新能源汽车行业受到了产业政策的

强力支持， 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来增加其市场份额。

图 ６　 新经济指数行业及其份额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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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附录 １ 给出了我们搜集数据的主要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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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部门能否超过传统经济部门？

我们记录了我们的新经济指数 （ＮＥＩ） 规模并刻画了它随时间变化的轨迹。
图 ７ 传递出有关ＮＥＩ 的两条信息。 首先， 新经济部门约占中国 ＧＤＰ 的三分之一；
这一份额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 ３１ ４％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 ３ 月的 ３５％， 然后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在 ３３％上下波动。 其次， 令人担忧的是这一份额在最近几个月呈

现下降的趋势， 虽然该时间序列长度相对于可信的季节性调整来说太短。 特别

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的 ＮＥＩ 份额为 ２９％， 比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的份额要低 ６ 个百分点， 这

表明新经济部门在 ２０１７ 年的相对份额低于其在 ２０１６ 年的相对份额。

图 ７　 中国的新经济指数 （左边） 和采购经理人指数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由于 ＮＥＩ 指数记录了新经济部门的相对份额， 所以新经济部门的萎缩

就可能是由于传统经济部门的恢复、 新经济部门增速的下降或者两者兼具引

起的。 为了检验传统经济部门的恢复是否为主要的驱动力， 我们还将 ＮＥＩ
和官方公布的制造业部门采购经理人指数进行了对照 （见图 ７）。 采购经理

人指数 ＰＭＩ 是基于代表性企业调查数据获取的这些企业对经济形势的展望

信息。 如果采购经理人指数低于 ５０， 意味着对经济展望呈消极的态度； 如

果该指数高于 ５０， 则意味着对经济展望呈积极的态度。 由于 ＰＭＩ 指数调查

的企业主要来自传统经济部门， 那么该部门的增长动能就非常可能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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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Ｉ。 图 ７ 清晰地显示， ＮＥＩ 和 ＰＭＩ 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就是说， 当

ＰＭＩ 上升的时候， ＮＥＩ 倾向于下降； 反之亦然。 这一点对于我们记录的 １７
个月 ＮＥＩ 指数来说， 有 １４ 个月是确实存在的。

图 ７ 表明， 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的发展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
特别地， ＰＭＩ 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开始就已经超过 ５０， 进入传统经济部门积极展

望的区间。 即使在新经济部门也有证据表明， 那些与传统经济部门联系紧密

的行业似乎会吸收更多资源。 图 ８ 画出了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二级指标在

ＮＥＩ 指数中的相对份额。 图形显示， 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资本投

入的份额在增加， 但劳动力和技术的投入份额在下降。 因此， 我们需要仔细

研究， 是否以牺牲新经济部门为代价来完成更大范围的经济稳定短期目标。

图 ８　 资本、 劳动和技术二级指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图 ９ 中， 我们将 ＮＥＩ 和制造业部门增加值指数 （ＶＡＩ） 的月度环比增长

率指标进行对比。 如果我们将时间序列划分为两个区间， 就会发生一个有趣

的变动模式：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之前， ＮＥＩ 和 ＶＡＩ 之间似乎具有正向关系； 然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以后， 这种关系转为负向。 更具体地说，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之前

ＮＥＩ 和 ＶＡＩ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１５， 但那之后变为 － ０ ７１。
这里展示的趋势表明， 传统经济复苏可能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 这一

点也在图 １０ 中有所反映， 在这个图中， 我们将 ＮＥＩ 指数和基础设施投资

的月度环比增长率进行了对比。 我们再次发现，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前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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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ＮＥＩ 指数 （左边） 和增加值月度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非常不同的关系类型。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之后， 基础设施投资月度环比增长率

的上升伴随着 ＮＥＩ 指数的下降； 反之亦然。 图 １０ 表明， 当更多投资导向

基础设施的时候， 新经济部门就会获得更少的资源。 这将会限制新经济部

门的发展空间。

图 １０　 ＮＥＩ 指数 （左边） 和基础设施投资月度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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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我们描述了中国新经济部门的发展并建立了一个指数， 通过这

个指数度量了新经济部门的规模。 我们发现， 新经济部门约占经济总量的三

分之一， 从而实现新经济部门替换传统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还尚需时日。 从 ＮＥＩ 指数和 ＰＭＩ 指数、 ＶＡＩ 指数、 基础设施投资月度环比

增长率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现象： 最近几个月来， 更多资源被重

新配置到传统经济部门中， 限制了新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短期依赖传统经济

来 “稳增长” 和发展新经济部门来创造可持续、 长期和高质量增长空间之

间， 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仔细地权衡取舍， 以实现某种平衡。 通过降低传统

行业产能、 清理僵尸企业、 增加新经济部门投资和对资本结构进行再平衡，
将有助于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因为新经济部门的发展通常意味着新商业模式

的探索， 所以市场就需要成为培育新经济部门繁荣发展环境的决定因素。

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第一

次对不断上升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反复提出警告。
确实， 在过去两年许多金融领域———从股票和债券市场到影子银行、 房

地产市场、 数字金融和外汇市场， 都经历了各种类型的金融风险。 例如， 上

证 Ａ 股指数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约 ２０００ 点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 ４５００ 点， 却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又下降到 ３０００ 点以下。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ＮＰＬｓ） 的平均比例

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 ７５％ （见图 １１）。 尽管这一绝对比率仍然非常小， 但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指标值被严重低估。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就经

历了三轮周期， 每轮周期的波动一次比一次大 （见图 ３）。 金融风险的最新

案例， 就是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 事实上， 金融风险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替出

现可以看作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警戒信号。
截至目前， 中国是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中唯一没有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经

济体，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 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克服或隐藏金

融风险。 其次， 政府担保有助于支撑投资者信心。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尽

管中国的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可能已经达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不良贷款率

水平的 ３０％ ～４０％ ， 但中国并未经历银行业危机。 在一个针对银行存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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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

资料来源： 万德信息公司； ＣＥＩＣ 数据公司。

隐形、 全覆盖担保体系下， 即使银行事实上处于技术破产的状况， 存款人也

不会担心其存款的安全性。 所以， 政府就有充足时间来核销不良贷款、 注入

资本、 引入战略投资者， 以及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市首次公开发行

（ＩＰＯ） 银行股等。 多年以后， 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利润率上， 中国银行

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的行业。

然而对此时的中国来说， 保持无危机记录将变得越发困难。 今天中国的

宏观经济条件正落入一个被国际清算银行 （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ＩＳ） 称为 “危险三角” 的现象， 那就是： 不断上升的杠杆率、

不断下降的生产率和不断消失的政策灵活性。 首先，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

全部非金融借贷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上升并超过 ６５％ （见图 １２）。 数据还显示，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红利在 ２００８ 年后在不断下降， 资本产出比率

（ＩＣＯＲ）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 ５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９———暗示资本利用效率、 刺

激政策的有效性和投资回报率均在下降。 其次， 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的空间相比 ２００７ 年更为有限。 这些趋势表明， 中国政府可能比过

去更难控制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 金融风险在迅速地扩散。 伴随着杠杆率提升和生产率下降，

持续的增速下降和结构转型， 导致了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显著恶化， 并催生了

大量僵尸企业。 在某种意义上， 僵尸企业正成为中国现有经济问题的关键来

源： 它们阻碍了产业升级、 降低了金融有效性并增加了金融风险。 如果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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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中国的财务杠杆率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万德信息公司。

国范围来看， 产业升级是一个地区间不平衡的发展过程。 在市场功能相对有

效、 企业家群体在经济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国南方地区， 产业升级是一个相

对平滑的过程。 但在僵尸企业集中的中国北方地区， 产业发展因产能过剩的

状态而停滞不前， 创新异常困难。 这些因素非常清晰地反映在个别省份经济

增长表现的差异上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广东、 江苏、 辽宁和黑龙江的省级经济增长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万德信息公司。

不仅如此， 广义货币供给 （Ｍ２） 在 ２０１６ 年年末就已达到了 ＧＤＰ 规模

的 ２１０％ ， 属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 中国相对较高的 Ｍ２ － ＧＤＰ 比率， 部分

地归因于银行在其金融系统中占据绝对地位。 任何金融交易都反映为货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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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借贷形式。 更重要的是， 政府使用担保应对金融风险的结果， 导致了货

币供给的内嵌式加速机制： 当经济形势良好时， Ｍ２ 必须增长以协助经济活

动扩张； 当经济形势恶化时， Ｍ２ 也必须加速以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金融

市场。
巨额流动性和有限投资渠道 （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的另一面） 的

组合， 很有可能等价于金融的不稳定性； 当大量流动性流入到单一市场上，
资产价格可能会出现猛涨， 然后紧接着出现泡沫破灭。 这恰恰就是过去几年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房地产市场、 财富管理市场、 数字化金融和外汇交易

市场所发生的一切。 金融风险的迅速恶化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中国，
就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 Ｍ２ 的增长总会超过狭义货币供给 （Ｍ１） 的增

长。 然而，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以后， Ｍ１ 的增长突然加速远超 Ｍ２ 的增长速度。
这实际上意味着大量资金从长期存款转移到了储蓄存款。 然而， 存款者不再

满意于长期存款的低利率， 而希望其资金得到更好的使用； 然而， 国内市场

的投资机会非常有限， 结果是哪个市场有资金流入， 哪里就会出现资产价格

先猛涨后泡沫破灭的现象。

结束语和政策启示

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两项

基本宏观经济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令人称奇的经济表现之后， 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在 ２０１０ 年后稳步放缓。 虽然 ２０１６ 年年底出现了一个触底反弹， 但

目前仍然存在的疑问是，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这种增长将持续

多久？ 中国同时还是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严重金融危机的国

家，但中国能保持这个记录多久？
这一章的分析给我们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近期经济动能的增加主要是

受周期性因素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和房地产与制造业投资驱动的影响。
房地产投资前景依赖于未来房地产销售， 而制造业投资前景依赖于制造业部

门利润率。 不过， 毫无疑问的是， 在当前全球经济前景改善以及中国各级政

府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前有强烈动机保持经济增长的事实条件下， 中国经济

有望实现其近期的增长目标。
其次， 中国经济的中期状况不容乐观， 或者至少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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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放缓的潜在原因是向新增长驱动力的转型不彻底； 那些以前支撑中国经济

增长的老行业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 但新产业和新增长驱动力还未充分发展

到以同等动能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程度。 本章讨论的新经济指数 （ＮＥＩ） 表

明， 新经济到目前为止只占到全部经济份额的 ３０％ ， 而且新老经济形态之

间一定程度上存在清晰的权衡取舍关系。 近期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

走强， 虽然支撑了近期的增长前景， 但使中期增长前景变得黯淡。 在产业升

级进程完成之前， 任何增长势头的触底反弹和上扬都可能是短暂的。
最后， 中国近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扩散趋势。 这可能与增长放缓、 高

杠杆、 低生产率以及政策灵活性有限有关。 充裕的流动性和有限的投资渠

道， 使得这一挑战更加恶化。 最近几年， 金融风险在不同的市场和市场内部

轮流传递， 包括股票市场、 房地产市场、 债券市场、 财富管理产品市场、 数

字化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 这些表明， 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想象

的来得更快。
所以，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主张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尽管对此主张存在多样化解释， 有时甚

至混淆不清， 然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意味着提升生

产力而非集中在周期性的需求。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政府识别了可看作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详细任务的五大政策目标： 降低过剩产能、 房地产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和突破瓶颈。

“供给侧” 改革的总体目标， 应该有助于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和保持金

融系统的稳定性。 对于前者而言， 关键是推动产业升级———淘汰老旧产业和

发展新兴产业。 对于后者而言， 关键是要控制整体性金融风险———消除现有

风险和控制新的风险。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 政府还需出台更多政策措施。 在这些政策中， 最

重要的措施应该包括强化市场约束和完善金融监管。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制定的改革原则。 这一点在今天特别重要， 这

是因为， 政府控制对增长可持续性和金融系统稳定性提出了特别的挑战。 在

这些问题中， 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处置僵尸企业。 过去若干年， 各级政府做出

了极大努力来发展新兴产业。 但老旧产业的持续存在， 特别是那些已成为僵

尸行业的产业， 降低了发展新产业的紧迫性和空间。 不仅如此， 僵尸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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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带来了许多金融挑战和风险。 因此， 清理僵尸企业就应是政策最优先的

问题。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僵尸企业相比， 今天的僵尸企业数目更少但规模更

大。 尽管现在僵尸企业退出只会带来非常有限的广泛经济影响， 但其对地区

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有些僵尸企业， 尽管仍在某些领

域保持竞争力但经历着短暂的市场挫折， 那么政府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如

向管理层授予股份、 混合所有制、 兼并重组 （Ｍ＆Ａ） 和 “债转股” 等方式

重振这些企业。 对于其他僵尸企业， 如果是持续亏损并处于旧经济部门的，
破产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中央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以帮助地方政府降低破产

转型的痛苦。
不仅如此， 因为当前的金融监管系统出现了太多的问题， 还应重新改造

金融监管框架， 保持金融系统稳定性。 例如， 监管者可能不是独立的， 所以

它们的政策常常会因其他政策考虑如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压力而

妥协。 同时， 监管者之间还会因分割设置导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通常会

导致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 同时， 宏观审慎监管仍然不成熟， 还需要得到显

著提升以控制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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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收敛与中国的增长潜力

姚 洋　 王梦琦

引　 言

在当前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 重新产生了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的辩论。 然而在这场辩论中， 内部收敛所起的作用被忽视了。 中国过去三十

多年前所未有的增长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 （ＧＦＣ） 爆发前几年的增长， 都集

中在中国的沿海省份， 而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大幅滞后。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东部省份人均 ＧＤＰ 已经是中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 １ ８ 倍。 上海， 中国最富

裕的省份， 其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５２６５ 美元， 这是中国最穷省份之一贵

州省人均 ＧＤＰ 的 ３ ５ 倍。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东部省份的增长开始

放缓， 而内陆省份的增长开始追赶上来。 因此， 内部收敛可以被看作中国内

陆省份经济增长的一项驱动力。
这一章研究了内部收敛如何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 特别地，

我们研究了三种类型的收敛： 区域性、 效率性和技术性的。 区域收敛是在中

国东部 （沿海） 地区、 中部 （内陆） 地区和西部 （内陆） 地区内省份的收

敛， 并允许中国内陆省份享有后发优势以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效率收

敛是指两个内陆地区趋于东部地区保持的效率水平的收敛， 并将内陆省份拉

向生产前沿， 从而使它们在转型路径上的增长率更快。 技术收敛是两个内陆

地区向东部地区技术进步速率接近的收敛， 并提升了内陆地区省份的稳态增

长率。 技术收敛会增加内陆地区在转型路径上的增长率， 因为稳态增长率是

转型路径增长率的一部分。 于是， 这三种类型的收敛就具有极大地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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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总体经济增长的潜力。
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组织的。 下一节， 我们引入了我们分析的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建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中国区域增长差异性的基础上。 第三

节， 我们介绍了数据和众多省份报告的增长特征的修正方法。 第四节， 我们

估计了全国和各个地区增长方程， 以及在第五节， 我们展示了各个地区以及

全国整体增长潜力的预测结果。 运用这些预测， 我们构造了一些政策实验和

反事实分析结果， 以研究三种收敛类型的效应。 第六节是本章的结论。

理论框架

本章研究的三种收敛类型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众所周知， 这

一理论可用于预测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条件收敛 （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 － ｉ －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２）。 特别地， 因为国家 ／地区具有稳态 （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就是

技术的进步率）， 那些具有较低水平人均 ＧＤＰ （或者更低水平资本存量） 的

国家 ／地区， 就应比那些具有较高水平人均 ＧＤＰ （或者更高水平资本存量）
的国家 ／地区增长更快。 于是， 最终人均 ＧＤＰ 就会收敛 （ σ －收敛）。

实际上， 即使具有相同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 国家 ／地区之间也可能

并不具有相同的稳态。 因此， 收入的收敛并不现实。 然而， 若给定其自身的

稳态增长率， 一个国家 ／地区就会在人均 ＧＤＰ 处于较低水平时相比其在人均

ＧＤＰ 变得更高时的增长更快 （所谓的 β － 收敛）。 这就是后发优势的理论基

础。 而这种后发优势形成了本章要检验的第一种收敛类型： 区域收敛。
在过去 ２０ 年中，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 （东部地区），

而两个内陆地区的发展滞后了。 东部地区产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包含以下

两点： （１） 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资源效率； （２） 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 东

部省份现在比较接近其稳态水平， 所以它们的增速一直在下降。 相反， 内陆

省份一直与它们的稳态水平保持着较远距离， 从而在理论上它们的增长率至

少相比东部地区的增长率会更高。 如果内陆地区可以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那

么全国整体就可以保持更高的增长率。
可将第二种类型的收敛看作获得了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 将第三种类型

的收敛看作正在接近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 为了给三种类型的收敛提供一

种更具有结构化的视角， 首先我们考虑下面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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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的变体。
设定某个地区的生产函数为方程 （１）。

Ｙ ＝ Ｋδ( )ａ ＡＬ( )１－ａ，０ ＜ ａ ＜ １ （１）

方程 （１） 中， Ｋ捕获了资本存量， Ｌ是劳动力存量 （人口）， Ｙ是产出， ａ
是资本产出弹性 （从而 １ － ａ 就是劳动产出弹性）。 不仅如此， δ 是资本利用

的效率指数， Ａ 是劳动增广技术的指数。 资本利用效率是常数， 而 Ａ 以不变

常数速率 η 增长。 人口以常数速率 ｎ 增长。 Ｌ∗ ＝ ＡＬ 是效率劳动的存量， 它

的增长率是 Ｌ︿ ∗ ＝ η ＋ ｎ 。 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如方程 （２） 所示。

ｙ∗ ＝ Ｙ
Ｌ∗ ＝ Ｋδ

ＡＬ( )
ａ

（２）

因此， 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出就是 ｙ ＝ Ａｙ∗ ， 转型路径上每个有效劳动的

产出增长率， 如方程 （３） 所示。

ｙ︿ ∗ ＝ ａ δ Ｋ︿ － Ｌ︿ ∗( ) ＝ ａ δ ｋ︿ － １ － δ( )ｎ － η[ ] （３）

在方程 （３） 中， ｋ ＝ Ｋ ／ Ｌ 是每单位劳动的资本存量， 从而转型路径上每

个劳动单位的产出 （或者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可以表示为方程 （４）。

ｙ︿ ＝ ａ δ ｋ︿ － （１ － δ）ｎ[ ]＋ １ － ａ( )η （４）

换句话说， 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可以使用转型路径上的两种增长来源推导

出来。 首先， 用方程 （４） 右侧的中括号式子表述经资本利用效率调整的人

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其次， 是劳动增广技术的增长， 该速率表述为 η 。 其

来源分别使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来表述。
在稳态条件下， 每个有效劳动的产出就是常数。 通过方程 （３）， 可以

得到方程 （５）。

δ ｋ︿ ＝ １ － δ( )ｎ ＋ η （５）

从方程 （５）， 我们进而得到稳态下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即方程 （６）。

ｙ︿ ＝ η （６）

这就是说， 稳态条件下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 这是包含

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的标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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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形成了我们对上述三种收敛类型的理解。 首先， 方程 （５） 表

明存在一种 β －收敛： 当人均 ＧＤＰ 较低时， 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ｋ︿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一样，① 很大。 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区域收敛。 两个内陆地区目前

仍具有较低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 意味着当它们遵循自身收敛速率时相比于遵

循全国收敛速率， 其增长率会更高。 换句话说， 区域收敛将有助于中国维持

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阶段。
其次， 方程 （５） 也解释了第二种类型的收敛。 该方程告诉我们， 更高

的效率指数 δ ， 提升了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 在东部地区具有更高水平投资

效率的意义上， 两个内陆地区趋向于这种投资效率的收敛将有助于增加它们

的增长率。 进一步地， 全国增长率也就会随之上升。 最后， 方程 （５） 和方

程 （６） 告诉我们， 更高的技术进步率提升了稳态水平和转型路径上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再次地， 因为东部地区技术进步速率最快， 所以两个内陆地

区向东部地区技术进步速率的收敛， 不仅会提高其自身的增长率， 也会提高

全国的增长率。

数　 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 人均真实 ＧＤＰ 及其增长率，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中

国 ２８ 个省份②的人均真实投资增长率。 我们从 《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

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６） 和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５》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９７） 搜集了相关数据。

我们在使用省域 ＧＤＰ 数据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地方政府可能会高估

其增长率。 众所周知， 一直以来， 几乎中国所有省份公布的增长率都高于全

国层面公布的增长率。 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使用了一个平减方法， 将省域增

长率修正如下。
第一步， 我们将每个省的真实 ＧＤＰ 在全国真实 ＧＤＰ 中所占份额作为权

重， 计算了每一年真实 ＧＤＰ 的全国平均增长率。 第二步， 为了得到每一年

的平减指数， 我们用这个全国平均增长率除以中国统计局 （ＮＢＳ） 所公布的

４６

①

②

这一结论来自梭罗模型所做的一个标准假设———全国的储蓄率是外生给定的常数。
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 我们剔除了西藏、 重庆和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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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增长率。 第三步， 我们对每一省份每个年度的增长率使用该年的共同平

减因子进行平减。 第四步， 假设每个省份基年 （１９８４ 年） ＧＤＰ 数据不包含

通胀成分， 我们就使用经过平减的增长率刻画此后每年的真实 ＧＤＰ 数据。
最后， 通过每个省份经平减的 ＧＤＰ 除以该省的人口数， 就得到每个省份每

年的人均 ＧＤＰ。
我们的研究涉及增长方程的估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仅仅研究投入要

素： 人均投资的真实增长率。 因为国家统计局仅仅公布了投资的名义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对投资价值进行平减， 从而得到投资

的真实增长率。 １９９５ 年的投资折旧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６）， 而 １９９５ 年前的投资折旧率， 参考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４） 的方法和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５》 （中国统计局， １９９７） 的投资数据进行

构造。
这 ２８ 个省份被分为三个地区： 东部、 中部和西部。① 分地区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中所示。 全国的数据是 ２８ 个省份数据的简单平均。

表 １　 描述性统计量

人均真实 ＧＤＰ（ＲＭＢ１００） 人均真实 ＧＤＰ 增长率 人均真实投资增长率

面板 Ａ：东部

观察值个数 ２８８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００

均值 ４９ ４９７ ０ ０８５ ０ １２７

标准差 ４５ ７５８ ０ ０４９ ０ １４１

最大值 ２４３ ３２９ ０ ２２７ １ ３８４

最小值 ４ ７００ － ０ １１０ － ０ ２４４

面板 Ｂ：中部

观察值个数 ３２０ ０００ ３２０ ０００ ３２０ ０００

均值 ２３ ５２３ ０ ０８６ ０ １２７

标准差 ２０ ３６７ ０ ０３８ ０ １３８

最大值 １１４ ８５３ ０ １９８ ０ ９７３

最小值 ２ ９８５ － ０ ０４３ － ０ ３７０

５６

① 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 天津、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和广东； 中部地区包

括：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和广西； 西部地区包括：
内蒙古、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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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均真实 ＧＤＰ（ＲＭＢ１００） 人均真实 ＧＤＰ 增长率 人均真实投资增长率

面板 Ｃ：西部

观察值个数 ２８８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００
均值 １８ ８４８ ０ ０８４ ０ １３５
标准差 １５ ９８９ ０ ０６２ ０ １４７
最大值 ８７ ９９５ ０ ５５５ ０ ７２９
最小值 ２ ６８３ － ０ ３４７ － ０ ２８８
面板 Ｄ：全国

观察值个数 ８９６ ０００ ８９６ ０００ ８９６ ０００
均值 ３０ ３６９ ０ ０８５ ０ １３０
标准差 ３２ ８４０ ０ ０５０ ０ １４２
最大值 ２４３ ３２９ ０ ５５５ １ ３８４
最小值 ２ ６８３ － ０ ３４７ － ０ ３７０

　 　 注：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 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不含西藏、 重庆和海南。 在国家统计局报

告的全国数据正确的假设下， 对 ＧＤＰ 及其增长率进行了修正。
资料来源： 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６ 年）。

图 １ 使用 ＧＤＰ 的修正数据显示了每个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 平均而

言， 东部地区比其他两个地区的增长要快。 整个国家东部沿海的经济与内陆

省份的经济表现出发散的特征。 这些年，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

在逐步拉大。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东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中部地区的两倍，
而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要比中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低 ２３％ 。 这些对比结果为本章

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由于东部地区和其他两个地区的差距之间是最大的， 我

们将会研究两个内陆地区的追赶过程。

图 １　 人均真实 ＧＤＰ

注： 人均 ＧＤＰ 以 １９８４ 年人民币价格度量和调整， 其潜在假设是统计局公布的增长率为真。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原始数据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６ 年）。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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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展示了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每个地区人均真实 ＧＤＰ 的平均增长率， 图 ３
展示了 １９８４ ～ ２０３０ 年每个地区人均真实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直到 ２００７ 年，
东部地区都一直引领真实 ＧＤＰ 的增长， 在那之后为两个内陆地区所取代。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 东部地区相比两个内陆地区具有更高的投资增

长率， 但自 ２０００ 年以后， 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更低。 很显然， 两个内陆

地区的投资效率一直都是较低的， 尤其在中国高速增长的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这

一阶段。 这就为研究投资效率潜在的内部收敛提供了基础。

图 ２　 人均真实 ＧＤＰ 的增长率

注： 此处展示的增长率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增长率数据为真的假设下进行了修正。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原始数据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６ 年）。

图 ３　 人均真实投资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真实投资的增长率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公布

的名义投资价值进行平均得到。 １９９５ 年以前的价格指数采用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４） 的方法和国

家统计局 （１９９７） 公布的投资数据进行构造得到。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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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型的估计

计量步骤

我们估计了两个增长方程： 其中一个决定了每个地区的条件收敛， 而另

一个决定了全国的条件收敛。 这两个方程与前一节介绍的理论模型相一致。
第一个方程假设了单个地区的异质性参数并采用如下的设定， 见方程 （７）。

ｇｉｔ ＝ α ＋ βＥ ｌｎ ｙｉ，ｔ－１( )＋ βＣ ｌｎ ｙｉ，ｔ－１( )× ＤＣ ＋ βＷ ｌｎ ｙｉ，ｔ－１( )× ＤＷ

　 　 ＋ δＥ Ｇｉｔ ＋ δＣ Ｇｉｔ × ＤＣ ＋ δＷ Ｇｉｔ × ＤＷ ＋ ηＥ ｔ － １９８３( )

　 　 ＋ ηＣ ｔ － １９８３( )× ＤＣ ＋ ηＷ ｔ － １９８３( )× ＤＷ ＋ φｉ ＋ εｉｔ

（７）

在方程 （７） 中，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ｔ 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人均真实 ＧＤＰ 的年

度增长率。 在方程右侧， ｌｎ ｙｉ，ｔ －１
( ) 是人均真实 ＧＤＰ 的滞后取对数， 目的是

捕获收敛效应。 我们允许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收敛速率。 ＤＣ 和 ＤＷ 分别代

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 βＥ 度量的是东部地区的收敛速率， βＥ ＋

βＣ 和 βＥ ＋ βＷ 分别度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敛速率。 接着， Ｇ ｉｔ 表示 ｉ 省
在第 ｔ 年的人均真实投资的增长率。 为了捕获单个地区的不同效率水平， 我

们对每个地区的 Ｇ ｉｔ 估计了不同的系数。 我们期望 δＥ ， 即东部地区的投资效

率参数要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这就是说， δＣ 和 δＷ 应该是负值。 为了度量

每个地区的技术进步率， 我们对每个地区单独估计了一个线性时间趋势。 参

数 ηＥ 、 ηＥ ＋ ηＣ 和 ηＥ ＋ ηＷ 分别代表的是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

率。 我们期望 ηＥ 参数为正， 而其他两个参数 ηＣ 和 ηＷ 为负。 我们同时还增

加了省份固定效应来控制不可观测的省份特征和时间不变因素的影响。 最

后， εｉｔ 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
通过方程 （７）， 我们可以计算每个地区的稳态增长率。 在稳态处， 人

均投资的增长率是一个常数， 这就和人均真实 ＧＤＰ 的增长率一样。 因此，
对于任意的两个连续时间 ｔ 和 ｔ － １ ， 我们具有下面的方程 （８）。

β︿ ∗
ｊ ｌｎ ｙ ｊ，ｔ( )－ ｌｎ ｙ ｊ，ｔ－１( )[ ] ＝ η︿ ∗

ｊ ，ｊ ＝ Ｅ，Ｃ 和 Ｗ （８）

在方程 ８ 中， β︿ ∗
ｊ 分别代表 ηＥ 、 ηＥ ＋ ηＣ 和 ηＥ ＋ ηＷ 的估计量， η︿ ∗

ｊ 分别代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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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βＥ 、 βＥ ＋ βＣ 和 βＥ ＋ βＷ 的估计量。 结果， 稳态增长率等于 ｌｎ ｙ ｊ，ｔ
( ) －

ｌｎ ｙ ｊ，ｔ －１
( ) ， 如方程 （９） 所示。

ｇ︿ ∗
ｊ ＝ η︿ ∗

ｊ ／ β︿ ∗
ｊ ，ｊ ＝ Ｅ，Ｃ，Ｗ （９）

当然， 这一方程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的表达式的重新表述： 稳态的

人均真实 ＧＤＰ 增长率等于长期技术进步率。
为了研究全国的收敛水平， 我们估计下面的共同参数方程 （１０）。

ｇｉｔ ＝ α ＋ βｌｎ ｙｉ，ｔ－１( )＋ δ Ｇｉｔ ＋ η ｔ － １９８３( )＋ φｉ ＋ εｉｔ （１０）

在此设定下， 我们假设所有省份具有相同的收敛速率、 投资效率和技术

进步率。

估计结果

我们在表 ２ 中报告了方程 （７） 和方程 （１０） 的估计结果。 前三列展示

的是在异质性参数设定条件下每个地区的估计参数。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

的收敛速率分别是 ８％ 、 ７ １％和 ７ ７％ 。 东部地区收敛速率最快是因为它具

有最高的人均 ＧＤＰ， 从而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具有更接近其稳态水平的优势。
不过，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收敛速率。 此

时， 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具有更低的人均 ＧＤＰ， 从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

地区在稳态处具有更低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 这就是一条证据， 表明西部地区

的长期技术进步存在着障碍。

表 ２　 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ｌｎ（人均 ＧＤＰ 滞后值）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６）

投资增长
０ １６０∗∗∗

（０ ０４７）
０ １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５７∗∗∗

（０ ０３２）
０ １５４∗∗∗

（０ ０１９）

时间趋势
０ ００６１３∗∗∗

（０ ０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６０６∗∗∗

（０ ０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６０６∗∗∗

（０ ００１２９）

稳态增长率（％ ） ７ ６６ ８ ５４ ７ ８１ ７ ９７

平均省份固定效应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９２ － ０ ０５６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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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常数
０ ２７０∗∗∗

（０ ０４３）
０ ２７０∗∗∗

（０ ０４３）
０ ２７０∗∗∗

（０ ０４３）
０ ２３９∗∗∗

（０ ０４１）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 方 ０ ３００ ０ ３００ ０ ３００ ０ ２９７

观察值个数 ８９６ ８９６ ８９６ ８９６

　 　 注：∗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这个表显示

的是方程 （１） 和方程 （３） 的回归结果。 第 １ ～ ３ 列为方程 （１） 的估计结果。 分区域的参数是合并

在一起的。 第 ４ 列展示了从方程 （４） 得到的估计结果。

投资增长率上升 １ 个百分点， 将会带来东部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增加

０ １６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增加 ０ １４１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增加 ０ １５７ 个

百分点。 正如期望的那样， 东部地区具有最高的投资效率， 而西部地区的

投资效率水平还要高于中部地区的投资效率水平。 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

是最快的， 每年增长 ０ ６１３％ ， 接着是中部地区的 ０ ６０６％ ， 西部地区的

０ ６０１％ 。

基于方程 （３）， 我们计算了每个地区各自稳态水平下的增长率， 并将

其展示在表 ２ 中。 我们发现在它们的稳态处， 东部地区以 ７ ６６％ 的速率增

长， 中部地区以 ８ ５４％的速率增长， 西部地区以 ７ ８１％ 的速率增长。 这些

增长率是比较高的， 对此我们可以看出两条原因： 第一条是因为我们研究的

时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第二条是因为平均而言， 中国的各个省份距

离其稳态增长水平仍然具有较远的距离。 这两个因素都会夸大对技术进步的

估计。 由于本章的目的不是对中国的增长前景做一个预测， 而是选择研究内

部收敛将如何提升中国的增长潜能， 那么， 我们的注意力就需要集中在不同

收敛情景的对比， 而非增长率水平。

预测和分析

在表 ２ 所展示的估计结果下， 我们进一步对中国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的增

长潜能提供了预测。 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预测本身， 而是内部收敛效应的分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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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特别地， 我们研究了三种类型的收敛： （１） 两个内陆地区以东部地区

的收敛速率收敛于其自身的稳态增长率； （２） 两个内陆地区到达东部地区

的投资效率； （３） 两个内陆地区达到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速率。 因为东部

地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具有更快的收敛速率， 那么区域收敛就会降低其他两

个地区的 ＧＤＰ 增长率。 因此， 这一反事实分析显示， 两个内陆地区的落后

事实上为中国提供了维持未来高速增长的潜能。 第二种类型的收敛， 有助于

内陆地区达到东部地区所保持的投资效率前沿。 结果， 这就提高了内陆地区

在向稳态路径转型的增长率。 第三种类型的收敛， 将内陆地区的长期技术进

步率提高到东部地区的水平， 从而使得内陆地区在各自稳态水平具有更高的

ＧＤＰ 增长率。
三个地区和全国的稳态增长率水平展示在表 ２ 中， 我们的预测任务是估

计不同转型路径上的 ＧＤＰ 增长率。 对于地区 ｊ 来说， 我们使用了下面的方程

（１１） 来迭代我们的预测结果， 迭代过程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ｇ－ ｊｔ ＝ α︿ ＋ β︿ ｊ ｌｎ ｙ－ ｊ，ｔ－１( )＋ δ︿ ｊ Ｇ
－
ｊｔ ＋ η︿ ｊ ｔ － １９８３( )＋ φ－

︿

ｊ

　 ｊ ＝ Ｅ，Ｃ，Ｗ，ｔ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３０
（１１）

在方程 （１１） 中， 带横杠的变量就是给定地区的均值， 而关键的地方

就在于预测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预测投资增长率

自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就大体上遵循着一条独特的

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路径。 但在 ２０１２ 年的前十年， 储蓄率和投资率均相当

高， 约占到全国 ＧＤＰ 的 ５０％ 。 尽管在过去几年整个经济沿着一条再平衡的

路径发展， 但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看，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仍然很高。
这就使得使用国际标准来预测中国未来投资增长是很困难的。 在这一章， 我

们使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ＡＲＭＡ（２，２） 来预测中国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的投资

增长率。 再者， 我们的焦点不是关于预测水平； 相反， 预测为我们研究三种

收敛类型的效应提供了基础。
我们的预测使用 ２０１５ 年作为基年。 基于观察到的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的投资

增长率， 我们应用 ＡＲＭＡ（２，２） 模型来预测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每个地区的投资增

长率。 全国的预测水平使用了三个地区的加权平均。 人均投资增长率的预测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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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在图 ４ａ － ｄ 中， 与此同时还在附录表 Ａ１ 中列出了更详细的细节。 在所

有的三个地区中， 投资增长预测将在 ２０１６ 年实现回升， 但是我们在那一年

并未观测到这一现象。
投资增长在 ２０１６ 年继续下降。 然而， 再一次地， 我们的目的不是得到

投资增长率水平的精确估计量； 相反，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投资效率的提升

将如何维持中国更高的增长率。 根据预测， 东部地区未来的投资增长率将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收敛于 １１ ７％ 。 中部地区， 其投资增长率将于 ２０２７ 年收敛于

１０ ９％ 。 西部地区， 尽管近年以非常高的速率增长， 但是这一地区的投资增

长率有望在 ２０２１ 年之后快速收敛到 １２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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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ａ － ｄ　 预测投资增长率

注： 每个地区的预测基于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使用 ＡＲＭＡ（２，２） 模型预测得到。 全

国平均就是三个地区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预测 ＧＤＰ 增长率

基于投资增长率的预测和应用方程 （１１）， 我们可以预测每个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未来增长率。 然后， 我们可以计算全国的加权平均增长率。① 这些预

测及其对应的历史记录都展示在图 ５ａ － ｄ 中。 详细的数列举在附录表 Ａ２ 中。

３７

① 我们假设每个地区 ２０１５ 年以后的人口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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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ａ － ｄ　 预测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注： 这些结果是使用方程 （１１） 和图 ４ 中报告的投资增长率的预测来得到的。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总体而言， 所有三个地区均可以看得到在未来十年中的 ＧＤＰ 增长率的回升。
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预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有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和技术进

步的正速率， 如表 ２ 所示。 然而到 ２０２５ 年， 三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会稳定下

来，① 尽管它们仍将高于各自对应的稳态水平。 这就是说， 稳态收敛不会从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这一阶段就开始。

比较分析

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三种收敛类型的效应， 我

们将在本节做到这一点。 当然， 在此之前， 我们发现忽视区域收敛将导致对

全国增长潜力的低估。 这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比较， 一个是使用上述介绍的方

法预测区域增长率， 然后加权平均作为全国的增长率， 另一个是使用全国增

长方程 （１０） 的估计结果预测全国增长率， 作为一项反事实的结果。 表 ２
的最后一列中展示出了对比的结果。

方程 （１０） 假设所有省份具有相同的收敛速率， 具有相同的投资效率

水平以及收敛于相同的稳态条件。 紧接着， 我们将使用方程 （１０） 所推导

出的估计量称为 “共同参数估计量”， 这些就形成了反事实的全国增长率，

５７

① 三个地区的收敛半生命周期的均值是 ９ 年， 与这一发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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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事实上三个地区的不同省份以不同的速率和不同的效率水平收敛于

不同的稳态。 依靠这些因素的复合条件， 使用三个地区增长率由加权平均计

算得到的全国增长率， 会高于使用共同参数模型预测得到的全国增长率， 如

图 ６ 所示。 加权平均增长率的预测值要比共同参数增长率的预测值高 １ ５１
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这解释了忽视区域收敛将导致对全国增长潜力的低估

的原因。 首先， 东部地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 具有更高的有效率和更高的稳态

增长率。 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在全国 ＧＤＰ 中所占的份额也更大 （大约 ６０％）。
其次， 两个内陆地区的省份相比东部地区具有更慢的收敛速率， 意味着它们的

高增长可以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

图 ６　 共同参数估计 ＶＳ 异质性参数估计

注： 共同参数预测使用了表 ２ 报告的全国增长回归模型， 并以三个地区投资增长率的

加权平均值来预测全国投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我们现在研究第一种收敛效应： 区域收敛。 我们将使用中西部地区各自

增长方程预测得到的增长率与使用反事实方程估计得到的增长率进行对比，

其中， 在反事实增长率中， 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率在追赶东部地区的收敛速

率。 相关的结果如图 ７ａ － ｃ 所示， 同时这些图形还展示了与全国增长率均值

进行对比的结果。 正如期望的那样， 追赶东部地区的收敛速率将会降低中西

部地区的增长率。 这一点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表现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中

部地区具有最低的收敛速率 （见表 ２）。 平均而言， 中部地区的增长会慢

２ ７ 个百分点， 而西部地区的增长仅仅慢 ０ ８ 个百分点。 两者一起， 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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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增长率平均下降 ０ ９ 个百分点， 相比最初预测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全国平

均增长率 ７ ７％ ， 这一下降幅度相当于其 １１ ７％ 。 换句话说， 如果两个内陆

地区因后发优势所产生的收敛速率更低， 那么会使得中国的全国增长速率维

持更高的水平。
现在来看投资效率的收敛效应， 我们发现这些效应非常小———这主要是

因为这三个地区投资增长的系数 （见表 ２）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中部地

区的投资效率追赶上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 那么平均而言， 其增长率只会增

长 ０ １ 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 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东部

地区更高的水平， 这将抵消后者的投资效率收益。 结果， 如果西部地区获得

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 那么其增长率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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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ａ － ｃ　 地区收敛的效应

注： 原始预测结果与图 ５ａ － ｄ 中所示预测结果一致。 反事实预测时假设中西部地区具

有和东部地区一样的收敛速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最后， 我们研究了技术进步的收敛效应。 技术进步对转型路径上的经济

增长率具有累积效应， 从而趋向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水平的这种收敛， 将有

利于其他两个地区在其转型路径上具有显著更高的增长率 （尽管表 ２ 表明

东部地区并没有在技术进步率上大幅度领先其他两个地区）。 图 ８ａ － ｃ 解释

了这些结果， 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的显著提升。 平均而言， 中部地区的增长率每

增加 ４ ７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增长率会增加 ４ ８ 个百分点。 结果， 全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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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ａ － ｃ　 技术进步收敛的效应

注： 原始预测与图 ５ 中展示的结果相同； 反事实预测假设中西部地区具有和东部地区

相同的技术进步速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济的增长率会提高 ２ ６ 个百分点。 这一速率超过了最初所预测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全国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于是到目前为止， 技术进步的收敛在

三种类型的收敛中， 对地区和全国增长具有最大的效应。

结　 论

在这一章中， 我们估计了中国三个地理区域和全国的增长方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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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三个地区的区域收敛具有不同的速率、 投资效率具有不同的水平

以及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速率， 这就分别为区域收敛、 效率收敛和技术

收敛提供了基础。 我们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发现： （１） 两个内陆地区的后

发优势相比东部地区具有更慢的收敛速率， 这就会使得中国未来的增长

潜力增加 １１ ７％ ； （２） 两个内陆地区朝着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率的收敛，
将会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增加超过三分之一； （３） 两个内陆地区朝着东

部地区的投资效率的收敛， 对于增长率或收入水平不会产生大幅度的效

应， 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相对其他两个地区的投资效率优势并不大。
为了实现这种技术进步收敛效应带来的红利， 两个内陆地区应该改善政

策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 然而，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挑战， 就

是中国内陆省份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境地的事实。 最终， 努力改善政策

环境可能是相当重要的。 不仅如此， 可负担的住房条件、 为子女提供的良好

教育、 和谐的工作环境以及优惠的税收安排等可能是吸引和留住人才最重要

和最有效的措施。
不仅如此， 在三个地区都存在改善投资效率的潜力。 正如增量资本产出

比率所度量的那样，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随着新投资驱动力的开始， 中国

的投资效率似乎就在不断下降。 特别地，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的 ４ 倍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 倍。① 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具有较低的回报率，
因此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增量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 但

是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数据也表明， 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也很有可能是一个主

要的原因。 一般而言， 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下行的经济周期，
产能过剩在很多部门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可以解释投资效率的部

分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这一轮下调中恢复， 那么投资效率水平有

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上升。 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降低过剩

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问题， 从而也有助于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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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表 Ａ１　 投资增长率的预测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２０１２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６ ０ １９２ 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７ ０ １７９ ０ １０４

２０１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１１２ ０ ０６６

２０１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２

２０１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８３

２０１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８４

２０１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２ ０ １１３ ０ ０９２

２０１９ ０ １０９ ０ ０７９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５

２０２０ ０ １１４ ０ ０９０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１

２０２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９７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４

２０２２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６

２０２３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７

２０２４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６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７

２０２５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２０２６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２０２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２０２８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２０２９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２０３０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８

　 　 注： 每个地区的数据基于 １９８４ ～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和使用 ＡＲＭ（２，２） 模型预测得到。 全国平均采用

三个地区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得到。

１８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２８

表
Ａ２

　
Ｇ
Ｄ
Ｐ
增
长
率
的
预
测

年
份

原
始

预
测

共
同

的
收

敛
速

率
共

同
的

投
资

效
率

共
同

的
技

术
进

步
率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全
国

中
部

西
部

全
国

中
部

西
部

全
国

中
部

西
部

全
国

２０
１２

０
０６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０

２０
１３

０
０６

４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２

０
０６

９

２０
１４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５

２０
１５

０
０６

３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６

２

２０
１６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３

６
０

０６
１

０
０５

６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６
９

０
１４

５
０

１４
９

０
１０

２

２０
１７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４

１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５

８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７
０

０
１４

３
０

１４
４

０
１０

３

２０
１８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４

５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６

１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７
３

０
１４

１
０

１３
９

０
１０

４

２０
１９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８
１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５

０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８
３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７
６

０
１４

０
０

１３
６

０
１０

６

２０
２０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８
３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５

４
０

０６
７

０
０６

７
０

０８
５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７
７

０
１３

８
０

１３
３

０
１０

６

２０
２１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５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５

６
０

０６
８

０
０６

８
０

０８
６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１３

６
０

１３
０

０
１０

６

２０
２２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６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５

９
０

０６
８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９

０
１３

４
０

１２
７

０
１０

６

２０
２３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８
６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６

１
０

０６
９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７
９

０
１３

１
０

１２
４

０
１０

５

２０
２４

０
０７

５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６

２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７

１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１２

９
０

１２
１

０
１０

５

２０
２５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６

４
０

０７
０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１２

７
０

１１
８

０
１０

４

２０
２６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６

５
０

０７
１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１２

４
０

１１
６

０
１０

３

２０
２７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８
７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６

６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１

０
１２

２
０

１１
３

０
１０

２

２０
２８

０
０７

６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８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６

７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８
１

０
１２

０
０

１１
１

０
１０

２

２０
２９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８
１

０
０６

８
０

０７
２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８
１

０
１１

８
０

１０
９

０
１０

１

２０
３０

０
０７

７
０

０８
８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８
１

０
０６

８
０

０７
３

０
０７

４
０

０８
９

０
０７

９
０

０８
１

０
１１

７
０

１０
７

０
１０

０

　
　

注
：

在
“共

同
的

收
敛

速
率

”、
“共

同
的

投
资

效
率

”
和

“共
同

的
技

术
进

步
率

”
假

设
下

，
中

西
部

地
区

相
对

于
东

部
地

区
具

有
相

同
的

收
敛

速
率

、
相

同
的

投
资

效
率

和
相

同
的

技
术

进
步

率
。

这
些

数
据

都
可

以
在

方
程

（１
１）

的
估

计
中

得
到

，
而

投
资

增
长

率
的

预
测

则
在

附
录

表
Ａ１

中
有

报
告

。



内部收敛与中国的增长潜力

参考文献

３８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国内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常态的
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美〕 胡永泰 （Ｗｉｎｇ Ｔｈｙｅ Ｗｏｏ）❋

写在中共十九大前夕

过去一年， 中国经济传递出了一些相互冲突的信号。 在大型城市 （如
北京和上海） 和大多数二线城市 （如厦门和青岛） 在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

的情况下， 许多内陆地区的小型城市却出现了一些 “鬼城” 的现象。 产能

过剩仍然困扰着重工业产业 （例如钢铁和水泥）。 然而， 尽管许多鬼城中存

在大量未售存量住房的现象， 但这并没有引起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多少。
我们该如何解释过去两年中银行贷款中 “特别关注” 类 （即这类贷款

具有潜在缺陷） 数量有显著上升的这一事实？ 它是企业削减成本后就会消

失、 临时性偿债困难引起的吗？ 这种特别关注类贷款比率上升的结果， 是不

良贷款的潜藏之地以及不良贷款率大幅度跳跃上升的前奏吗？
尽管在过去三年中有小幅度下降， 中国的贸易余额仍保持着较大的体

量。 然而， 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存量却在持续下降。 这就暗示了， 国际

金融账户①中非央行成分的赤字规模要高于贸易盈余的规模。 这些现象表

明， 人民币 （ＲＭＢ） 至少在过去三年中是被高估了———这种质疑是因为最

４８

❋

①

　 我要感谢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出色的编辑工作和独到的评论观点， 使本章的内容获得极大的改

进。
在国际收支账户的旧术语中， 金融账户又被称为资本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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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对资本外流管制的逐步收紧而被强化了。
这种大规模资本外流， 是因为对中国未来经济展望大规模失去信心

的结果吗？ 或者是反腐败斗争调查扩大化导致大量不义之财的大量逃

离？ 或者这只是对目前人民币现值的一种投机性赌注？ 第一种解释是对

中国未来经济前景黯淡的信号， 而第二种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

光明。 第三种解释释放出的信号是， 这仅仅是政府随时可以扭转的临时

性状态， 但是对应的经济影响 （无论好坏） 都取决于政府将如何降低资

本外流。
与此同时， 在国际水平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冲突性的信号， 而且中

国地缘政治的地位也在全球风云变幻中发生着改变。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
导致 美 国 退 出 跨 太 平 洋 合 作 组 织 （ ＴＰＰ ） 以 及 对 北 美 自 由 贸 易 区

（ＮＡＦＴＡ） 的重新谈判。 与此同时， 英国 （ ＵＫ） 投票选择退出欧盟

（ＥＵ）， 这就威胁到了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现有的潜在统一格

局。 部分程度上是对这些发展变化的回应， 中国相比以前更加有决心地朝

着一个负责任的全球性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行动。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世界

达沃斯经济论坛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将在防止 “去全球

化” 浪潮中起到带头的作用。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 实现

互利共赢。 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 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
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 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 走向共同繁

荣。 （习近平， ２０１７）
《华尔街日报》 报道，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 １５ 日， 在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

路” 峰会上： 习近平先生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致力于发展自由贸易的国家，
并承诺向参与复兴丝绸之路的沿线项目和国家新增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融资

和资金援助……习近平先生说， 中国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投资累计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 中国官方把这一历程称为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
它比之前的世界商业潮流更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 （Ｗｏｎｇ， ２０１７）

然而， 有一件不和谐的事情是， 《华尔街日报》 在其网站上同期发布了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问题上的前贸易谈判官员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的视频记录。 在这个记录中，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认为习近平已经

“停止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２０１７）。 在她的观念中，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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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就已经从经济自由化中退步了， 习近平加速引入了一些诸如

与 “支柱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相关的项目。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把习近平主席的经济战略描述为 “技术民族主义者全面推动” 的

战略， 这是巴西在很多年前所采取过的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本土创新来实

现中国经济的国产替代 （例如， 云计算， 集成电路和新材料等）。① 不仅如

此，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还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称为一个 “零和博弈”， 因为其焦点

是确保 “其他所有的市场都是开放的”。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怎么能将 “一带一路” 的初衷———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机

制， 看作一个零和博弈呢？ 尽管中国在巴基斯坦和东南亚所修建的桥梁、 大

坝和铁路确实有助于减轻中国重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
新增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使这些邻国的经济更加富裕。 类似地， 中亚各共和

国和欧洲之间极大程度上改善了的铁路联系， 将会同时使中亚经济和欧洲经

济更加繁荣， 而不仅仅是中国。
上述对中国经济特征的众多矛盾表述， 清晰地揭示了目前在国际社会上

对中国经济和政府政策选择的一些强烈误解， 以及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动机的

极度怀疑。 我们必须承认， 在习近平主席和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之间观点不一致的核

心， 就是这样的事实： 美国所主导的二战后经济秩序已经失效， 现在正是竞

争建立新的框架结构的时机， 从而使得世界各国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下协调国

际国内事务。
因此， 这一章的目的就是澄清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三个问题： 经济的现行

轨迹， 影响经济运行轨迹的政策选择以及可能需要融合到国际经济联系中的

一些额外元素。 我们的观点是， 为了走上动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而推动本

国在中期进入世界最先进国家行列， 中国必须全面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案， 使其既要包括国内其他领域 （例如农村人口社会经济权利） 的调整，
又要有对国际治理制度安排 （例如全球集体领导的本质） 雄心勃勃的改造。
这一修订后的改革项目， 我们称之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已经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出并开始

大胆付诸实施。

６８

①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１７） 里面报告了对 Ｂａｒｓｈｅｆｓｋｙ 演讲的一个中肯总结。



国内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常态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中国现行的经济轨迹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 ＧＤＰ 的平均年度增长率为 １０％ 。 在经济增速来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９％和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８％ 之后， 中国政府宣布， ２０１４ 年以后中国

经济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称之为 “新常态”。 许多分析人士认

为， 这意味着中国的隐性增长目标已经下调到 ７％ 。 经济增长率在 ２０１４ 年

下降到 ７ ３％ ， 并在 ２０１５ 年持续低迷， 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年末宣布， 下一

个五年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的目标增长率在 ６ ５％ ～ ７％ 的范围之内。
２０１７ 年的增长率为 ６ ９％ ， ２０１６ 年为 ６ ７％ 。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自 ２０１０ 年来稳步下降的原因， 许多高级专家给出

了各种各样的诊断。 很自然地， 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给出的建议也是

五花八门。 广义地说， 这些诊断识别的 ２０１０ 年后经济放缓的原因， 从周

期性因素创造的总需求临时性不足， 到深层次结构性缺陷所引起的不可避

免的生产率下降。 换句话说， 在所有竞争性的诊断意见中， 第一个重要的

分化因素， 当属对截至 ２０１０ 年的长达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乐观

程度的判断。
林毅夫 （２０１６） 属于持有积极态度的那一批分析专家， 他将经济增速

放缓的最基本原因识别为外生和周期性的因素， 而非一些自然的极限。 于

是， 他极力主张扩大国内需求———通过 “基础设施的改进、 城市化的努力、
环境管理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Ｌｉｎ， ２０１６）， 从而实现官方的增长目

标。 林毅夫持有积极观点的潜在基础， 是他观察到中美的人均 ＧＤＰ 比率

（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表示）， 在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０％ ， 这正好是

１９５１ 年的日本人均 ＧＤＰ 比率水平， 以及韩美 １９７７ 年的人均 ＧＤＰ 比率水平。
在接下来的 ２０ 年时间中， 日本和韩国各自持续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 ９ ２％
和 ７ ６％ 。 林毅夫 （２０１５） 得出的结论是， “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 ２０ 年中， 中

国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在 ８％左右”。
其他处于乐观阵营中的著名人物还包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和 Ｆｒｅｄ Ｈｕ

（２０１６）。 他们认为， 如果不考虑显著的产能过剩和超额的信贷扩张， “现实

情况是中国目前正在朝着一个更具创新性和消费驱动的经济体方向运转良

好。 这就表明， 整个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不稳定的减速过程， 而非经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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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重要的是， “不稳定” 指的是对常态的临时性偏离。 因为 Ｓｐｅｎｃｅ 和

Ｈｕ 选择聚焦于如何调和这种发展不稳定而非如何提高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

率水平， 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增加其决策的透明度， 并且更加有效地沟通其政

策决策。 这些乐观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就是， 他们并不在其文章中提及 （或
者强调） 任何特定的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改革。

另一方面， 金刻羽 （２０１６ａ） 对中国维持过去高增长持有消极的态度，
因为她认为， 国有企业部门通过获得来自优惠待遇 （例如廉价的土地和廉

价的资本） 的不平等竞争机会， 成为让私营部门生存窒息的因素。 金刻羽

呼吁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基础性的改革： “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改革的前

提是进行政治改革……它需要彻底地改造其治理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

治理哲学。” （金刻羽， ２０１６ａ）
和金刻羽相同的是， 张军 （２０１６ｂ） 认为， 涉及国有资产出售或转让的

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具有深刻的影响， 这是对中国经济最大威胁的最有效补救

方法。 私营企业必须被允许进入国有企业垄断行业、 资本密集行业以及高端

的服务业， 僵尸国有企业必须关停， 更早由朱镕基着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反

弹必须予以逆转。 最好的情况是， “国有企业的角色再一次地仅仅需要限制

在一小部分关键性的部门” （张军， ２０１６ｂ）。
和金刻羽不同的是， 张军并未提及将社会政治变迁作为经济改革的必然

要求。 这种忽略强调的事实是， 在众多的中国问题分析者中间， 第二种关键

性的区别性因素就是他们在何种程度上看待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

联系。
对某些西方媒体来说， 中国最近的政治发展， 包括从地方到中央的再度

集权 （特别是从常委会其他成员向习主席的集中）， 对国内媒体审查的强

化， 以及加强防火墙建设减少对国外网站的访问， 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进程的

一种倒退 （可能同时还会在之后导致经济进程的倒退）。 然而， 金刻羽

（２０１６ｂ） 并不认同这种解释。
依据金刻羽 （２０１６ａ） 的说法， 中国政府尚未启动必要经济改革的原

因， 是因其担心 “爆发大规模骚乱与公民抗议的可能”。 金刻羽 （２０１６ｂ）
赞同习近平正在进行的将权力收回在手的过程， 原因是， 作为国家主席需要

强化政治权力从而有能力 “使中国更加强大”。 依据金刻羽的说法， 目前的状

况是， “经过三十多年的松散治理， 一些地方性权威已经形成了政治派系来保护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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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非法所得和经济利益”， 从而造成当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不景气。
于是必须强调的是， 对中国未来经济表现持乐观主义态度并非少数人的

意见。 正如之前提到的， 即使金刻羽呼吁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 从而消除阻

碍社会经济进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障碍， 她也只是对目前的短期经济表现持

有悲观态度。 此外， 她对激进改革的必然性持有乐观的态度， 认为一旦施行

将有助于巩固中国的经济活力。 （可能会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之后？）
另一个学者，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Ｒｏａｃｈ （２０１６） 的观点， 同时包含了林毅夫对近

期和金刻羽对远期的乐观看法。 他确信， “中国目前已经有战略、 有资金和

有承诺， 既能成功避开令人生畏的周期性影响， 又能实现向基于服务业的消

费型社会的大幅度结构转型”。
２０１０ 年后的增长放缓是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还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在

这一问题上， 人们可以说， 经济放缓是由这两个因素同时造成的。 尽管这种

谨慎的表述很可能是正确的， 却毫无意义， 除非它能够识别每种类型原因在

增速下降中的相对贡献。
余永定 （２０１６ｂ） 陈述的看法是， “中国当前面临着两个挑战： 潜在增

长率持续下降的长期问题和真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短期问题”。 余永

定 （２０１６ａ） 指出，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扩张总需求的又一轮刺激计划仍然

是必要的”。 余永定认为， “其关键在于主要与政府债券相关的金融项目，
而非银行信贷”。 尽管这一建议将有助于防止不良贷款带来的银行危机， 但

是这种额外的债务负担将导致未来的财政危机。①

不仅如此， 财政稳健也许并不足以证实林毅夫和余永定对另一轮宏观刺

激的热情支持， 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在短期宏观稳定性和长期经

济活力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 经验显示， 宏观刺激的通常类型 （例如， 广

义货币宽松和地方政府在投资选择上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一般而言会使

僵尸企业存活和支持国有经济部门不协调的增长， 结果最终导致在重工业部

门出现大量的过剩产能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９８

① 如果不能像私营企业那样， 获得高回报率来覆盖贷款利率， 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就可能会形

成银行的不良贷款。 如果不能为政府创造足额 （直接或间接） 收益偿还基础设施债券的债

务负担， 一旦这个基础设施项目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 就会造成财政危机， 使得政府

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其他重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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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 中国通常的宏观刺激会导致更多的生产浪费行为， 这些行为

与预算软约束假设紧密相关。 但是， 随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下降和人口红利

的逐步消失， 这种类型的宏观刺激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从而加速了真

实增长率的下降。 使僵尸企业存活的中国式常规刺激使用得越频繁， 那么中

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在这样的陷阱中， 经济增速不足以

弥补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①

绝大多数僵尸企业的退出， 是中国经济获得长期活力的必要条件， 其关

键就是通过下岗职工的针对性援助降低企业关停所带来的社会阵痛。 为了实

现预算软约束的收紧， 正确的财政刺激方法， 就是将自身作为扩大失业保险

和扩大就业再培训工程覆盖面等财政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避免大规模失业， 中国必须停止使用常规的宏观刺激方法， 这种宏

观刺激只会维持产出构成的现状———例如， 选择基础设施投资来降低特定重

工业部门的过剩产能， 以及向那些不能完全出售其全部产品的企业发放补助

金和贷款。 这些传统类型的刺激事实上鼓励这些重工业部门扩张产能。 这种

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性和长期经济活力之间的权衡取舍， 就是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以来， 有关经济政策的官方评论压倒性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原因。

有理由假设， 习近平的结论是： 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的

下降。 这种对习近平评价的解读， 与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头版刊

登的神秘的 “权威官方” 评论相一致， 即 “通过提升杠杆的方法来促进增

长， 就像缘木求鱼一样， 高杠杆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６）。 时

至今日， 中美人均 ＧＤＰ 的比率 （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量） 在 ３０％左右， 这

表明还有极大的可能性通过技术追赶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生产率。 于是， 为什

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高增长的持续性呈现如此悲观的态度呢？

当前有两个充分的理由对 ２０１０ 年前那样的增长率的持续性保持怀疑。

首先， 没有理由相信技术追赶会是一种自动发生的过程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将五个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看作一个整体， 它们的人均 ＧＤＰ （以购买

０９

① 胡永泰 （２０１２） 将追赶指数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ｉｎｄｅｘ， ＣＵＩ） 定义为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美国生

活水平的比率 （两者均使用购买力平价美元进行度量）。 发展差距的规模使用１００ 减去该国

的 ＣＵＩ 值来计算。 中等收入陷阱是 ＣＵＩ 指数处于 ２５％ ～５０％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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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平价美元计量） 在 １９５５ 年的时候大约是美国水平的 ３０％ ， 直到今天它还

大体保持着这一水平。 尽管拉丁美洲国家的绝对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但

是它与美国之间超过 ６０ 年的发展差距丝毫没有改变。 这种追赶的失败正是

我们所说的术语 “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滞并不是特例。 马来西亚在 １９９４ 年的时候达到了美

国生活水平的 ３０％ ， 到 ２０１６ 年的时候约为美国的 ３５％ ， 也就是说在长达 ２２
年的时间里发展差距只缩小了 ５ 个百分点。 泰国在 １９９４ 年的时候达到美国

生活水平的 ２７％ ， 但从那以后就一直停步不前。 这两个东南亚国家显著的

增长放缓， 使得其国民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 （红衫军对黄衫军） 并在街头

相互打斗。 这种类型的冲突可以追溯到欧洲在 １９３０ 年代出现的棕衫、 黑衫

和蓝衫并立的政治混乱局面。
日本、 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少数几个能在短期内快速缩小与美国发展差距

的大规模亚洲经济体。 中国不能通过寄希望于这些经济体的例外性来缓解其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 更何况是在自身经济体量更大、 问题特性更复杂

多样的情况下。
中国需要对其过去那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保持谨慎的第二条原因， 就是它

已迅速变为一个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的人口不再有更多的储蓄 （从而将导

致更少的投资） 而且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会更慢。 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也将

会变为一个人口不断下降的社会， 这必然降低生产中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带

来的效率所得。
必须指出的是， 一些经济学者已经预料到了 ２０１０ 年以后的增速放缓。

蔡昉 （２０１１） 指出， 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会出现未富先老的现

象， 并且警告这种人口学特征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① 日本

增长率的陡然下降出现在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 当时日本的人口抚养比率 （１５ 岁

以下以及 ６０ 岁以上年龄段人口之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经历了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代非常缓慢的增长以后， 开始急剧上升。 类似地， 韩国的人口抚养比率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反弹并迅速爬升后， 其增长率也有了显著的放缓。
中国的抚养比率在 ２０１０ 年开始出现反弹， 尽管比日本 １９９５ 年和韩国

２０１０ 年以后上升的速度要慢， 但是其后续的上升一直都非常迅速。 蔡昉呼

１９

① 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对蔡昉假设的特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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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和户籍 （户口） 制度从而通过更高的生育率减缓抚养

比率的上升， 以及通过更快的城市化进程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
在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当前增长率趋势放缓并未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同， 蔡昉

和陆洋 （２０１３） 就已经使用经过人口学特征调整的增长核算， 结果算出中

国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年度潜在增长率为 ７ １９％ ，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的平均

年度潜在增长率为 ６ ０８％ 。 这种预测原本可能会更早变为现实， 只是因为

两条原因， 第一条是更加频繁使用的货币与财政刺激使得僵尸企业存活， 扩

大了一些地区未售住房的存货， 增加了产能过剩企业的产品需求。 第二条原

因是一些根本性改革的推动， 例如独生子女政策的取消和户籍约束的进一步

放开。
蔡昉的研究工作提醒我们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 林毅夫曾经考察了日

美和韩美之间的人均 ＧＤＰ 比率， 并且预测中国在今后 ２０ 年中将保持 （８％
的） 持续高增长。 蔡昉研究了日本和韩国的抚养比率与 ＧＤＰ 增长率之间的

关系， 并预测到了中国年度增长率的下降。 为了描述另一个变量的轨迹， 哪

一种变量才是我们应该选择作为跨国对比的正确变量呢？
答案在于， 只有分析者对每个国家具体条件以及这些具体条件对该国变

量轨迹的相对重要性有充分的了解， 跨国比较研究才是有用的。 简而言之，
我们需要跨国的制度性知识补充标准经济理论的不足， 进而评估教科书中列

举的经济机制的相对重要性。
特定国家的具体知识绝对是重要的， 原因是我们观察到的同一种结果，

可能是由千差万别的因素引起的。 中国之所以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是因

为人口加速老龄化和农村———城市移民进程超出寻常的缓慢。 马来西亚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全面的民族优惠政策引发了寻租活动的

猖獗， 导致资本大量外逃和人才持续不断地大量流失， 以及过于集中的行政

结构抑制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 同样， 泰国也由于密集的政治冲突一直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 而这些政治冲突就是传统精英阶层拒绝容纳新的社会力量引

起的。
Ｓｈｅｎｇ 和 Ｘｉａｏ （２０１６） 警告， “虽然中国需要成功实现结构再平衡， 从

而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这种前景远远还没确定”。 他们认为， 中国经

济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官僚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尽管他们

没有识别出这种问题的恶化到底是不断增长的市场不完全性还是不断增长的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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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系的不完全性引起的， 但他们确信的是， 要解决今日更加困难的问

题， 需要政府放弃结构性改革， 转向 “制度性改革”。
Ｓｈｅｎｇ 和 Ｘｉａｏ 选择提及的一个制度性改革就是， 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清

晰界定土地、 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产权， 制定工业执行标准和实施办法。 这种

澄清对于减少不断增长的权利争端至关重要， 因为这些争端阻碍了使生产率

提高的市场导向的调整。
如果 Ｓｈｅｎｇ 和 Ｘｉａｏ 能够指示如何实施他们的建议， 那么就更有用了。
清晰界定产权的最常用方式， 就是将国家控制的资产私有化； 建立一国

工业标准和实施办法的最常用方式， 就是采用吸收国外的标准和做法， 并且

谨慎地适应这些标准和做法以确保在当地条件下的有效性。 中国实施经济改

革的方法应该继续建立在这条谚语上， 即没有必要发明新的轮子 （胡永泰，
２００１）。 中国唯一需要的， 就是充分了解当地条件与所借鉴标准国家实际情

况的不同之处， 以便做出适当的修改。

到底需要做些什么？

对政策挑战进行分类的框架

在中国经济问题系列 ２０１０ 年年会上， 胡永泰 （２０１０） 将中国过去三十

多年的经济表现比喻为一辆飞驰的汽车。 他将可能引起这辆汽车紧急减速

（或停止） 的原因归类为三个问题： 硬件失灵、 软件失灵和动力供给失灵。
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建筑与上层建筑的表述， 胡永泰 （２０１０）

将经济机制的崩溃比喻为基础建筑的危机， 这一危机被他称为硬件失灵。 可

能的硬件失灵包含银行业危机、 财政危机和生产率危机。 他将上层建筑的危

机称为软件失灵， 原因是它指的是国家治理的缺陷， 这种治理缺陷会带来频

繁而又广泛的社会病， 这些社会病又会扰乱社会经济生产和挫伤私人投资的

积极性。 软件失灵通常来自没有正确的制度激励保证良好的社会治理———例

如， 经济管理方面的技术能力， 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不平等、 严峻腐败以

及政治镇压等问题的有效官方回应。
胡永泰 （２０１０） 在马克思主义二分法中加入了网络术语， 从而创

造出一个综合性的框架来捕获动力供给失灵的现象， 此时经济体在遇到

３９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自然限制或者外部强加限制条件后， 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 动力供给

失灵的例子包括： 环境的崩溃、 核战争 （ 不一定涉及中国） 和贸易

战等。
我们将说明的是， 现在出现了一种 “新的国际新常态” （唐纳德·特朗

普的当选就是这种新常态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强调自我利益的新常态下，
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并且帮助提供全球的公共物品以应

对当前的全球性威胁———这就是， 全球层面动力供给失灵带来的威胁。 中国

必须建立有效的全球集体领导体系， 动员国际社会实现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大会

上通过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国际新常态下， 全球的进步需要集体行

动以防止动能供给失灵， 这些失灵的表现包括气候变化、 核扩散， 技术停滞

和军事冲突等。

硬件改革的议程

在中国系列问题会议 ２０１６ 年年会上， 胡永泰 （２０１６） 在现行的政策机

制下识别了两种最有可能的硬件失灵： （１） 因为接管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

产生的不良贷款从而为国有银行做出担保， 造成了财政压力； （２） 国有企

业部门的不协调扩张导致生产率低速增长。 这两种硬件失灵， 是中国将国有

企业用作主要宏观刺激工具的意外结果。 这种通过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刺激的

机制， 产生了短期维持全部产能利用与长期维持产能高速扩张之间的权衡

取舍。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使用下面的三种相互关联、 有利于市场的宏观稳

定工具和增长驱动力， 替换通过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刺激机制。 首先， 他们

应该培育新的私营企业； 其次， 他们应该依据住房保障和消费者区位选择来

推动城市化； 最后， 他们应该发展新的金融体制从而在这个体制下私营部门

的作用得到极大的强化。
培育新的私营企业

在第二节中， 我们将把对国有企业的改造， 作为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

的政策建议中最基本的元素。 这一最基本的元素， 并未反映意识形态上的

偏见， 而是基于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愈加沉重的负担的现实。 我们需要

对一些部门进行合理的私有化， 而不是对国有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 一旦

政府允许绝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 （武器装备行业除外） 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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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进入条件， 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均施加预算硬约束 （不存在国有企业

偏向和权贵资本主义偏向）， 推进自由交易 （也有例外， 如鸦片等）， 那

就没有必要将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
通过动员下岗职工形成的创业力量， 中国可以部分地抵消由于国有

企业份额下降所形成的负面效应。 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可以利用中国内

陆省份越来越显著的成本竞争优势， 来开办他们自己的工厂。 这些成本

优势正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 ＧＦＣ） 之后全国交通网络的爆炸性扩

张所创造的。 因为这些自由经营人集团兴起的第一道障碍就是信贷的可

得性， 那么政府就有必要使得大量的中小型银行合法化。 因为中小银行

在满足这些新生企业贷款需求方面， 相比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更具有比较

优势。
推动城市化

第二条增长导向型的宏观稳定工具， 就是在未来住房保障和消费者区位

选择准则基础上的城市化。 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增长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反映的

不仅是投机性需求， 还包括被抑制了的真实住房需求和对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快速推进的适应性调整。 然而， 来自农村的大部分新移民， 并没有获得

银行贷款的资格， 所以许多投资者一直在购买多套住房然后出租给城市的新

移民。 这些投资者的意图是随着时间增长不断提高房租价格， 从而与房东的

收入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 最近的许多住房需求实际上是投机

性需求。
因为金融部门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有效的抵押贷款市场需

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到来。 同时， 中国应该大幅度扩大其廉价住房项目，
允许这些城市的新移民最高可以租住七年时间， 而后具有基于建筑成本

购买该住房的优先权利。 这种 “住房保障” 式的城市化， 足以避免因为

投机性原因造成的住房空置和由此演变的不良贷款问题。 中国之所以能

负担得起这种大型的公共住房项目， 是因为在其他国家， 这种项目最昂

贵的部分是土地成本而非建筑成本， 但是对中国来说， 大部分土地是国

有的。
为了防止任何大规模廉价住房项目变为 “鬼城” 的可能性， 政府必须

放弃当前的一些做法， 这些做法包括： 迫使房地产开发商遵循先入为主设想

（官方决定） 的城市规模分布 （即大、 中、 小型城市应该各占多大比例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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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主的观念） 和大城市绝对规模的看法等。
这两种城市化的先验观念与户籍制度①的互动所产生的城市化战略， 是

以牺牲大城市的增长为代价来推动小城市的增长。 陆铭和万广华 （２０１４：
６７） 指出， 这种反大城市战略已经造成了许多异于常规的现象。

城市化滞后于发展与工业化的现状； 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超过城市人口

增长的速度； 对城市移民的公开歧视； 大量的城市居民被排除在城市体系之

外； 城市体系中有太多的小型城市和太少的大型城市， 导致城市体系结构的

严重扭曲。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中央政府已经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在土地使用配额中的

比例， 从而支持它们的发展。 Ｌ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７０） 发现， “东部地区这种

土地供应份额的相对下降” 导致了住房价格的快速上升， 而又进一步地引

起更高的工资。 中国小城市优先发展的土地政策， 导致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

经济竞争力的下降。 因为东部地区在国际贸易商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 所以

土地政策就降低了中国整个的经济效率。
更进一步地， 因为 “大城市还不够大” （陆铭和万广华， ２０１４：

６７１）。 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充分地享受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 最原始的

集聚效应是人力资本的外生性， 而这种人力资本外生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多

维度的创造性， 进而如果集聚效应得到合理利用， 就会转变为全体人员的

效率所得。
Ｇａｏ 和 Ｌｕ （２０１５： １２６） 使用就业决定的 Ｐｒｏｂｉ 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对

就业水平的影响。 他们发现： 城市规模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就会增加个人

的就业概率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４ 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 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在不同

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体之间也具有异质性， 其中最不具有技能的工人从中受

益最多。
支撑城市化作为增长驱动力的第一项必要性改革， 就是让中国居民的区

位偏好来决定城市的规模分布和绝对规模。 国家需要将自身的角色限制在提

供合适的基础设施对各种城市进行连接， 以及使用相同的标准对待所有的城

市。 例如， 为了使居民负担得起最愿意居住的城市住房，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

允许城市依据需求扩张土地面积。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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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城市增长效应的第二项改革， 就是逐步淘汰户籍制度从而允许城

市人口的规模和组成达到其自身的最优值。 我们将在下面有关上层建筑

（软件） 改革的讨论中， 对这种类型的纠正提供更详细的叙述。

发展现代金融体系

第三条相关联的增长导向宏观工具， 就是民营金融机构实现真正的合法

化。 首先， 民营银行的合法化是使得前两项新增长驱动力平滑运行的基础条

件。 这两项新增长驱动力分别是： 新兴、 有活力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以及一

个高效的抵押市场从而更理性的城市化模式的兴起。 其次， 民营银行的合法

化， 也是自身权利范围内一项独立的增长动力。
新型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 必然要求审慎监管体系的强化和利率水平管

制的解除。
中小银行业部门的强力兴起， 会使得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下降， 也会

使得经济更不容易因潜在的不良贷款而崩溃。 民营银行的进入 （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外）， 将会降低四大行中任何一家继续保持大而不倒的可能性，
从而降低垄断性国有银行业体系享有的软预算保护。 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

私营部门占据主导地位， 会增加银行贷款的质量和数量。 如果常用的国有

企业投资的宏观刺激工具， 为市场导向的投资所取代， 会减少不良贷款的

发生。

软件改革议程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其执政期间建立了 “和谐社会” 的总体目标。 这

一强调揭示他的判断是： 软件失灵的概率会大于硬件失灵的概率。 这是因为

实现前者更加困难。① 这种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 执政绩效的

普遍期望随着收入的增长在急剧上升。 其次， 执政软件的成功重构， 不仅需

要高度的政治技巧， 还需要国内政治舞台上的良好环境以及国际舞台上的良

好环境———这两者都超出了绝大多数政治家的能力范围。
一个市场经济的良好运作， 需要从直接的法律与秩序执行机构到复杂的

法律裁决机构等一系列监管机构。 缺乏问责制 （由于缺乏广泛的政治竞争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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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和缺乏透明性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 导致在许多方面的治理缺乏效

率。 中国自 ２０１２ 年就开始持续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代表了提升治理水平的强

烈愿望。
为了强化经济活力， 另一部分重要的制度性改革也需要启动起来， 这些

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 这两项改革事实上是互补和相辅

相成的。 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 （例如教育、 医疗、 公

共住房和社会保障等） 上存在着巨大不平等。 举例说明， 直到今天， 那些

在大学所在城镇中合法居住的学生， 在入学的时候只需要较低的学习成绩。
这一点对于那些来自缺少资金、 缺少师资的农村学校的学生来说， 尤其不

平等。
许多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 是城市居民却没有这些城市的户口， 而同时

他们在农村的住所却大部分闲置、 农场也没有耕作。 依据 Ｌｕ 和 Ｗａｎ
（２０１４： ６７８） 的表述， “在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中， 没有本地户口的永久性非

本地劳动力已经超过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这一比例在广东省已经超过

５０％ ”。 由于这些移民工人通常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权利， 结果他们的子女

一般都留在农村与年老的亲戚住在一起， 导致了农村儿童存在大面积的人力

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
户籍制度的极度不平等， 也产生了经济上的无效率。 我们同意 Ｌｕ 和

Ｗａｎ （２０１４： ６７８） 的建议： 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步推进。
首先， 非本地居民获得本地城市户口的门槛应该逐步降低。 其次， 通过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稳步、 协调推动城乡和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平

等化。
哪些人应该被授予本地城市户口呢？ 答案是给予追求就业的人相比追求

公共服务的人以更大的优先权利。 于是落户准则主要是就业和社会保障贡献

的记录。 我们可以使用在该地区的工作年限和不间断居住时间作为授予户口

的前提条件。 同时， 受教育水平和职称等级应从要求清单上移除。 对于大学

毕业生而言， 应该将他们真实的就业状况而非受教育水平作为落户的准入

条件。
同时， 需要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展开一系列配套性改革。 社会保

障福利的可转移性亟待改革， 而本地户口与社会保障福利之间的联系也需要

被弱化。 那些拥有本地户口和没有本地户口的永久性居民， 他们在享受社会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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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上的差异应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进一步减小。
当前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但土地使用权通常以 ３０ 年为期限分配到个

人。 当一位农村居民的法律地位变为城市居民时， 他就失去了原本分配给他

的这块农村土地的使用权。 早在 １９９０ 年代， 因为城市地区出现了大规模集

体所有资产私有化的现象， 许多农村居民期望农村土地有朝一日也会实现私

有化。 这种期望最终导致了许多农村居民在被提供城市居民身份的时候， 也

不愿意接受这种法律地位。
农村地区土地被分为居住用地和耕地两部分， 并由国家决定每种用途的

土地面积。 一个城市的行政用地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用地 （被分为居

民用地和耕地） 两部分， 每种类型的土地面积也是由国家决定的。
目前， 有很多理由充分表明， 农村土地应该面向现有土地承租人实

现私有化。 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意见通常是， 这会加剧不平等， 因为

贫困省份农村土地价值只有富裕省份大城市周边农村土地价值的一部分。
这种反对意见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私有化获得的高价值土地意味着对现

有不平等的正式确认， 而非创造更大的不平等。 早在 ２０ 年前， 就已经面

向现有居住人对城市住房进行私有化以及面向小型国有企业职工对企业

进行私有化；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经济或道德理由对农村居民继续采取

歧视态度。
如果农村土地不能被私有化， 那么中国应该接受 Ｌｕ 和 Ｗａｎ （２０１４：

６８０） 的建议， 即使用 “确保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我们这一提议的核心， 是确保长期移民可以将他们的农村居住用地转化

为建设用地配额， 进而转化转移给他们就业所在的城市， 从而实现城市的扩

张。 原居住用地变为农业生产用地。 移民也因为获得城市户口和相关福利而

获益。 原城市居民也从中受益， 原因在一些郊区土地的升值 （因为它变为

建设用地） 获得的受益， 可以用于他们自身和新兴移民在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上的支出。 总而言之， 所有相关各方都是共赢的……
人口流入地区的政府代表当地居民获得了部分土地升值的收益， 而人

口流出地区的政府也分享了部分收益， 这是因为他们回收了居住用地给农

场用于生产需要， 从而进一步产生回报用于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 这些公

共服务又可以为留在当地的居民所享受。 为了使这种双赢的局面变为现

实， 需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配额交易制度， 从而最大化建设用地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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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的收益， 与此同时还能保持充足的耕地用于农业生产以及维护食品

安全。

预防动能供给失灵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问题系列会议 ２０１０ 年年会上， 胡永泰 （２０１０） 强调了中国环境

保护与和谐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从而确保中国经济追赶速度始终处于一个

高位。 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大幅度降低了本国和邻国居民的预期寿命。 中国

对来自青藏高原的水资源的管理， 影响了中国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及南

部邻国如印度、 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 绝大部分解决动能供给失灵的双赢

做法， 涉及技术性的突破和创造性的国际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 与国外伙伴

进行合作能够使成功的概率大为增加。
２０１７ 年的全球化形势要求中国与国外伙伴加倍开展合作。 这是因为，

全球化目前正面临着威胁而中国 （无疑） 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对全球

化存在各种普遍不满的情绪在英国的 “退欧” 运动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的意外胜利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国民众可以接受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却不能接受人口的自由流

动， 因为这威胁到了民族认同。 在经济衰退地区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白人

中产阶级也有很多的不满： 他们所丢失的制造业工作， 流向了外国进口国，
流向了生产工厂坐落的地方； 他们的文化认同可能会因外来移民的流入而稀

释； 美国金融业的腐败导致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储蓄； 对保守派政治

力量的需要反应迟钝； 对开明政治阶层在有关枪支管制和宗教问题上的价值

观的轻视； 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对他们民族自豪感的打击， 等等。
全球化被视作一个将邪恶引入美国海岸的过程， 一个将美国的众多敌人

变强的过程。 美国与中国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化和扩大化， 被认为是美国许

多问题根源中的重要部分。 毕竟， 即使是比较讲道理的美联储前主席， 本·
伯南克， 都认为来自中国的储蓄盈余是引发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市场崩盘的关

键因素之一。
为了从对中国成长的恐惧中寻找优势， 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对中

国进口商品施加 ４０％ 的关税， 并且全力支持美国经济学家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
（２０１５） 的 “美国优先” 的经济政策。 这位经济学家曾经撰写了一部阴谋论

的著作 《卧虎藏龙： 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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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都坚守他在竞选时期的关键承诺———尽管

有些时候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的。 在任期之初他就通过与台湾 “总统”
对话的方式来对抗中国， 但紧接着他又将美国拉出 ＴＰＰ 协议， 结束了前总

统奥巴马推行的 “重返亚洲” 战略。 特朗普退出 ＴＰＰ 协议是不幸的， 因为

他否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和澳大利亚在加入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和中

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所正式采取的中立态度， 从

而有效地将他们推向与中国事实上的结盟之中。
除此之外， 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从 《巴黎协定》 中退出， 对 “英国退

欧运动” 表现出极力支持， 提出了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工具， 取消对

矿物燃料行业的管制。 特朗普在极力扮演 “丑陋的美国人” 的角色，例
如， 猛地挂断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电话， 提出要筑 “城

墙” 并且一定要让墨西哥买单。 所有这些都使得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缺

乏较为成熟的领导。 这种全球领导力的缺位产生了一种瓦解全球化的

威胁。
即使实际情况是， 大国领导的全球治理和众多的国际机构， 在很多方面

显得既无能又缺乏公正， 但我们仍然极力呼吁抵制反全球化的运动。 因为我

们知道， 即使不用去全球化， 全球化所带来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能得到妥

善解决。 全球化的深化， 并不会导致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掌控之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代表美国的众多银行收集拉丁美洲国家

的债务， 以及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存在过错）① 的进一步

落后， 它也不会要求加强国际贸易协定的二十年趋势， 以牺牲欠发达国家为

代价来维护跨国公司的利益 （例如， 将涉及外国投资者的商业纠纷裁决权，
从国内法院转移到外部的私人仲裁法院）。②

在美国从全球角色中退出的时候， Ｇ２０ 中的主要国家， 包括中国， 应

该开始行动起来并且更好地改进国际经济的治理从而阻止去全球化的趋

势。 我们必须牢记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他那本 《萧条中的世界：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９》 所得出的结论， 应该为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的深度和广度负责的机制，
就是去全球化运动： “当每个国家转而保护其自身利益， 世界公共利益就

１０１

①

②

公平地说，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从它所犯的错误中学习， 并改善了其表现。
投资者 － 国家争端解决机制降低了东道国的监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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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流失， 最终所有人的私人利益也就消失了”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７３：
２９１）。

金德尔伯格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霸权稳定论。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
世界所经历的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大衰退， 而是由于在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９
年缺乏一个仁慈的霸主———这就是说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
这个经济体有能力和决心在全球或至少北大西洋经济体中通过稳定支出

流的方式， 维护小型经济体的利益和维护大型国际组织的运作， 并通过

此种做法成为借款人和消费者的最后贷款人 （ Ｄｅｌｏｎｇ 和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
２０１２） 。

霸权稳定论的基础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冲击， 它都会

变得不稳定除非此时有国家干预的介入来稳定它。 从 １９ 世纪一直到 １９１３
年， 英国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稳定器的角色， 但是到 １９２９ 年的时候， 它已经

下降到为中等力量， 并且不再具有那种压倒一切的经济力量去遏制全球需求

体系的崩溃和动员其他国家加入应对行列中来的影响力。 但是在 １９２９ 年，
美国还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成为全球的霸主， 但是， 即使美国此时已经是全球

霸主， 它还是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角色。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才成

为不可挑战的全球霸主以及发展出承担这一角色的心态。
到 ２０１７ 年， 全球性的霸主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因为以 ＰＰＰ （购买力

平价） 度量的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与美国经济体量相当。 如果中国 ２０６０ 年

的时候成功地追赶到美国的生活水平， 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会成为全球性

的霸主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印度保持目前的经济追赶速度， 那么它的

经济体量到 ２０６０ 年将至少和中国一样大。 到 ２０６０ 年， 印度的生活水平可

能比中国要低， 但是印度的人口将会显著增长， 使得印度的 ＧＤＰ 规模和

中国一样大。
简而言之， 从这点来看， 全世界不再具有一个具有垄断性的经济大国可

以作为全球霸主来存在。 于是， 经济权力的寡头垄断将成为常态： ２０１７ 年

的中国—美国—欧洲和 ２０６０ 年的印度—中国—美国—欧盟。①

国际新常态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在霸权稳定论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糟

糕的发展状态， 因为一个缺乏领导的世界倾向于接受作茧自缚的保护主义。

２０１

① 这里所做的一个大胆预测是欧盟在 ２０６０ 年之前已经实现全面的政治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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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着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２） 的观察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

复着自身， 首先是悲剧， 然后是闹剧”。
最常见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在权力的寡头分布下， 每个大国出

于对自身的安全考虑将整个世界分裂为若干有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当前在乌

克兰和南海的争端就可能是这种进程的开端。 然而， 将未来看作过去的简单

重复是一种错误； 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 它肯定是表明我们缺乏想象力的

一种信号。
如果有恰当的区域协议和跨区域协议来处理每个大国的安全问题， 那么

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 良性化的全球化方式。
每一个大国所影响的势力范围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地理集聚现象，

而非经济剥削的一种地理集聚现象 （就像非洲和欧洲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 或

政治垄断上的地理集聚 （就像东欧和苏联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那样）。 给定

现有的生产规模经济， 每个地理集聚必须实施开放的地方主义从而最大化经

济的繁荣程度。 现有的全球性机构例如联合国及其代理机构， 世界银行、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Ｇ２０ 将额外担负起区域协调的角色从而保证全球经济的

整合。
每一个大国将会是在其自身集聚范围内经济机构的领头人， 例如， 欧洲

稳定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 （ＡＩＩＢ） 和美洲开发银行。 竞争 ／互补性

区域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世界上存在多个独立的分析中枢从而替代一个垄断性

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垄断性的国际发展银行。 这种结果将会最小化错误诊断或

错误处方的可能性， 从而避免重复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在过去所犯的错误。
随着中国一直以这种相对规模持续增长， 那么它就能在未来集体领导的

全球治理中取得成功并在促进这些经济集聚地区创新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目前所致力于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 亚洲基础设

施开发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加强与邻国的联系， 非常类似于在一

个多极化的世界中， 每个以发展为中心的集聚单元实施开放的区域发展战

略。① 然而， 为了使得全球化加深和拓宽， 中国必须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等

方面起到更大的领导作用， 例如同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斗争、 停止核扩散

和国际恐怖主义、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拓宽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去降低全球化

３０１

① 最近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一个较好的讨论， 可以参考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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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风险和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以及让世界资本的最低税率达成统

一从而防止金融社会安全网的向底部竞争态势。
多极化世界的国际新常态将必然意味着二战以后全球秩序中政治和经济

上的碎片化。 然而， 事实上既有好的碎片化也有坏的碎片化。 好的碎片化通

过设定有效的集体领导体制的方式保护全球化， 而坏的全球化就是金德尔伯

格的霸权稳定论适用的那种情形， 以及马克思那句关于历史重演规则的名言

描述的情形。

结　 论

通过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的

国内经济条件也随之发生改变： 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已经枯竭， 人口红利即将

终结， 而且自然环境还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压力。 这种结果所创造的新常态要

求重新创造改革红利来驱动经济的增长。 特别地， 中国必须完成以下的任

务： （１） 经济机制的结构改革， 例如国有企业部门的合理化和资本、 劳动

力和土地市场的去规制化； （２） 治理体系的结构化改革， 例如行政问责制、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所有制； （３） 制度激励的结构化改革从而保护环境。
这三种应对国内新常态的改革措施组成了我们所说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 ０”。
与此同时， 中国面临的全球格局已经在发生着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引起的。 美国提供的这种建立在霸权稳定基础上的全球

治理结构正在崩塌， 因为中国的崛起， 使得那种美国占据绝对垄断经济权

力、 对经济小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同时， 印度作为全球超级力量

的不可避免的壮大也保证了霸权稳定将会被人遗弃在历史的垃圾箱中。 一个

多极化的世界就是现在的国际新常态。
在埋葬了霸权稳定论之后， 中国现在必须通过将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概念

推广到和谐世界的概念， 从而使全球的集体领导体系运转起来。 在摆脱自私

与偏见之后， 中国必须推动世界携手合作来保护全球的公共环境、 全球交易

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 推动持续的全球化从而最大化由互动所创造的全球化

进程的协同效应。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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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由 １９９２ 年南方谈话①所鼓舞的经济战略已经深刻地促进了中国

向着更好前景的改革， 但现在这种战略已经不再适用了，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

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国内条件 （国内新常态） 和一系列新的国际挑战 （国
际新常态）。 对于中国而言， 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它必须选择一条动态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而继续经济追赶的进程。 在这一章， 我们已经在国内新

常态和国际新常态下提供了这种战略的框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２ ０”。
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均要求进行关键

性的改革， 其中包括： 本国激励结构②的改革， 从而决定国内的生产③， 以

及国际治理体系结构④的改革， 从而决定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 常态化的结果就是世界被划分为相互竞争的影

响区域， 从而去全球化是一种副产品。 然而， 如果大部分国家都摒弃了自私

的偏见， 那么相应的结果就转而变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准则基础上的可持续经

济发展的地理集聚现象。 世界就很可能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 在此节点中，
每个大国可能会选择足够开明并依据其长期利益开展行动， 而其他国家会在

人人自私的假设下参与到这种零和的政治权力角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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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 指的是邓小平在 １９９２ 年对中国南方的视察谈话， 在这个过程中他全面否定了

在中国经济中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体系的适用性， 重启了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进程。
例如， 农村土地和城市化政策。
例如， 区域性金融机构、 国际海洋资源的监管机构、 全球性的气候组织。
我们希望来年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进行更多的研究，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在堪培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学院中国经济项目支持的 ２０１８ 年中国问题系列会议中收录这一

部分， 将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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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常态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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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常态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 ０

教育与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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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众教育： 机会不平等
与结果不平等

〔澳〕 葛丽珍 （Ｊａｎｅ Ｇｏｌｌｅｙ） 　 孔 涛

引　 言

在经历了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年均 １０ 个百分点的增长奇迹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

长率在过去五年中稳步下降，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９％直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６ ７％。 当

然， 它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未来几十年， 中国的目标就是保持

这样的发展势头， 到 ２１ 世纪中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一

项全面综合改革的计划中， 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道路勾画了出来， 那就是适

应从依靠富余廉价劳动力向依靠更具创新性熟练劳动力的转变。 这种过渡的成

功， 需要各个方面齐心协力， 而在这些因素中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将至关重要。
与中国渴望加入的高收入国家组别相比， 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低得惊人。 以 ２０１０ 年为例， 中国劳动力的高中入学率 （２４％ ） 还不及亚太

经合组织 （ ＯＥＣＤ） 成员国平均高中达标率的三分之一 （ Ｋｈ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不仅如此， 正如本章将要解释的那样， 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和

其他众多维度中， 有相当程度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尽管中国的孩子一代又一

代地比他们的父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但这些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约束整个

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人力资本的潜能。
教育 （或以任何其他经济 “优势” 来度量） 的机会不平等与受教育程

度的不平等是截然不同的。 特别地， 尽管目前对什么是 “最优” 或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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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结果不平等还未有明确的共识， 但广泛的共识就是由于不平等的

“努力” 所引起的结果不平等在道德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由不平等的 “环
境” 或机会 （这些都超出了个人控制范围） 引起的结果不平等则是道德上

不可被接受的。
当前快速发展的文献使用了这一观点衡量众多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成果，

包括人均收入、 工资水平、 财富、 消费和健康等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基础， 从

而确信机会平等的理想目前只是例外而非定律。 例如，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和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在他们对六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中发现， 对于家庭人均收入变量

而言， 在全部结果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所占的份额相当大， 从哥伦比亚的

２３ 个百分点到危地马拉的 ３４ 个百分点。 类似地， Ｚｈａｎｇ 和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２０１０）
就发现， 在中国的个体收入不平等中机会不平等占据了非常高的比重———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４６％稳步上升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６３％ 。 这些文章识别了导致机会不平等

的一系列 “环境因素”， 其中个人的出生地、 性别、 父母受教育程度几乎总

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章中， 我们认为机会均等具有毫无争议的优点， 并着手检验 １９４０ ～

１９８９ 年出生的中国公民， 其受教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理想水平。
对于一个意图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支撑未来生产率、 经济增长和高附加

值经济的国家来说， 实现机会平等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下一章将引入计算机会不平等的方法论， 并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数据， 识别出中国受教育程度 （以受教育年限

来度量） 的案例中， 度量机会不平等的 “环境” 变量的集合。 下面的章节使用

回归分析方法确认了这些变量在全国样本、 单独的城市样本和单独的农村样本

中的重要性， 并作为一种方式考察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机会不平等，
以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各自内部的机会不平等。 然后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键经验分析结果， 最后总结了一些政策含义。

度量机会不平等

方法

如果要试图度量 “机会不平等”， 就应该从这样的前提开始， 即任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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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济结果所观察到的不平等可以归为两个成分。 第一个成分来源于个体在

其中发现自身和他们无法控制的不同环境因素———例如他们的性别、 出生地

或他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第二个成分来源于个人为了影响既定结果所付

出的不同层次的努力水平———例如他们学习有多刻苦。 一直以来这种差别就

被认为是评估机会均等或者机会不平等的关键。
在 Ｒｏｅｍｅｒ （１９９８） 的开创性论文中， 他将机会平等定义为这样一种情

景， 即一个给定结果的分布独立于环境因素， 或者换句话说， 所有付出相同

努力的个体应该获得相同的成绩， 而无论他们所处的环境因素如何。 按照相

同的环境因素将总体分成不同组别或 “类型” 的人群， 并度量这种 （假设）

条件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成立的，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不平等的测算方法。
另一种较弱的机会均等准则为 Ｖａｎ ｄｅ Ｇａｅｒ （１９９３） 所提出， 它是指不同类

型之间的平均结果水平 （而非整个分布） 是相等的。 这一准则涉及抑制

“类型内部” 的不平等， 并基于每种类型的平均水平来计算 “类型之间” 不

平等的程度， 从而作为机会不平等的一种度量。
这些想法已被发展和应用到新兴的经验分析文献中， 这些文献采用一系

列方法度量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结果变量的机会不平等程度。① 在这里， 我们

使用了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和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的方法论， 后来成为最常用的方法②， 将

其应用到我们感兴趣的经济优势变量： 受教育年限。

特别地， 我们从一个经济优势变量 （这里是受教育年限） 的一个程式化模

型开始， 其模型形式是 ｙ ＝ ｆ（Ｃ，Ｅ，ｕ） ， 其中Ｃ是包含一系列环境变量的向量，Ｅ

是一系列努力变量的向量， ｕ 代表着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虽然环境变量被定

义为外生的 （这就是说， 它们不会受到个人任何行动的影响）， 然而很有可

能的是努力程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环境因素③。 这就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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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些替代性的方法， 可以参考 Ｃｈｅｃｃｈｉ 和 Ｐｅｒａｇｉｎｅ （２０１０）； Ｌｅｆｒａｎｃ 等 （２００８）；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等 （２００７）。
这里列举一些关键的例子， 其中包括 Ｂｒｕｎｏｒｉ 等 （２０１３）； 同时还有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等 （２００７）；
Ｍａｒｒｅｒｏ 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２０１２）； Ｓｉｎｇｈ （２０１２）。 更详尽的讨论， 可以参考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Ｋｏｎｇ （待
出版）。
例如， 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是， 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父母并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施

加太大的压力， 反而由于经济负担和继续求学的机会成本， 鼓励自己的孩子早一点结束学

业。 Ｙｉ 等 （２０１２） 在他们的分析中提供了一些证据说明为什么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没

有完成他们的初中学业 （使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对于 ７８００ 名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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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如果将模型表述为 ｙ ＝ ｆ Ｃ，Ｅ Ｃ，ｖ( )，ｕ( ) 就会更加精确。 由于许多原因，

受到下面研究的进一步影响及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和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的详细扩展， 我

们选择将努力变量看作不可观测的变量并估计简约式模型， 见方程

（１）。

ｙｉ ＝ β Ｃｉ ＋ ε （１）

方程 （１） 中， ｙｉ 是个体 ｉ 获得的受教育年限， Ｃ ｉ 是与该个体有关的一系

列离散型环境变量的向量， 从而允许依上述方法将人群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例如， 如果只有两个环境变量， 性别和户籍 （家庭注册） 状况， 那么总共

就有四种类型： 农村男孩、 农村女孩、 城市男孩和城市女孩。 使用估计系数

β︿ 和环境的真实值， 我们构造出了一个分布 ｙ︿{ } ， 其中 ｙ︿ ｉ ＝ β︿ Ｃ ｉ 。 这就是

说， 在给定环境变量向量的条件下， ｙ 被其预测值所替代， 从而任意给定类

型人群中的个体的 ｙ︿ 都相等， 从而消除了所有组内不平等。 这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度量指标， ＩＯＡ ＝ Ｉ ｙ︿{ }( ) 。 对于一个合适的不平等度

量 Ｉ 来说， 对应的相对度量指标， ＩＯＲ ＝ Ｉ ｙ︿{ } ／ Ｉ ｙ{ } ， 决定了机会不平等在全

部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
只有某些不平等指标满足可加可分性的关键性质， 从而将总不平等式

分解为组间成分和组内成分———这些指数包括广义熵指数家族但不包括基

尼系数。 无论 ＧＥ（０） （平均对数偏差） 还是 ＧＥ（１） （泰尔熵指数） 都不是

度量受教育结果不平等的选择， 这是因为它们都涉及对数值而很多个体受

教育年限为 ０ （这一点与关注收入或消费的标准分析情形不同）。 这就使

得 ＧＥ（２） （变异系数的一半） 成为我们下面要使用的不平等度量的最好数

值度量。
我们还感兴趣的是每一种环境变量的边际贡献。 为了考察这些影

响， 我们引入了一个反事实分布， ｙ︿ Ｊ ， 其中 ｙ︿ Ｊ
ｉ ＝ β︿ Ｃ ｊ≠Ｊ

ｉ ＋ β Ｃ－ ｊ ＝ Ｊ
ｉ ， 这个分

布将环境变量均值水平 Ｊ 赋予所有的个体， 每一次只引入一个环境变

量。 我们注意到， 对机会不平等影响更大的变量， 其绝对机会不平等和

相对机会不平等的相应边际贡献 （后者应写为 ＩＯＲｐ ＝ Ｉ ｙ︿ Ｊ{ } ／ Ｉ ｙ{ } ） 均

会更低。 这就是说， 通过消除该变量的变异， 机会不平等程度会大幅度

下降。
无论上述回归中包含了多少个环境变量， ＩＯＡ 和 ＩＯＲ 估计量的重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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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们是机会不平等的下界估计量①。 这是因为观察到的环境变量向量，
必然是影响个人成就的所有环境变量的子集， 其含义就是， 如果不可观察到

的环境因素增加到向量 Ｃ 中， ＩＯＡ 和 ＩＯＲ 的估计量都会变得更高。 然而， 这

种下界估计量的结果仅仅适用于 ＩＯＡ 和 ＩＯＲ 的总体度量中。 特别是， 如果

一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与不可观察甚至缺省的环境变量相关， 那么回归分析

就会给这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赋予过高的权重。 在这种情况下， β︿ 仍然会为

所有与可观察到的环境变量有关的因素提供合理的度量， 但是这意味着偏效

应估计量 ＩＯＲｐ 应被谨慎地对待。
我们决定将努力变量看作不可观测变量， 是出于实际和逻辑上的原因。

当受教育程度成为被关注的结果变量时， 我们可以只考虑一个变量， 即学习

时间。 可以被划归努力变量且通常是缺省的， 因为在下面所使用的调查数据

中这个变量没有记录。
然而， 无论这个变量是被看作缺省的 “努力” 变量还是缺省的 “环境”

变量， 其含义都是相同的。 特别是， 它要么与观测到的环境变量无关， 这种

情形下其缺省不会影响机会不平等的估计量， 要么是自身受到其他可观察环

境变量的影响， 这种情形下这种缺省变量效应会间接地融合到估计系数中。
尽管这再次指出， 在将回归系数解释为给定环境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时需要谨慎对待， 但是这点于机会不平等的度量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机会不

平等的度量才是本章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关于这一点， 可以参考 Ｇｏｌｌｙ 和

Ｋｏｎｇ （出版中） 更深入的讨论内容。

哪些环境因素是重要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就在扩大教育体系、 提高庞大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然而， 这些进展也在许多维度上导

致了显著的教育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中最突出的方面是城乡分割， 这一点自 １９５０ 年代末实施户

籍制度以后便逐步巩固下来。 城乡分割将中国公民有效地分割， 并将持续分

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而这两类群体进入日益扩大的教育体系的机会是

完全不同的。 大量的文献证明了这个时期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受教育程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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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要获得正式的证明， 请参考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和 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存在的差异， 其中农村教育体系的薄弱反映在， 从学前班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各个水平上， 都具有更高的辍学率和更低的入学率 （Ｑｉａｏ， ２００８；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Ｋｏ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Ｙ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Ｗｕ， ２０１３；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也出现过） 源

自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性。① 一个正在进行的辩论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 即受

教育程度的持续性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直接因果关系 （例如， 那些受到更好教育

的父母可能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来投资子女教育， 是因为其自身的教育而不是

因为他们天生的能力） 而非间接因果关系 （例如， 那些具有更高遗传智力或者

更好经济实力的父母， 具有更高的收入为子女投资在更高质量的学校上） （Ｂｌａｃｋ
和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２０１０）。 不过， 教育程度持续性不是本文分析的中心议题。 可以这

么说， 在此情况下， 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发现他们在教育前景或机

会方面处于一个令人相对羡慕的地位。 目前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中国正是这种

情况 （Ｇｏｌｌｙ 和 Ｋｏ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我们观察到的这种代际教育程度的持续性更为普遍地引入了家庭出身或

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以前的中国 （Ｄｅｎｇ 和 Ｔ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９７；
Ｍｅｎｇ 和 Ｇｒｅｇｏｒｙ， ２００２； Ｓａｔｏ 和 Ｌｉ， ２００８） 表现得特别明显。 大量的证据认

为在改革时期， 社会经济的主导阶层或高级阶层的教育优势， 无论是以父母

阶层出身、 共产党员身份、 受教育水平、 职位或者收入来度量， 均得到保留

和强化， 结果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②

文献表明许多其他维度也增加了最强势和最弱势社会成员在受教育程度

上持续变大的差距： 例如区域差异、 省份和市县 （富裕地区的儿童平均受

教育程度更高） 差异 （Ｈａｎｎｕｍ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 和

Ｋａｎｂｕｒ， ２００５）、 民族差异 （Ｈａｎｎｕｍ， ２００２） （中国汉族人口一直保持着受

教育程度领先的传统）、 性别差异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Ｚｈａｎｇ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几乎在所有时点、 所有教育水平上， 接受教育的男孩比女孩要多）、
儿童所在家庭规模的差异———涉及 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７３） 的 “数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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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别地， 参考 Ｈｅｒｔｚ 等 （２００７） 对 ４２ 个国家 ５０ 年趋势的研究， 同时还有 Ｃｈｅｃｃｈｉ 等

（２００８） 和 Ｂｌａｃｋ 和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２０１０） 等的分析。
举几个例子说明， 例如： Ｚｈｏｕ 等 （１９９８）； Ｌｉｕ （２００６）； Ｓａｔｏ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８）； Ｗｕ （２００９）；
Ｅｍｒａｎ 和 Ｓｕｎ （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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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 理论 （见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重要的是， 上述识别的所有维度基本上是每个个体所出生的 “环境”，

而非他们所面临的选择： 他们 （在儿时） 的户籍状况，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出生的省份、 民族、 性别和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个数

等都归于这类变量中。
我们使用 ＣＦＰＳ 的调查数据， 这是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

（ＩＳＳＳ） 所主持的针对中国社群、 家庭和个人所展开的全国代表性双年度面

板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所收录的是个人、 家庭和社群层面的面板数据， 这些数

据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活动、 教育程度、 家庭变迁和社会关系、 迁移状

况和健康状况等。 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线调查数据中， ＣＦＰＳ 数据成功地采访了

１４９６０ 个家庭和 ４２５９０ 个个人， 其应答率大约在 ７９％ 。 那些应答者会在年度

连续调查中予以跟踪采访， 并且我们还在 ２０１２ 年推出的调查中充分利用了

父母亲的补充信息， 而这些信息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库中是没有的。
给定可得的数据， 我们选择下面的环境变量集合：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对此我们使用了三个虚拟变量———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其中文盲为

第四种排他性分类）； １２ 岁时的户籍状况 （城市 ＝ １）； 性别 （男性 ＝ １）；
父母的党员身份 （ ＝ １， 如果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党员）； 兄弟姐妹的个数

（虚拟变量， 分别对应 １ ～ ２ 个小孩， ３ ～ ４ 个小孩， 其中独生子女作为第三

种排他性分类）； 少数民族状况 （ ＝ １， 如果是汉族； ＝ ０， 如果是中国其他

民族）； 以及省份 （其中北京市作为排除性分类）。 为了考虑教育政策和教

育结果在时间上的显著变化， 我们同时还包含了 １０ 个 ５ 年期的出生组别，
并对每个组别设置一个虚拟变量， 从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４ 年一直到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然后对每一个出生组别进行单独的回归。 我们在农村子样本和城市子样本的

内部， 进一步研究了受教育程度的决定因素以及受教育不平等的来源。
由于数据限制， 我们没有将父母的收入或职位以及受教育水平的变量作

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我们同时还排除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这是因为中

国观察到高度 “婚姻匹配” 的现象， 从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高度

相关 （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这些变量被当作缺省的环境变量来对待， 意味

着这些变量一旦与模型中所包含的变量之间相关， 就会产生系数估计的有偏

性。 这一点对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来说最有可能成立。 虽然这一点意味着我们

需要仔细解释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 但这种影响对我们估计机会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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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说却不是棘手的问题；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 这仅仅是一个下界的估

计结果。
表 １ 展示了这些变量的一些初步统计结果。 这使我们确信， 在全国性样

本、 城市内样本和农村内样本中， 每一个环境变量之间都存在受教育程度差

距。 毫不意外的是， 城市儿童、 男孩、 汉族、 独生子女、 父母亲为共产党员

的子女， 具有这些特征的儿童， 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会更高。
最后值得提及的一点是， 我们基于儿童 “１２ 岁” 时的户籍状况进行农

村和城市分类， 意味着此处分析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保留着 “农村”
的户籍身份， 其中农村样本占据全部样本的 ８４％。 这可以看作最近几十年衡

量城市化速度的一个度量指标， 其中 ２０１３ 年的城市和农村户籍身份持有者的

比例为 ３６％∶ ６４％， 而事实上居住在城市区域的人口份额更大， 达到 ５４％ 。

表 １　 基本统计量

单位： ％

受教育程度 全国范围 城市 农村

文盲 ２２ ７ ３ ７ ２６ ６
小学 ２０ ８ ６ ０ ２３ ８
初中 ３２ ０ ２９ ４ ３２ ５
高中 １３ ８ ２８ ５ １０ ８
大学及以上 １０ ８ ３２ ４ ６ ４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７ ４ １１ ５ ６ ６
男性（ＹＥＳ ＝ １，％ ） ５１ ３ ５１ ４ ５１ ２
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８ １ １１ ６ ７ ４
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６ ７ １１ ４ ５ ８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文盲（未接受教育） ４４ ９ ２２ ３ ４９ ４
小学 ２７ ４ ２６ ０ ２７ ７
初中 １６ ８ ２３ ９ １５ ４
高中 ８ ６ １８ ３ ６ ６
大学及以上 ２ ４ ９ ６ ０ ９
父亲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４ ５ ７ ３ ３ ９
父母的党员身份（ＹＥＳ ＝ １，％ ） １２ ９ ２２ ２ １１ １
党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９ ０ １２ ４ ７ ７
非党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７ ２ １１ ２ ６ ５
家庭规模

独生子女 ８ ９ ２３ ０ ６ ０
有一个或两个兄弟姐妹 ４０ ５ ４３ ２ ４０ ０
有三个及以上兄弟姐妹 ５０ ６ ３３ ９ ５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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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受教育程度 全国范围 城市 农村

家庭规模

独生子女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１０ ０ １３ ３ ７ ４
有一个或两个兄弟姐妹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８ ４ １１ ７ ７ ８
有三个及以上兄弟姐妹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６ ２ １０ １ ５ ７
汉族（ＹＥＳ ＝ １，％ ） ８９ ３ ９４ ４ ８８ ４
汉族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７ ７ １１ ４ ６ ９
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５ ４ １２ １ ４ ７
观察值个数 ２５９３７ ４３６４ ２１５７３

　 　 注： 所有的数字采用 ＣＦＰＳ 样本权重进行加权从而具有全国代表性。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教育程度不平等及它们的决定因素

在展示机会不平等结果之前， 这一章首先给出不同出生组别受教育程度

变化趋势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图 １ 说明了中国代际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不断上升， 在全国范围内从最老组别的 ３ ９ 年一直上升到最年轻组别的

１０ １ 年， 其中每一个出生组别的儿童都比其父辈的受教育程度要高出一点

点。 尽管这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图形还显示了农村

与城市人口的持久差距， 在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出生组别达到了顶峰， 为 ５ ６ 年，
而对于最年轻的一个组别也存在 ４ １ 年的显著受教育程度差别。

图 １　 不同代际的受教育年限 （１９４０ ～ １９８９ 年）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以及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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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 分别用图 ２ａ 和图 ２ｂ 展示出来。
对于城市人口来说， 最显著提升的是大学受教育程度， 其中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４ 年

占比仅为 １１％ ， 但是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的出生组别中， 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

６１％ 。 没有受过教育 （例如， 文盲） 或仅完成小学教育的城市居民比重下

降很明显， 从最年长的出生组别到最年轻的出生组别， 相应的人口比重分别

从 ２５％和 ２４％下降到 １ ７％和 ２ １％ 。

图 ２ａ　 中国城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图 ２ｂ　 中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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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人口来说，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文盲率的变化， 由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这一出生组别峰值 ５４％下降到最年轻组别的 ７ ５％ 。 在 １９６０ 年代的出生

组别之前， 那些完成大学的农村人口份额始终在 ４％以下。 自此以后这一比

重就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但仍显著低于城市人口中大学人口的比重， 即使是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的出生组别这一比重也只有 １６ ８％ 。 正如之前中国系列专题

书籍中详细讨论的那样 （Ｇｏｌｌｙ 和 Ｋｏｎｇ， ２０１２）， 中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的主体还是初中水平， 在最年轻出生组别中占比为 ４２％ 。
表 ２ 展示了我们所选的受教育不平等度量 ＧＥ ２( ) ， 分别对应全国、 城

市和农村范围的样本 （第 １ 列） 以及 １０ 个五年期出生组别中的每一个 （正
如图 ３ 所示的那样）。 面板 Ａ 揭示， 全国范围内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的下降

从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的出生组别就开始了， 后续的增长只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的出

生组别和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的出生组别中出现过。 这些趋势大体上反映了面板

Ｃ 中农村受教育不平等的趋势———预计全样本中农村人口分类的样本占主导

部分， 并且会显著高于城市人口的所有出生组别中教育不平等的度量。 面板

Ｂ 中城市人口教育不平等的度量揭示了一个稳步下降的趋势， 直到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４
年的出生组别后出现了较低水平的波动。

基于比较的目的， 表 ２ 还展示了将基尼系数作为受教育不平等的一种替

代度量，① 并且这个指标也更容易解释。 重要的是， 三个面板中所有出生

组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与使用 ＧＥ ２( ) 度量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而且农

村样本的不平等值一致并显著地高于城市人口的不平等值， 这些指标处

于最年轻城市组别的 ０ ０９ 和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农村组别的 ０ ５９ 之间。 此处

关键的是农村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与城市受教育程度的分布： 无论采用每

个受教育水平中的人口比重进行描述还是采用不平等度量指标进行概括，
相互之间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而且在不同的出生组别之间也存在实质性

的差异。
进一步值得提及的一点就是， 尽管城市样本表现出更低的不平等伴随着

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但实际情况并非一定如此。 例如， 如果所有个体具有相

同的受教育程度， 就会记录一个为零的基尼系数， 无论受教育程度是文盲还

１２１

① 对于检验整体结果的不平等来说， 基尼系数缺乏可加可分性并不是问题； 这仅仅意味着它

不能用于下面的分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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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水平； 一旦只有一个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为博士或者是任意一个为正的

受教育年限， 其他人仍然是文盲， 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 １。 在这个意义上不

可能明确地说， 某个水平的教育不平等要比另一个水平的教育不平等更好还

是更坏。 这就是使得机会不平等如此宝贵的原因， 因为它们相当简单地反映

了不平等的某一部分是不公正的。

表 ２　 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

组别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４ 年

面板 Ａ：全国范围

ＧＥ（２） ０ ２１ ０ ６２ ０ ５９ ０ ５４ ０ ３１ ０ １６

基尼系数 ０ ３５ ０ ５９ ０ ５７ ０ ５６ ０ ４ ０ ３０

面板 Ｂ：城市

ＧＥ（２） ０ ０５ ０ ２５ ０ １７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３

基尼系数 ０ １７ ０ ４０ ０ ３２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１３

面板 Ｃ：农村

ＧＥ（２） ０ ２４ ０ ６６ ０ ６６ ０ ６７ ０ ３９ ０ １９

基尼系数 ０ ３８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６１ ０ ４９ ０ ３３

组别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面板 Ａ：全国范围

ＧＥ（２） 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１ ０９

基尼系数 ０ ３４ ０ ３３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０ ２２

面板 Ｂ：城市

ＧＥ（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基尼系数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２

面板 Ｃ：农村

ＧＥ（２） ０ ２２ ０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１１ ０ ０９

基尼系数 ０ ３６ ０ ３５ ０ ２９ ０ ２５ ０ ２３

　 　 数据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表 ３ 展示了分别使用全国样本和单独的城市样本及农村样本， 基于方程

１ 所做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展示了使用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所有的回归系

数取值符号都符合预期并在 １％ 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当然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组

别的虚拟变量除外。 最为突出的是， 城市户籍状态仍然与额外多 ３ 年的受教

育年限相关 （相比而言， 原始数据的差距为 ５ 年）。 同样明显的是， 受教育

程度高的父亲一般具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 如果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

２２１



中国的大众教育： 机会不平等与结果不平等

图 ３　 按出生组别分类的受教育程度不平等

数据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的 （如果不是直接因果关系的话）， 其子女比那些父亲是

文盲的子女要分别额外多出 １ ６ 年、 ２ ２ 年和 ３ ２ 年的受教育年限。 省域虚

拟变量 （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没有报告） 全部都是高度显著为负的， 除了

上海是个例外 （其系数不显著）， 其中北京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那些在江

西、 四川和贵州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 ３ 年多。 出生组别的系数反映了图 １ 展

示的全国范围内教育程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出生组别间一般呈上升趋势， 只

有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组别和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组别是例外。
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分别对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使用了相同的变量集合 （排

除了户籍状况变量）。 最突出的是， 在每个受教育水平上， 父亲的受教育程

度对农村个体的影响相比城市个体更大， 其中影响差距最大的是高中及以上

教育水平， 其影响系数分别为额外的 ３ １ 年和额外的 ２ ６ 年。

表 ３　 受教育年限的决定因素： 全国范围、 城市和农村

样本 全国范围 城市 农村

解释变量 １ ６１∗∗∗ ０ ５８∗∗∗ １ ７０∗∗∗

父亲：小学（ＹＥＳ ＝ １） ２ １８∗∗∗ １ ２８∗∗∗ ２ ２９∗∗∗

父亲：初中（ＹＥＳ ＝ １） ３ ２０∗∗∗ ２ ７１∗∗∗ ３ １１∗∗∗

父亲：高中及以上（ＹＥＳ ＝ １） ３ １０∗∗∗ — —

１２ 岁时的户籍状况（城市 ＝ １） １ ３７∗∗∗ － ０ ０３ 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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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本 全国范围 城市 农村

男性（ＹＥＳ ＝ １）

父母的党员身份（ＹＥＳ ＝ １） 　 　 ０ ８０∗∗∗ 　 　 ０ ８１∗∗∗ 　 　 ０ ７８∗∗∗

一个或两个兄弟姐妹（ＹＥＳ ＝ １） ０ ０４ － ０ ５６∗∗∗ ０ １９

三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ＹＥＳ ＝ １） － ０ ４２∗∗∗ － ０ ７３∗∗∗ － ０ ３２∗

汉族（ＹＥＳ ＝ １） ０ ８６∗∗∗ － ０ ０５ ０ ９４∗∗∗

出生组别：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年 　 － ０ ３４∗ 　 　 ０ ２３ 　 － ０ ３９∗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 ０ ０３ １ ５６∗∗ － ０ １７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年 １ ５３∗∗∗ ２ ３３∗∗∗ １ ４５∗∗∗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 ２ ８９∗∗∗ ３ ０７∗∗∗ ２ ９３∗∗∗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２ ０１∗∗∗ ２ ８９∗∗∗ １ ９０∗∗∗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２ ２２∗∗∗ ３ ２５∗∗∗ ２ ０９∗∗∗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３ ０３∗∗∗ ３ ４５∗∗∗ ３ ０５∗∗∗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 ３ ５０∗∗∗ ４ １３∗∗∗ ３ ４２∗∗∗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４ ０９∗∗∗ ４ ３１∗∗∗ ４ ０６∗∗∗

省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４ ２１∗∗∗ ８ ８５∗∗∗ ５ ３４∗∗∗

观察值个数 ２３６０１ ３７７７５ １９８２６

Ｒ２ ０ ３９ ０ ３２ ０ ３１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回归。

表 ４ 单独展示了每一个出生组别的回归结果。 面板 Ａ 中全国范围的回

归最引人注目， 对所有出生组别来说， 户籍状况都是受教育程度高度显著的

决定因素， 最高的是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出生组别中城市居民的额外 ４ ５ 年， 但

是最年轻的出生组别中这一差距已经下降到较低的 ２ ３ 年。 其他有趣的点包

括作为男性的优势在下降， 到最年轻的两个出生组别时， 男性变量已经变得

不显著了； 如果父母具有党员身份对子女受教育程度具有持续为正的效应；
对于 １９８０ 年代的出生组别而言， 受教育程度与家庭规模之间呈现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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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面板 Ｂ 和面板 Ｃ 揭示了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一些关键差异。 第一，

在农村地区性别因素很清晰地要比城市地区重要得多， 其中男性系数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组别后就变得不显著了， 甚至对于最年轻的两个出生

组别来说是负值。 第二， 与父母党员身份相关的受教育程度优势也具有不

同特征。 例如， 对于城市样本来说， 对 １９５０ 年代出生组别来说， 这一系

数是不显著的 （两个主要处于 “文革” 期间的出生组别）， 以及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出生组别 （他们受益于 １９８６ 年引入的 《义务教

育法》）， 然而父母具有党员身份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村样本出生组别来说

都是显著的， 仅有最年轻的出生组别除外 （可能反映了在农村地区 《义

务教育法》 的执行存在滞后）。 第三， 少数民族状况对于农村样本来说，
自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出生组别以后都是显著的， 但对于城市样本来说， 这个

系数在全部出生组别中都不显著。
最后， 父亲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的对应系数， 在不同出生组别以及农村

和城市样本之间， 均具有实质性差异。 对于城市样本而言， 只有高中教育虚

拟变量是一致显著的， 尽管对于最年长的出生组别来说， 这一效应并不那么

突出， 且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组别的这种效应达到了低值———最后的三个出

生组别直接受到 “文革” 的影响。 该系数一直上升直到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的出

生组别， 之后只有轻微的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之上。 这

种效应证实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相比之

下， 对农村样本而言， 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所有水平对应的虚拟变量系数都倾

向于高度显著， 只有一点点例外。 尤其在所有出生组别中， 农村样本的父亲

受教育程度所带来的教育程度溢价要显著高于同期的城市样本， 这表明了受

教育程度的高度代际持续性。①

５２１

① 注意到这一发现不同于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Ｋｏｎｇ （２０１２ ） ， 我们发现城市样本具有更大的代际

持续性。 这种差异来源于我们对此处的 “农村” 定义， 这里所使用的农村还包括了

那些在 １２ 岁以后移民的人群， 但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是将这一类人归于 “ 城市 ”
人口中的。 给定这些移民父辈一般而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具有较高的

受教育程度 （２７％ 以上的人口受到高中教育， 但是对于整个农村样本来说获得高中

教育的人口比重只有 １７％ ） ， 于是将他们包含在农村样本中就会导致更高的代际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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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
同
出
生
组
别
的
教
育
年
限
决
定
因
素

组
别

１９
４０

～
１９

４４
年

１９
４５

～
１９

４９
年

１９
５０

～
１９

５４
年

１９
５５

～
１９

５９
年

１９
６０

～
１９

６４
年

１９
６５

～
１９

６９
年

１９
７０

～
１９

７４
年

１９
７５

～
１９

７９
年

１９
８０

～
１９

８４
年

１９
８５

～
１９

８９
年

解
释

变
量

面
板

Ａ：
全

国
样

本

父
亲

：小
学

（Ｙ
ＥＳ

＝
１）

　
２

０∗
∗∗

　
１

６∗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２∗
∗∗

　
１

８∗
∗∗

　
１

９∗
∗∗

　
２

０∗
∗∗

　
１

５∗
∗∗

　
１

６∗
∗∗

父
亲

：初
中

（Ｙ
ＥＳ

＝
１）

－
０

２
１

２∗
０

６
１

６∗
∗∗

１
４∗

∗∗
２

１∗
∗∗

２
５∗

∗∗
２

９∗
∗∗

２
６∗

∗∗
２

３∗
∗∗

父
亲

：高
中

及
以

上
（Ｙ

ＥＳ
＝
１）

０
３４

２
４∗

∗∗
１

８∗
∗∗

１
２∗

∗∗
３

０∗
∗∗

２
７∗

∗∗
３

８∗
∗∗

４
１∗

∗∗
３

２∗
∗∗

３
７∗

∗∗

１２
岁

时
的

户
口

（Ｕ
ｒｂ
ａｎ

＝
１）

２
８∗

∗∗
３

３∗
∗∗

４
５∗

∗∗
３

９∗
∗∗

３
１∗

∗∗
３

５∗
∗∗

３
０∗

∗∗
２

４∗
∗∗

２
６∗

∗∗
２

３∗
∗∗

性
别

（Ｙ
ＥＳ

＝
１）

３
２∗

∗∗
２

２∗
∗∗

２
８∗

∗∗
３

０∗
∗∗

１
９∗

∗∗
１

５∗
∗∗

１
３∗

∗∗
０

６∗
∗∗

０
１

０
父

母
的

党
员

身
份

（Ｙ
ＥＳ

＝
１）

－
０

０２
０

５
０

９∗
∗∗

０
６∗

０
７∗

∗∗
１

１∗
∗∗

０
６∗

∗∗
０

５∗
∗∗

１
１∗

∗∗
０

９∗
∗∗

一
个

或
两

个
兄

弟
姐

妹
（Ｙ

ＥＳ
＝
１）

０
４

－
０

１
－
０

１
０

７
１

５∗
∗∗

０
７

０
９∗

∗
－
０

２
－
０

８∗
∗∗

－
０

７∗
∗

三
个

或
更

多
兄

弟
姐

妹
（Ｙ

ＥＳ
＝
１）

０
６

０
１

－
０

４
０

６
１

５∗
∗∗

０
４

０
１

－
０

８∗
∗

－
２

３
－
２

１∗
∗∗

汉
族

（Ｙ
ＥＳ

＝
１）

０
１

－
０

１
０

３
－
０

１
０

９∗
－
０

１
１

３∗
∗∗

１
２∗

∗∗
１

５∗
∗∗

１
０∗

∗∗

省
份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常
数

６
９１

∗∗
５

０∗
∗∗

４
２∗

∗∗
２

９∗
∗

５
５∗

∗∗
５

４∗
∗∗

６
０∗

∗∗
６

７∗
∗∗

８
６∗

∗∗
９

０∗
∗∗

观
察

个
数

１１
０８

１７
５７

２４
５１

２３
８９

２７
５３

３２
６８

３１
５８

２３
２８

２０
７９

２３
１０

Ｒ２
０

３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面

板
Ｂ：

城
市

样
本

父
亲

：小
学

（Ｙ
ＥＳ

＝
１）

１
４

　
２

３∗
∗

０
８

０
６

０
３

－
０

２　
１

１∗
∗

－
０

３　
０

２
１

６

父
亲

：初
中

（Ｙ
ＥＳ

＝
１）

０
６

１
８

１
９∗

∗
１

３
０

３
０

４
１

０∗
１

３∗
２

４∗
∗

２
４

父
亲

：高
中

及
以

上
（Ｙ

ＥＳ
＝
１）

０
６

２
０

２
０∗

∗
１

８∗
∗

１
４∗

∗∗
１

６∗
∗∗

３
６∗

∗∗
３

３∗
∗∗

３
２∗

∗∗
３

９∗
∗∗

性
别

（Ｙ
ＥＳ

＝
１）

－
０

３
１

０
１

０∗
∗

０
７

０
２

０
２

０
０

－
０

８∗
∗

－
１

２∗
∗∗

父
母

的
党

员
身

份
（Ｙ

ＥＳ
＝
１）

１１
３

∗∗
∗

１
１

０
５

０
１

０
３

１
２∗

∗∗
０

９∗
∗∗

０
１

０∗
∗

０
７

一
个

或
两

个
兄

弟
姐

妹
（Ｙ

ＥＳ
＝
１）

１
４

－
０

３
－
０

９
－
０

５
１

６∗
∗∗

－
０

７
－
１

０
－
０

２
－
１

３∗
∗∗

－
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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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解
释

变
量

面
板

Ｂ：
城

市
样

本

三
个

或
更

多
兄

弟
姐

妹
（Ｙ

ＥＳ
＝
１）

－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
１

２　
　

１
０∗

－
０

９　
－
１

５∗
∗

－
０

６　
　
－
３

７∗
∗∗

－
０

８　

汉
族

（Ｙ
ＥＳ

＝
１）

－
２

９
－
２

２
－
０

４
３

６
－
０

６
０

９
－
０

５
１

０
０

１
－
０

８

省
份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ＹＥ
Ｓ

常
数

１１
３

∗∗
∗

９
０∗

∗∗
９

６∗
∗∗

６
２∗

１１
３

∗∗
∗

１０
６

∗∗
∗

１２
８

∗∗
∗

１１
７

∗∗
∗

１２
９

∗∗
∗

１３
４

∗∗
∗

观
察

个
数

１０
３

２４
２

３９
３

４３
２

４６
６

４０
０

４５
２

４０
３

４５
３

４３
１

Ｒ２
０

７
０

４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面
板

Ｃ：
农

村
样

本

父
亲

：小
学

（Ｙ
ＥＳ

＝
１）

　
２

０∗
∗∗

　
１

６∗
∗∗

　
１

５∗
∗∗

　
１

７∗
∗∗

　
１

４∗
∗∗

　
１

９∗
∗∗

　
１

９∗
∗∗

　
２

１∗
∗∗

　
１

５∗
∗∗

　
１

４∗
∗∗

父
亲

：初
中

（Ｙ
ＥＳ

＝
１）

－
０

７
０

９
０

５
１

５∗
∗∗

１
６∗

∗∗
２

３∗
∗∗

２
８∗

∗∗
３

０∗
∗∗

２
７∗

∗∗
２

０∗
∗∗

父
亲

：高
中

及
以

上
（Ｙ

ＥＳ
＝
１）

０
２

５∗
∗∗

１
２

０
３

３
３∗

∗∗
２

７∗
∗∗

３
４∗

∗∗
３

８∗
∗∗

２
９∗

∗∗
３

４∗
∗∗

性
别

（Ｙ
ＥＳ

＝
１）

３
３∗

∗∗
２

３∗
∗∗

３
１∗

∗∗
３

４∗
∗∗

２
４∗

∗∗
１

６∗
∗∗

１
５∗

∗∗
０

７∗
∗∗

０
５∗

∗∗
０

２

父
母

的
党

员
身

份
（Ｙ

ＥＳ
＝
１）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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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平等

使用表 ３ 和表 ４ 报告的结果， 以及上述所描述的方法， 表 ５ 分别展示了

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度量指标和相对度量指标 ＩＯＡ 和 ＩＯＲ ， 以及结果变量不

平等指数 ＧＥ ２( ) 。 这三个指标的全国趋势如图 ４ 所示， 同时图 ５ 给出了全

国范围、 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 ＩＯＲ 指标。 这里有许多要点。
第一， 正如图 ４ 所示， 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度量 ＩＯＡ 的变化趋势与不平等

结果 ＧＥ ２( ) 的变化趋势存在显著不同； 对于某些出生组别来说， 它们的运

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是对于其他出生组别而言， 真实的变动情况是运动方向

相反。 这就是说，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观察到的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的下降之

所以发生， 是因为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更直白地说， 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的下

降与机会不平等的上升同步发生。
第二， 全国样本的机会不平等在总不平等中所占比重 （ ＩＯＲ ） 只在一

些较早的出生组别中存在小幅波动， 截止到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出生组别的变化

范围在 ２４ ５％ ～３２ ７％ 。 后续每个出生组别的指标值都比这个范围的值要

高， 并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出生组别达到顶峰， 占总的不平等比重为 ４３ １％ 。
这就确信， 改革阶段的机会不平等越来越成为教育程度不平等的重要决定因

素———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第三， 正如图 ５ 所示的那样， 机会不平等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在城市样

本和农村样本中所占比重差异很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最早的三个出

生组别和最年轻的两个出生组别。 该指标在最年轻的农村出生组别的样本出

现下降，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它表明中国农村地区最弱势儿童的机会不平等

状况得到改善。 相反， 该指标在城市最年轻出生组别中出现上升是我们该担

忧的。
第四， 表 ５ 面板 Ａ 所示全国范围内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度量和相对度量，

从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都要高于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 （面板 Ｂ 和面板 Ｃ） 的该度

量结果。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特别简单： 户籍制度扩展了全国样本的环境变

量集合， 而这一变量在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都不曾出现， 这一变量在历史

进程中创造了更大的机会不平等。
为了将这一点推向深入， 表 ６ 展示了每一个环境变量的边际贡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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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全国范围的受教育程度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图 ５　 机会不平等在结果不平等中所占比重 （ ＩＯＲ ）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的计算。

如， 为了计算户籍制度的边际贡献， 我们为每个个体赋以户籍虚拟变量的均

值， 即等于总体中有着城市户籍的人口比例， 重做回归得到受教育年限的新

预测变量， 然后基于这些预测值计算 ＩＯＲｐ 。
将回归结果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 揭示了机会不平等的最大单一贡献因

素是户籍状况。 该因素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一起， 比一个人所处的省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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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
１９

４４
年

１９
４５

～
１９

４９
年

１９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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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０
０

１７
０

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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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环境因素对相对机会不平等的边际贡献 （ ＩＯＲｐ ）

基于出生组别

环境 全部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岁时的户口 ０ ２２ １ ０ １２ ２ ０ ０８ １ ０ １０ １ ０ １２ １ ０ １４ １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 ２４ ２ ０ ３１ ４ ０ １１ ３ ０ １９ ３ ０ ２３ ３ ０ １５ ２

出生年度组别 ０ ２４ ３ — — — — — — — — — —

省份 ０ ２５ ４ ０ ０６ １ ０ ０８ ２ ０ １５ ２ ０ ２９ ６ ０ １５ ３

父母的党员身份 ０ ３３ ５ ０ ３１ ５ ０ ２０ ５ ０ ２４ ５ ０ ２４ ４ ０ ２２ ５

男性 ０ ３３ ６ ０ １７ ３ ０ １５ ４ ０ １９ ４ ０ １８ ２ ０ ２０ ４

兄弟姐妹个数 ０ ３７ ７ ０ ４０ ７ ０ ２５ ７ ０ ２９ ６ ０ ３４ ７ ０ ３８ ７

汉族 ０ ４９ ８ ０ ３３ ６ ０ ２４ ６ ０ ３７ ７ ０ ２７ ５ ０ ３２ ６

基于出生组别

环境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年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岁时的户口 ０ １４ １ ０ １９ ２ ０ ２６ ２ ０ ２９ １ ０ ２４ １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０ １９ １ ０ １９ ３ ０ ２４ １ ０ ３３ ３ ０ ２５ ２

出生年度组别 — — — — — — — — — —

省份 ０ ２０ ３ ０ １８ １ ０ ２９ ３ ０ ３０ ２ ０ ２６ ３

父母的党员身份 ０ ２２ ４ ０ ２９ ５ ０ ３５ ４ ０ ３６ ４ ０ ２９ ４

男性 ０ ２３ ５ ０ ２８ ４ ０ ３６ ６ ０ ４３ ６ ０ ３４ ６

兄弟姐妹个数 ０ ３３ ７ ０ ３８ ６ ０ ３６ ５ ０ ３６ ５ ０ ０３ ５

汉族 ０ ２８ ６ ０ ４７ ７ ０ ５１ ７ ０ ５８ ７ ０ ４１ ７

　 　 资料来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笔者基于表 ４： 面板 Ａ 中回归结果的计算。

出生年份都更加重要。 这个结论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父母具有党员身份的重

要性在性别为男的重要性之上， 这来自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或因为来自汉

族。 无论如何， 清晰的是， 这些因素都在阻碍中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机会平

等中起到重要作用。

结　 论

这一章研究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关注了教育机会不平等对这些

趋势的贡献。 使用 ＣＦＰＳ 数据的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结果， 我们分别基

于全国范围样本、 单独的农村子样本和城市子样本的全部数据和 １０ 个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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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的每个组别数据， 度量了个体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的不平等。
我们的回归结果识别了这些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的所有决定因素中的关键成

分， 我们认为， 这些变量可以归类于超出每个个体控制范围的 “环境”， 揭

示了不同出生组别、 农村和城市子样本在关键因素的影响程度和符号上的重

要变化。 这些结果被用于计算机会不平等在全部教育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
研究显示， 中国公民在受教育程度上缺乏平等机会主要来源于分割性的户籍

制度， 以及进一步的显著贡献依次来自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出生组别、 省

份、 父母的共产党员身份、 性别、 家庭规模和民族。
不同人群之间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具有不同的资质、 愿望和动机， 一般来

说预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其实不然。 相反， 真正重

要的是， 这些不平等的结果在何种程度上由一些因素所决定， 并且个体不该

对哪些因素负责以及哪些因素是他们所不能改变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十分清

晰的政策案例， 最小化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推动了全体成员的机会平等。 对

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解决此事从道德上看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还交织

着寻找新增长源泉的经济重要性， 尤其是在人口逐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消

失的时代。
当然不可能的是， 所有的选择性环境因素变量的系数应该不显著异于

零。 不可观测变量的缺失意味着估计系数很有可能显示出某种偏误， 并且不

能被当作因果关系来处理。 这些变量系数中最显著的就是父亲的受教育程

度， 它不仅有可能融合了其父亲 （母亲） 收入和职位的影响， 同时还反映

了某种程度的基因遗传性， 也应该造成受教育程度的一般不平等； 在所有的

其他变量之外， 这一系数很显然不该等于零。
这一点仍然关于因果性， 本章展示的结果给出了在中国教育领域识别

某些合理的 “机会均等政策” 的基础。 在城乡差距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

使得农村移民工人的子女在居住地获得进入城市教育体系的机会， 这一改

革显然在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其他均等化措施可以瞄准在降低农村居

民可以负担的私人教育成本上， 例如 “两免一补” （两项免除和一项补

贴） 项目在 ２００６ 年成为全国性的法律， 并且禁止小学和初中阶段征收学

杂费。 更一般的是， 在一个代际持续性和教育成本均上升的国家， 扶助农

村贫困儿童， 在这个意义上也包括最贫困的城市儿童继续求学的政策， 只

要他们有能力和愿望这么做， 看起来都是相当合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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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获得教育机会并负担得起教育成本， 应该成为最优先的事情。
另外一系列政策， 与积极行动以应对机会不平等的可能性相关， 那就是

使用不同的考试分数标准或依赖于个人环境的入学要求。 长期以来对中国少

数民族就是这么做的 ［正如 Ｓａｕｔｍａｎ （１９９９）， Ｙａｎｇ 和 Ｗｕ （２００９） 讨论的

那样］， 而且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 这一点仍然有意义， 特别要对全国最偏

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给予足够的重视。 有一项不再具有实践意义

的， 就是针对重视男孩的反歧视行动， 尽管目前的事实是女孩在最近若干

年中的表现都超过男孩———正如 ２０１２ 年所揭示出来的证据， 女孩在进入一

个相同的大学课程时被要求比男孩具有更高的入学分数， 从那以后这条措

施被禁止了。 正如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２） 在这一点上的发现， 这很有可能反映

的事实是女孩学习更为刻苦———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当然就更不应被歧视

对待。
在过去 ７０ 年中， 中国在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尤

其是近些年来农村地区的教育项目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 在生于城市和

农村之间， 在一线大都市如北京、 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之间， 以及在来自不

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之间， 不同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仍广泛持久地保持着实

质性的差异。
为了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更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以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发

展， 中国将越来越依赖于技能型劳动力。 努力确保所有有能力而不仅仅是那

些最幸运的儿童能够获得相应质量和数量的教育， 将会提高实现这一发展目

标的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这种努力的必要性提供了数量分析上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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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本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证据

杨晟朗　 周伊晓❋

引　 言

本研究使用投入产出表得到的数据和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所采用的方

法， 为无形资本在中国的行业部门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通过这种

做法， 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度量无形资本在一国中的作用， 即使该国有

关无形资本的数据是不充分的。 研究发现， 无形资本的增长几乎解释了中国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长的 ２０％ 。 不仅如此， 这些无形资

产的效应， 在自助法回归、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ＬＰ） （２００３） 方法和在改变

折旧率等众多的敏感性分析下， 仍然是稳健的。 在部门层面， 我们发现， 相

比经济竞争优势和计算机信息化而言， 创新资本 （Ｒ＆Ｄ） 在农业中起到更

大的作用， 但是经济竞争优势在服务行业和轻工业部门中的重要性要强于研

发和计算机信息化。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政策拉开帷幕以来， 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水平的四十分之一和巴西水平

的十分之一 （Ｚｈｕ， ２０１２）。 然而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人均真实 ＧＤＰ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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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相当于美国水平的四分之一， 并且与巴西持平。①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 Ｚｈｕ （２０１２） 的研究，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年， ＴＦＰ 的正向变化大约解释了中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的 ７８％ 。 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 ＴＦＰ 增长的主要来源， 并且已经显著提升了中国的

ＴＦＰ 水平， 但这种来源的 ＴＦＰ 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是因为从早期改革

中所获的回报在逐步降低。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中国经济增长就已经减速并且进入一个被称为 “新常

态” 的阶段， 这一阶段依据官方的定义就是， 相比之前的增长速度， 中国

仍将保持一个稳定但相对较低一点的增长速度。 什么因素可能是中国在新常

态中的新增长来源呢？ 苹果手机背后的文字可能给予了提示。 它是这样写

的： 由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 在中国组装。 依据 Ｋｒａｅｍｅｒ 等 （２０１１） 的

研究， ２０１０ 年每部苹果手机支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和非苹果公司的利润，
仅仅分别占到这部苹果手机增加值的 １ ８％和 ９ ２％ ， 而苹果公司的利润在

全部增加值中的份额达到 ５８ ５％ 。 这个惊人的事实具有重要的启示： 全球

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分布， 有利于那些拥有产品设计和持有定价能力的一方，
而不是那些生产产品的一方。

产品设计和市场势力属于一个更宏大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无形资本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无形资本由进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非物质化经济资

源组成， 其在产品创新改善以及产品生产中作用巨大 （Ａｒｒｉｇｈ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自从 “信息技术革命” 以来， 无形资本在提升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

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发达经济体中， 有形资本的相对使用在逐

步下降而无形资本的相对使用———例如生产技术、 产品设计、 定价能力和内

置于劳动力和企业结构中的无形资本———在逐步上升 （Ｆｕｋ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ｖａｎ 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Ｃｏｒｒａｄｏ 和 Ｈｕｌｔｅｎ， ２０１０；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和 Ｈｉｓａ， ２０１３； Ｃｈｕｎ 和 Ｎａｄｉｒｉ， ２０１６）。

关于无形资本的文献量非常巨大， 其中包括： 在众多国家的全国层面和

行业层面的无形资本作为增长来源的讨论 （Ｆｕｋ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ｖａｎ 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ｒａ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Ｃｏｒｒａｄｏ 和 Ｈｕｌｔｅｎ， ２０１０； Ｂｏｒｇｏ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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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均 ＧＤＰ 采用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方法进行计算 （２０１１ 年国际货币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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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Ｈａｓｋｌ 和 Ｗａｌｌｉｓ， ２０１３；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和 Ｈｉｓａ，
２０１３； Ｃｈｕｎ 和 Ｎａｄｉｒｉ， ２０１６）， 无形资本在企业估价和生产率方面的讨论

（Ａｔｋｅｓｏｎ 和 Ｋｅｈｏｅ， ２００５；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 和 Ｍａｒｚｅｔｔｉ， ２０１１； Ａｒａｔｏ 和 Ｙａｍａｄａ，
２０１２； Ｅｉｓｆｅｌｄｔ 和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Ｇｏｕｒｉｏ 和 Ｒｕｄａｎｋｏ， ２０１４ｂ；
Ｃｌａｕｓｅｎ 和 Ｈｉｒｔｎ， ２０１６ ） 以及无形资本在解决宏观经济难题中的探讨

（ＭｃＧｒａｔｔａｎ 和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Ｇｏｏｄｒｉｄｇ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Ｇｏｕｒｉｏ 和

Ｒｕｄａｎｋｏ， ２０１４ａ）。 然而， 我们对中国无形资本的研究比较少， 这一方面是

由于数据稀缺， 另一方面是因为无形资本直到最近才在中国经济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Ｈｕｌｔｅｎ 和 Ｈａｏ （２０１２） 计算了中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的无形资本，
并且使用收入份额法对国民数据进行了增长核算。 他们仅仅获得 ９ 个观察

值， 这对于全面的分析来说数据量是不足的。 给定中国的增长模式在发生改

变， 以及可以使用其他替代数据来源的可能性， 那么现在进一步研究无形资

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非常及时的。
据我们所知， 本文是第一篇在部门层面研究无形资本如何促进中国经济

增长的经验检验的文章。 相比全国层面的研究， 行业层面研究的优势在于可

以获得更多的观测值从而允许更高的自由度来分析不同种类无形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 这将为评估无形资本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一个更好的

方式。
我们将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２ 年①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 １００

个部门划分为四组， 分别为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和服务业， 从而降低不同

部门之间的参数异质性问题。 通过使用中国统计局 （ＮＢＳ） 的数据并基于投

入产出调查方法， 我们编制了代表性的投入产出表， 并且还是相对可靠的。
在这篇研究中， 无形资本投资的度量采用了文献中对无形资本支出进行资本

化的方法。 通过使用投入产出表中中间品的投入来估计无形资本的数量， 是

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方法，② 其中包括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和 Ｈｉｓａ （２０１３）， Ｈａｓｋｅｌ 等
（２０１４） 以及 Ｃｈｕｎ 和 Ｎａｄｉｒｉ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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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排除掉 １９８７ 年和 １９９２ 年投入产出表的原因是， 这两个表是不精确的而且包含的无形

资本中间投入品的种类非常少。
企业内生产的无形资本并没有反映在投入产出表中； 然而， 只要真实无形资本支出相对于

投入产出表中所展示的无形资本支出的比率随着时间保持不变， 那么经验分析的系数就不

会是有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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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Ｆｕｋａｏ 等 （２００９） 以及 Ｈｕｌｔｅｎ 和 Ｈａｏ （２０１２）
不同的是， 本文使用了代理变量的方法———这就是说， 我们使用投入产出表

中与无形资本投资相关的条目作为代理变量， 并假设无形资本投资与代理变

量之间的比例固定不变。 通过使用代理变量方法和假设真实值相对代理变量

的比例不变， 在有关无形资本文献中也是常见的方法。 例如， Ｇｏｕｒｉｏ 和

Ｒｕｄａｎｋｏ （２０１４ｂ） 使用销售支出、 一般性和行政性支出 （Ｓ＆ＧＡ） 作为客户

资本的投资， 而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 和 Ｍａｒｚｅｔｔｉ （２０１１） 以及 Ｅｉｓｆｅｌｄｔ 和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２０１４） 使用 Ｓ＆ＧＡ 作为组织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 尽管这一假设经常被认

为是无效的， 但已经是这篇研究在基于可得数据基础上的最佳选择； 如果这

一假设为真， 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可以避免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和 Ｆｕｋａｏ 等

（２００９） 发现的度量不准确的问题。
当进行增长核算的时候， 我们沿用 Ｎｉｅｂｅｌ 等 （２０１７） 的思路， 基于计

量经济学而非收入 ／成本份额获得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允许误差项的存在。 依据 Ｎａｄｉｒｉ （１９７０） 的研究， 当经

济处于非均衡状态时，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Ｆｕｋａｏ 等 （２００９） 和 Ｈｕｌｔｅｎ 和

Ｈａｏ （２０１２） 使用的收入份额方法可能会低估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 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很有可能随着时间保持着非均衡的状态， 从而

收入份额方法在此不再适用。 我们所选择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允许误差项的存

在， 从而减轻了非均衡引起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同时还做了自助法回归以证实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这一点对

现有文献来说是全新的。 由于时间长度限制 （ Ｔ ＝ ４ ）， 系统广义矩估计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 ） 法就不适用于本研究。 自助法回归是在给定数据限制条件下

唯一可行的方法。 关于无形资本的研究通常存在小样本问题。 自助法回归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问题。 不仅如此， 无形资本的折旧率也存在争议。 为

了证实无形资本的显著影响， 我们将通过试验不同水平的折旧率来进行敏感

性分析。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节讨论了行业水平的增长核算办法， 并应用

了一个传统的、 不含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方法。 第三节提供了无形资本和

ＴＦＰ 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第四节， 应用了融合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方法。
第五节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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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使用部门数据来进行增长核算？

增长核算通常使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见方程 （１）：

Ｙ ＝ ＡＫａｋ Ｌａｌ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Ｙ 是 ＧＤＰ， Ａ 是 ＴＦＰ， Ｋ 是资本。 如果研究对象是一

个国家， 我们对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做回归。 参数 ａｋ 和参数 ａｌ 可以采用这

种方法估计。 然而， 面对部门数据，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每个行业的参

数可能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我们使用混合回归， 参数的异质

性将引起参数的有偏估计。 不仅如此， 每个行业可能含有其自身的初始

ＴＦＰ 值， 这就暗示了不同行业中的不同截距项。 为了克服参数异质性的问

题， 我们参考早期文献例如 Ｈａｒｒｉｓ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２） 中的方法， 依据参

数相似性对行业进行分类。 在本文研究中， 分组情况定义如下： 轻工业、
重工业、 农业和服务业。① 然后我们假设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方程

（２）：

Ｙｉｔ ＝ Ａｉｔ Ｋａｋ
ｉｔ Ｌａｌ

ｉｔ （２）

Ｙｉｔ 是第 ｉ 个部门在时期 ｔ 的增加值； Ａｉｔ 是第 ｉ 个部门在时期 ｔ 的 ＴＦＰ； Ｋ ｉｔ

是依据传统定义 （排除了绝大部分无形资本） 度量的资本量； Ｌｉｔ 是劳动投入

的水平； ａｋ 和 ａｌ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由于部门的异质性， 不

同部门 ＴＦＰ 的初始值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于是我们假设方程 （３） 满足：

Ａｉｔ ＝ Ａｉ０ ｅｙｔ （３）

对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 我们得到方程 （４）：

ｌｎＹｉｔ ＝ ｌｎ Ａｉｔ ＋ ａｋｌｎ Ｋｉｔ ＋ ａｌｌｎ Ｌｉｔ （４）

方程 （４） 可以使用固定效应 （ ＦＥ） 模型或者随机效应 （ＲＥ） 模型

进行估计， 这取决于在一个分组中， Ａｉ０ 的值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２４１

① 附录 １ 解释了分组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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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生产函数估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与投

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一个行业对生产率正冲击的响应是扩张产出和投入。
负的生产率冲击会导致该行业缩减产出和投入。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生产

函数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就很有可能是有偏的， 从而导致生产率

的有偏估计。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发展了一套估计方法， 使用投资作为这

些不可观测冲击的代理变量。 最近，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指出， 投资

是一次性的。 如果这一点是真的， 那么投资代理变量可能不足以对生产率冲

击做出平滑的响应。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建议， 使用中间投入品可以

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 在这里我们也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ＬＰ） 的方法， 来做不含

无形资本①的增长核算。 这篇研究所使用的代理变量是以 １９９７ 年不变价②度

量的电力、 热力、 燃料和水等中间投入品的使用量。
ＴＦＰ 的增长率使用方程 （５） 倒推出来：

ｇｔｆｐ ＝ ｇｙ － ａｋ ｇｋ － ａｌ ｇｌ （５）

像中国投入产出表那样详细的部门层面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数据是不可得

的。 幸运的是， 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具有两个变量： 劳动力的总工资和折旧

率。 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指数将名义资本折旧率

调整为实际资本折旧率。
我们假设折旧率为常数 θ， 则方程 （６）：

θ Ｋｉｔ ＝ ｒｅａｌｄｅ 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 ｎｉｔ （６）

很清楚的是， 真实折旧量 ｒｅａｌ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与 Ｋ ｉｔ 之间有严格的线性关

系， 从而可以看作资本完美的代理变量。 对于劳动力而言， 我们有方程

（７）：

Ｌｉｔ ＝
总工资ｉｔ

平均工资ｉｔ
（７）

总工资来自中国的投入产出表， 平均工资来自 《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３４１

①

②

这种方法只允许使用一种资本变量， 然而， 当加入了无形资本时， 至少存在两种资本变量。
于是， 我们并没有使用 ＬＰ 方法做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
平减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局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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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局历年数据）； 然而， 这些年鉴中的部门分类并不像中国投入产

出表中那样详细。 于是， 我们使用单个部门所属的上级行业的平均工资作为

其平均工资的代理变量。①

我们将方程 （６） 中的 Ｋ ｉｔ 代入方程 （４）， 于是得到方程 （８）：

ｌｎＹｉｔ ＝ ｌｎ Ａｉｔ － ａｋｌｎ θ( )＋ ａｋ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ｘｙｉｔ ＋ ａｌｌｎ Ｌｉｔ （８）

很显然， 使用资本的代理变量 ｌ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ｘｙｉｔ （即真实折旧量 ｒｅａｌ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 ｎｉｔ ） 替代 Ｋ ｉｔ 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做法， 这是因为真实折旧量 ｒｅａｌ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与 Ｋ ｉｔ 的系数是相同的。 折旧率 θ， 成为截距项的一部分。 用于

计算 ＴＦＰ 的 Ｋ ｉｔ 的增长率， 就正好等于真实折旧量 ｒｅａｌ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的增

长率。
表 １ 报告了回归中所使用变量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很

显然， 增加值、 资本的代理变量、 劳动力和不同类型的无形资本的数据范围

非常大。 这个样本由中国 １００ 个部门在 １４ 年时间内的数据组成， 从而具有

接近 ４００ 个观测值。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个数

全体 １ ２１ １２ ２９ １９ ２１ Ｎ ＝ ４００

ｌｎ（增加值） 组间 １５ ８３ １ ０７ １３ １０ １８ ５５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０ ５９ １２ ３１ １７ ９４ Ｔ⁃ｂａｒ ＝ ４

全体 １ ３０ ９ ７１ １８ ８６ Ｎ ＝ ３９８

ｌｎ（资本代理变量） 组间 １３ ９９ １ ０８ １１ ３５ １７ ５７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０ ７５ ９ ９２ １６ ８７ Ｔ⁃ｂａｒ ＝ ３ ９８

全体 １ ２７ １ ０６ ９ ７２ Ｎ ＝ ３９８

ｌｎ（劳动力） 组间 ５ ３９ １ ２２ １ ３３ ９ ６３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０ ３８ １ ７１ ６ ８８ Ｔ⁃ｂａｒ ＝ ３ ９８

全体 １ ８５ ８ ５８ １７ ７９ Ｎ ＝ ３９８

ｌｎ（无形资本） 组间 １３ ２２ １ ２０ １０ ５７ １５ ８４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１ ４１ １０ ２０ １６ ９７ Ｔ⁃ｂａｒ ＝ ３ ９８

４４１

① 代理变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下级部门的平均工资和上级部门平均工资的比率保持一个常

数。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 那么常数比率就变为截距项的一部分， 类似于方程 ７ ８。 代理变

量的系数于是与真实系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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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个数

全体 ２ ３８ ２ ６７ １５ ６５ Ｎ ＝ ３９４

ｌｎ（研发资本） 组间 １０ ２２ １ ６８ ３ ７６ １３ ３７ ｎ ＝ ９９

组内 １ ７０ ６ ５７ １３ ４８ Ｔ⁃ｂａｒ ＝ ３ ９８

全体 １ ８２ ８ ４６ １７ ６５ Ｎ ＝ ３９８

ｌｎ（经济竞争力资本） 组间 １２ ９３ １ １８ １０ ２４ １５ ５６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１ ３８ ９ ８２ １６ ７４ Ｔ⁃ｂａｒ ＝ ３ ９８

全体 ２ ２６ １ ０７ １５ ５５ Ｎ ＝ ３９７

ｌｎ（计算机信息化资本） 组间 ９ ９４ １ ８６ ３ ５９ １４ ２５ ｎ ＝ １００

组内 １ ２９ ５ ８６ １３ ２４ Ｔ⁃ｂａｒ ＝ ３ ９７

　 　 注： ＥＣ ＝ 经济竞争力 ； ＣＩ ＝ 计算机信息化 。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表 ２　 不含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业 重工业

变量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Ｐ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Ｐ

ｌｎ（资本）
０ ４２∗∗∗ ０ ４２∗∗∗ ０ ６２∗∗∗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３９∗∗∗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１８）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１７）

ｌｎ（劳动力）
０ ５７∗∗∗ ０ ５７∗∗∗ ０ ３４∗∗∗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０ ３０∗∗∗

（０ ０９７９）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３） （０ １４７） （０ １１６）

常数
６ ４８∗∗∗ ６ ４８∗∗∗ ４ ９９∗∗∗ ４ ９９∗∗∗

（１ ２７） （１ １１） （０ ８７） （０ ６５）

观测个数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３８

Ｒ２ ０ ７９ ０ ７９ ０ ８１ ０ ８１

ＩＤ 个数 ５ ５ ３５ ３５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轻工业 服务业

变量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Ｐ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Ｐ

ｌｎ（资本）
０ ７０∗∗∗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６４∗∗∗ ０ ６４∗∗∗ ０ ４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９）

ｌｎ（劳动力）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２９∗∗∗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４４∗∗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５０５） （０ ０７９６）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５８５）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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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农业 重工业

常数
５ ３７∗∗∗ ５ ３７∗∗∗ ５ ６０∗∗∗ ５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４８） （０ ６２）

观测个数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９６ ９６ ９６

Ｒ２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８６ ０ ８６

ＩＤ 个数 ３６ ３６ ２４ ２４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 ｐ ＜ ０ １。 ＲＥ ＝ 随机效应； ＦＥ ＝ 固定效应； ＬＰ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方法。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自助法重复抽样次数： 对于常规自助法

使用 ４００ 次抽样， 对于 ＬＰ 方法采用 ２５０ 次抽样。 ＩＤ 的个数是指样本中行业个体数。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表 ２ 中展示的是增长核算的结果。 依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 随机效

应模型适用于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研究， 但是固定效应模型适用于重工业部

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研究。 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折旧都具有经济意义和统计

意义上的高度显著性， 而且即使在使用自助法回归的时候也保持了稳健性。
资本存量每变动 １ 个百分点， 会引起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增加

值分别变动 ０ ４２ 个百分点、 ０ ６７ 个百分点、 ０ ７０ 个百分点和 ０ ６４ 个百分

点。 劳动力每变动 １ 个百分点， 会引起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增

加值分别变动 ０ ５７ 个百分点、 ０ ２６ 个百分点、 ０ １３ 个百分点和 ０ ２２ 个百

分点。 ＴＦＰ 的增长率依据方程 （５） 计算得到。

无形资本和 ＴＦＰ 增长率

依据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描述， 无形资本投资包含了在计算机信息化、
创新性产权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投资。 从传统上来说， 无形资本的投资被归

为中间产品投入或支出， 从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显现出来。 然而， 依据

Ｈｕｌｔｅｎ （１９７９） 和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的看法， 投资实际上是牺牲今天的消

费从而增加未来的消费。 不仅如此， 上述提及的无形资本支出的效应持续时

间超过了一年， 所以那些支出应该被资本化。
参考这些文献， 我们通过将无形资本中间品或无形资本的支出进行资本

化的方法， 来度量无形资本存量。 特别地， 本文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获得相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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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间产品投入的数据， 并且假设中间投入品对真实无形资本投资的比率随

着时间保持一个常数。 代理变量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无形资本投资的度量， 而

且它很有根据———例如， Ｇｏｕｒｉｏ 和 Ｒｕｄａｎｋｏ （２０１４ｂ） 使用 Ｓ＆ＧＡ 作为客户

资本 投 资 的 代 理 变 量， 以 及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 和 Ｍａｒｚｅｔｔｉ （ ２０１１ ）、 Ｅｉｓｆｅｌｄｔ 和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２０１４） 使用 Ｓ＆ＧＡ 作为组织化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 表 ３ 展

示了我们使用无形资本投资代理变量的情况。

表 ３　 无形资本投资的分类

代理变量 评论

计算机化信息（主要是软件）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中间产品投入 包含了软件

创新性产权

（ａ）科学性的研发

（ｂ）非科学性的研发

研发行业中间产品投入 包含了研发支出

经济竞争力

（ａ） 品牌价值 （主要是广告营

销）
（ｂ）企业特有资源（组织化资本

和员工培训）

文化、艺术、广播、电影和电视行

业的中间产品投入
包含了部分的广告支出

商业服务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
包含了广告支出和组织化

投资

教育行业的中间产品投入 包含了员工培训

　 　 注： 无形资本投资分类参考了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的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 笔者的编制。

参考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无形资本投资采用 ＧＤＰ 平减指数平减到 １９９７
年不变价来度量。① 因为投入产出表的时间跨度为五年， 所以我们假设在

五年跨度中的不变增长率获得这五年时间内区间中缺失数据的插值。 无

形资本折旧率的设定参考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 ： 研发折旧率为 ２０％ 、 计

算机信息化折旧率为 ３３％ 、 品牌价值折旧率为 ６０％ 、 企业特有资源折

旧率为 ４０％ 。 基于这些， 我们假设全部无形资本的折旧率为 ４０％ ， 经

济竞争力无形资本的折旧率为 ５０％ 。 １９９７ 年的无形资本设定为 ０， 从

而 １９９８ 年是本文用于计算无形资本存量的第一年。 依据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的研究， 初始资本存量为零的那一年对于增长核算分析几乎没

有任何影响， 因为折旧率非常高， 从而在我们开始分析的日期———１９９８

７４１

① ＧＤＰ 平减指数来自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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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早期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折旧殆尽。 不仅如此， 中国的无形

资本数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对较低， 从较低的研发支出 （占据 １９９６
年 ＧＤＰ 的份额为 ０ ５７％ ， 而之前的数据不可得） 和较低的软件使用就可

看出来。 因此， 将 １９９７ 年无形资本设置为零， 并不会引起非常严重的问

题。
表 ４ 展示了不同部门无形资本相对有形资本平均比率的变化趋势。 无形

资本的数量是在折旧率为 ５％的假设基础上推导出来的。① 无形资本存量采

用了上述解释的方法进行计算。 在过去 ２０ 年中，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的， 还有无形资本相对于有形资本比率的显著上升。 然而， 相比发达经

济体， 中国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使用强度仍然相对较低， 从而在未来具有

足够的追赶空间。 例如， 日本、 美国和英国在 ２００７ 年的无形资本与有形

资本比率， 分别为 １７％ 、 ２２％和２４％ 。② 需要注意的是， 部分代理变量包

含了非无形资本投资的支出， 但是排除了那些企业内部所生产的无形资本

支出。 这就暗示， 真实的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可能比表 ４ 中的数值要

更低或者更高。

表 ４　 中国无形资本的增长趋势

单位： 千元人民币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部门平均无形资本 １５７３７９０ ８８８０９３０ ２４０１７８００ ５９９２４５８０

部门平均有形资本 ２１６２８９２００ ３３３２１２６００ ６９７２３１２００ １２８０４１３６００

比率（％ ） ０ ７ ２ ７ ３ ４ ４ ７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原始数据进行的计算。

因为 ＴＦＰ 是产出中投入变量不可解释的部分 （ Ｃｏｍｉｎ， ２００４） ， 所以

当我们将 ＴＦＰ 与无形资本联系起来的时候应该特别谨慎。 ＴＦＰ 的变动很

有可能是人力资本或者制度质量提升的结果。 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的变

化通常不是部门所特有的， 从而可以在全国层面上加以控制。 为了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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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经济最常用的折旧率是 ５％ 。
有形资本的数据可以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 １ （ｗｗｗ ｒｕｇ ｎｌ ／ ｇｇｄｃ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ｗｔ ／ ｐｗｔ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ｗｔ８ １） 获得， 无形资本的数据可以从跨国的无形资本投资数据网站 （ｗｗｗ ｉｎｔａｎ －
ｉｎｖｅｓｔ ｎｅｔ ／ ）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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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的变化， 本文使用了两个代理变量。 第一个是人均

ＧＤＰ， 而第二个是时间的虚拟变量从而捕获时间的效应。 经济发展、 人

力资本和制度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 （Ｗｅｅｄｅ 和

Ｋａｍｐｆ， ２００２； 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 时间的虚拟变量为每一年提供了

不同的整体 ＴＦＰ 增长率， 从而我们可以将全国层面的 ＴＦＰ 增长率从那些

因为单个行业无形资本变化所引起的 ＴＦＰ 增长率中分离开来。 为了控制

行业规模因素的影响， 无形资本的指标采用的是无形资本相对有形资本

的比率而非无形资本的绝对量。 表 ５ 解释了 ＴＦＰ 增长率与无形资本—有

形资本比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注意到两种类型的 ＴＦＰ 被用于检验我们

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其中一个来源于随机效应 ／ 固定效应模型， 另一个源

自 ＬＰ 模型推出的 ＬＰ 指数。

表 ５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增长率与 ＴＦＰ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变量
Δｌｎ（ ＴＦＰ）

（１）ＯＬＳ （２）ＲＥ （３）ＦＥ （４）ＯＬＳ （５）ＲＥ

Δｌｎ（有形资本 ／ 无
形资本）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７）

Δｌｎ（人均 ＧＤＰ）
０ ４２∗∗∗ ０ ４２∗∗ ０ ５６∗∗∗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２０）

常数
－ ０ ３３∗∗∗ － ０ ３３∗∗ － ０ ４５∗∗∗ － ０ １６∗∗ －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７） （０ ０７） （０ ０９）

观测个数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Ｒ２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２３ ０ ２７ ０ ２７

年度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ＩＤ 个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变量
Δｌｎ（ＴＦＰ，ＬＰ）

（６）ＦＥ （７）ＯＬＳ （８）ＲＥ （９）ＦＥ （１０）ＯＬＳ （１１）ＲＥ （１２）ＦＥ

Δｌｎ（有形资本 ／ 无
形资本）

０ ２５∗∗∗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０８）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Δｌｎ（人均 ＧＤ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９∗∗∗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４）

常数
－ ０ ２３∗∗ － ０ １２ － ０ １２ － ０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２ －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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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Δｌｎ（ＴＦＰ，ＬＰ）

（６）ＦＥ （７）ＯＬＳ （８）ＲＥ （９）ＦＥ （１０）ＯＬＳ （１１）ＲＥ （１２）ＦＥ

观测个数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Ｒ２ ０ ３２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３０

年度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ＩＤ 个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Δ ＝ 一阶差分； ＲＥ ＝ 随机效应； ＦＥ ＝ 固定效应； ＬＰ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ＯＬＳ 除外。 ＯＬＳ 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自助法重复抽样次数： 对于

常规自助法使用４００ 次抽样， 对于 ＬＰ 方法采用２５０ 次抽样。 ＴＦＰ 表示从随机效应 ／ 固定效应模型中推导出

的 ＴＦＰ， 而 ＴＦＰ， ＬＰ 表示从 ＬＰ 模型中推导出的 ＴＦＰ。 ＩＤ 的个数是指样本中行业个体数。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重要的是，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的增长率在所有设定下均具有经济

意义和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依据模型 （１） ～ （６），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

比率每增长 １ 个百分点， 分别会带来 ＴＦＰ 增长 ０ ２６％ 、 ０ ２６％ 、 ０ ３１％ 、
０ ２６％和 ０ ３１％ 。 依据模型 （７） ～ （１２），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每增

长 １ 个百分点， 分别会带来 ＴＦＰ、 ＬＰ 增长 ０ １４％ 、 ０ １４％ 、 ０ １６％ 、
０ １４％ 、 ０ １４％和 ０ １６％ 。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的增长率， 同时还解

释了相当一定程度的 ＴＦＰ 的变化： 在模型 （４） 中达到了 １７％ ， 在模型

（１０） 中达到了 １１％ 。① 无形资本对 ＴＦＰ 的显著影响与 Ｈａｓｋｅｌ 等 （２０１４）
的发现相一致， 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将 ＴＦＰ 无形资本、 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其他

变量做回归， 从而发现无形资本是唯一显著的变量。 当模型中将人均 ＧＤＰ 和时

间效应分别作为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估计量， 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仍然具

有统计和经济上的显著性， 这就表明我们的发现是稳健的。 基于上述证据， 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 无形资本在中国生产率的增长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不同类别无形资本对 ＴＦＰ 增长之间的效应存

在何种差异？ 表 ６ 展示了不同无形资本对 ＴＦＰ 增长不同效应的结果。 当我

们使用从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模型中推导出的 ＴＦＰ 时， 所有种类的无形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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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Δｌｎ ＴＦＰ( )／ Δｌｎ（ＴＦＰ，ＬＰ） 与 Δｌｎ（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之 间 偏 相 关 系 数 的 平 方， 就 是

Δｌｎ ＴＦＰ( )／ Δｌｎ（ＴＦＰ，ＬＰ） 的方差可以使用模型设定中 Δｌｎ（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解释的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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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ＴＦＰ 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所有模型中都是稳健的。 特别地， 依据模

型 （４）， 计算机信息化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 那么 ＴＦＰ
会增长 ０ ０８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 那么

ＴＦＰ 会增长 ０ １１ 个百分点； 经济竞争力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每上升 １ 个百

分点， 那么 ＴＦＰ 会增长 ０ １３ 个百分点。 这一点与 Ｃｈｕｎ 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相一

致， 他们发现， 在解释日本经济 ＴＦＰ 增长率时， 创新性产权在所有种类的无形

资本投资是最显著的因素。 然而， 当推导 ＴＦＰ 的方法从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模型

转化为 ＬＰ 模型的时候， 结果就有差异。 尽管系数的大小没有显著变化， 但是系

数的显著性却显著改变了。 当没有控制年度效应时， 计算机信息化资本不再是

显著的， 经济竞争力资本也不显著。 研发资本一般而言保持显著。 当关注效应

太小时， 依据模型 （８）， 计算机信息化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上升 １ 个百分

点， 那么 ＴＦＰ、 ＬＰ 会增长 ０ ０３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 那么 ＴＦＰ、 ＬＰ 会增长 ０ ０４ 个百分点； 经济竞争力资本相对有形资

本的比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 那么 ＴＦＰ、 ＬＰ 会增长 ０ １１ 个百分点。

表 ６　 不同种类无形资本—有形资本比率对 ＴＦＰ 增长的影响

变量
Δｌｎ （ＴＦＰ） Δｌｎ （ＴＦＰ，ＬＰ）

（１）ＯＬＳ （２）ＲＥ （３）ＯＬＳ （４）ＲＥ （５）ＯＬＳ （６）ＲＥ （７）ＯＬＳ （８）ＲＥ

Δｌｎ （ＣＩ ／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Δｌｎ （Ｒ＆Ｄ／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Δｌｎ （ＥＣ ／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常数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０７∗ ０ ０７∗∗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观测个数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９６
Ｒ２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３１ ０ ３１
年度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ＩＤ 的个数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ＯＬＳ ＝ 普通最小二乘法； ＲＥ ＝ 随机效应。
括号中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 ＯＬＳ 回归除外； ＯＬＳ 回归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时

候， 由于非满秩， 无法得到聚类稳健标准误， 所以没有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ＣＩ 表示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主要是软件）； Ｒ＆Ｄ是创新性产权； ＥＣ 是经济竞争性资本； ＴＦＰ 表示从随机效应 ／ 固定效应模型中推导

出来的 ＴＦＰ； 而 ＴＦＰ、 ＬＰ 是从 ＬＰ 模型中推导出的 ＴＦＰ。 ＩＤ 的个数表示样本内观测个体的数目。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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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

依据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２００９） 的方法， 当加入无形资本的时候， 生产函数可

以写为方程 （９）：

Ｙ ＝ ＡＫａｋ Ｉａｉ Ｌａｌ （９）

在方程 （９） 中， Ｉ 表示无形资本， ａｉ 表示无形资本的产出弹性。 当无形

资本支出被视为投资的时候， 它应该按照其国民账户身份核算为增加值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于是， 当包含了无形资本做增长核算时， 就需要一

个更为精确的无形资本投资的度量指标。 然而， 在这个研究中， 我们并不知

道该使用何种真实无形资本投资比率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是

假设 １００％作为基准情形。①

表 ７ 展示了加入了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结果。 在所有分组中， 无形资本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经济和统计上的显著性。 无形资本每增长 １ 个百分

点， 分别会带来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增长 ０ １６ 个百分点、
０ ２２ 个百分点、 ０ １４ 个百分点、 ０ ２４ 个百分点。 这表明， 无形资本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表 ７　 加入了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服务业

变量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ｎ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
０ ３６∗∗∗ ０ ３６∗∗∗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３２∗∗∗ ０ ３２∗∗∗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０９）

ｌｎ （Ｌａｂｏｒ）
０ ５４∗∗∗ ０ ５４∗∗∗ ０ ４４∗∗∗ ０ ４４∗∗∗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０ ３９∗∗∗ ０ ３９∗∗∗

（０ ０４）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１０）

ｌｎ （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２５１

① 比例值不影响结果。 当这些比例值变化的时候， 结果仍然是相似的。 关于比例如何变动的

详情， 可以参考附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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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服务业

常数
５ ６８∗∗∗ ５ ６５∗∗∗ ６ ５６∗∗∗ ６ ５６∗∗∗ ６ ３６∗∗∗ ６ ３６∗∗∗ ６ ０９∗∗∗ ６ ０９∗∗∗

（０ ３８） （０ ５４） （０ ７４） （０ ８３） （０ ３９） （０ ３９） （０ ４９） （０ ６８）
观测个数 ２０ ２０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４４ ９６ ９６
Ｒ２ ０ ８７ ０ ８７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９２ ０ ９２ ０ ９３ ０ ９３
ＩＤ 的个数 ５ ５ ３５ ３５ ３６ ３６ ２４ ２４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ＲＥ ＝ 随机效应； ＦＥ ＝ 固定效应。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ＯＬＳ 回归除外； ＯＬＳ 回归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ＩＤ 的个数是

指样本中行业个体的数目。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 无形资本可以分为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创新性产

权和经济竞争力资本。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它们在不同行业中的重要性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假设这样的生产函数， 在

此生产函数中， 无形资本被分解：

Ｙ ＝ ＡＫａｋＣ Ｉａｉ１Ｒ Ｄａｉ２Ｅ Ｃａｉ３ Ｌａｌ （１０）

在方程 （１０） 中， ＣＩ 表示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主要是软件）； ＲＤ 是创新性产

权 （Ｒ＆Ｄ）； ＥＣ表示经济竞争力资本； ａｉ１ 、 ａｉ２ 和 ａｉ３ 分别是三种投入的产出弹性。
表 ８ 展示了使用上述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结果。 并非所有类型的无形资

本都是显著的 （例如， 农业部门内的经济竞争力资本和服务业部门内的研

发资本）。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 不同种类的无形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

关关系。 然而， 从表 ８ 的结果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无形资本在不同行业

中所起作用的一些信息。 在农业部门中， 研发显著为正。 研发资本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预计可以增加该部门产值 ０ １５ 个百分点。 经济竞争力和计算机化

信息资本的系数很小， 这就可以表明它们的效应是非常微弱的。 在重工业部

门中， 所有无形资本的效应均具有经济和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研发资本、 经

济竞争力资本和计算机化信息资本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分别会带来该部门增

加值增加 ０ １３ 个百分点、 ０ １１ 个百分点和 ０ ０４ 个百分点。 在轻工业部门，
无论研发资本还是经济竞争力资本都是显著的。 研发资本和经济竞争力资本每

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分别会带来该部门增加值增加 ０ ０８ 个百分点和 ０ １４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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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计算机化信息资本的系数不显著而且非常小。 于是， 在中国轻工行业中，
经济竞争力资本是三种类型的无形资本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资本。 在服务行业

中， 只有经济竞争力资本是显著的。 经济竞争力资本每增加１ 个百分点会带来服

务行业增加值增长 ０ ２５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和计算机化信息资本的系数均不显

著而且比较小， 这可能表明经济竞争力在服务行业中是最重要的无形资本类型。

表 ８　 包含具体无形资本的增长核算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农业 重工业 轻工业 服务业

变量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

Ｒ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ＦＥ

Ｆ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ｌｎ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０８） （０ ２７）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７）

ｌｎ （Ｌａｂｏｒ）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４９∗∗∗ ０ ４９∗∗∗ ０ ４４∗∗∗ ０ ４４∗∗∗ ０ ３９∗∗∗ ０ ３９∗∗∗

（０ ０６） （０ ２１）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１１）

ｌｎ （Ｒ＆Ｄ）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ｌｎ （ＥＣ）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０５） （０ １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５）

ｌｎ （ＣＩ）
－ ０ ０６∗∗∗ －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常数
６ ５７∗∗∗ ６ ５７∗∗∗ ７ ０２∗∗∗ ７ ０２∗∗∗ ６ ７８∗∗∗ ６ ７８∗∗∗ ６ ０５∗∗∗ ６ ０５∗∗∗

（０ ８１） （１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７９） （０ ３９） （０ ４３） （０ ４１） （０ ６７）
观测个数 ２０ ２０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４４ ９６ ９６
Ｒ２ ０ ８７ ０ ８７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９２ ０ ９２ ０ ９３ ０ ９３
ＩＤ 的个数 ５ ５ ３５ ３５ ３６ ３６ ２４ ２４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ＲＥ ＝ 随机效应； ＦＥ ＝ 固定效应。
括号中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ＯＬＳ 回归除外； ＯＬＳ 回归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ＣＩ 是计算机化信息资

本， 主要是软件； Ｒ＆Ｄ是创新性产权； ＥＣ 是经济竞争力； ＩＤ 的个数是指样本中行业个体的数目。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结　 论

无形资本及其众多形式技术、 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和组织发展是知识经济

的基础。 依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 中国开始受益于无形资

本的快速增长。 通过使用中国多年的投入产出表， 这篇研究在不断发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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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框架下， 提供了有关无形资本在不同行业所起作用的重要洞见。 特别地，
本文发现： 无形资本增长与中国 ＴＦＰ 增长紧密相连， 并几乎解释了样本期内

２０％的 ＴＦＰ 增长。 这些结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也是总体稳健的。
这篇研究同时还解释了不同种类无形资本在不同行业的相对重要性。 在农

业部门， 研发资本很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其他无形资本的作用相对微乎

其微。 在重工业部门， 研发资本、 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主要是软件） 和经济竞

争力资本对于增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研发资本的重要性最大。 尽管经

济竞争力和研发资本都对轻工业部门的增长具有显著效应， 但是研发资本更为

重要。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 在服务行业， 经济竞争力资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

的， 而其他种类的无形资本就不那么重要。 换句话说， 在所有非服务行业中， 研发

资本的作用是重要的， 而在所有非农业部门中， 经济竞争力资本的作用是最强的。
然而， 相比那些发达经济体而言， 中国生产中对无形资本的使用水平仍

然是相对较低的。 ２００７ 年， 中国无形资本—有形资本的比率大约为 ３ ４％ ，
相比之下日本为 １７％ 、 美国为 ２２％ 、 英国为 ２４％ 。 这一点与中国处在全球

价值链装配末端的角色是一致的， 而对设计、 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的投资仍

然保留在更发达的经济体手中。 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率提升速度下降

的背景下， 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阶段， 很清楚的是， 现在是中国需要依靠

增长新源泉的时刻了———无形资本就是其中之一。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的转型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这里所识

别的无形资本相对有形资本的比率变化， 表明中国正在追赶前沿的经济体。
随着无形资本在中国的逐步增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无形资本的快速

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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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行业分类

行业名 分组

１ 农业 农业

２ 林业 农业

３ 畜牧业 农业

４ 渔业 农业

５ 农、林、牧、渔服务业 农业

６ 煤炭采选业 重工业

７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重工业

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重工业

９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重工业

１０ 非金属矿采选业 重工业

１１ 石油加工和核燃料加工业 重工业

１２ 炼焦行业 重工业

１３ 化学原料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４ 化肥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５ 农药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６ 有机化学品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７ 橡胶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８ 塑料制品制造业 重工业

１９ 水泥和石棉产品制造业 重工业

２０ 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 重工业

２１ 钢铁产品 重工业

２２ 炼钢 重工业

２３ 铁合金冶炼 重工业

２４ 有色金属冶炼 重工业

２５ 有色金属加工 重工业

２６ 锅炉、发动机和涡轮制造业 重工业

２７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 重工业

２８ 其他一般工业机械制造业 重工业

２９ 农、林、牧、渔机器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０ 其他特种工业设备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１ 铁路设备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２ 汽车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３ 船舶设备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４ 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 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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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名 分组

３５ 发电机制造业 重工业

３６ 废物回收和处理 重工业

３７ 电力生产与供应业 重工业

３８ 天然气生产与供应业 重工业

３９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业 重工业

４０ 建筑业 重工业

４１ 粮食作物、油料和饲料的加工制造业 轻工业

４２ 制糖业 轻工业

４３ 肉类加工业 轻工业

４４ 水产品加工业 轻工业

４５ 其他食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４６ 酒的制造业 轻工业

４７ 饮料与茶制造业 轻工业

４８ 烟草制造业 轻工业

４９ 棉纺织业 轻工业

５０ 毛纺织业 轻工业

５１ 纤维与丝绸纺织业 轻工业

５２ 针织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３ 纺织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４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５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相关产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６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７ 纸张及纸制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５８ 印刷及记录媒介复制业 轻工业

５９ 文化、教育、体育活动设备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０ 日用化工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１ 其他化工产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２ 医药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４ 玻璃和玻璃制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５ 陶瓷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６ 耐火材料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７ 金属制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８ 家用电器制造业 轻工业

６９ 其他电力机械与设备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０ 计算机制造业 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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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名 分组

７１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２ 其他家庭电器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３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４ 测量仪器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５ 文化、教育和体育用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６ 艺术品和其他手工制品制造业 轻工业

７７ 铁路运输业 服务业

７８ 道路运输业 服务业

７９ 管道运输业 服务业

８０ 航空运输业 服务业

８１ 水上运输业 服务业

８２ 仓储业 服务业

８３ 邮政服务业 服务业

８４ 电信业 服务业

８５ 餐饮业 服务业

８６ 金融业 服务业

８７ 保险业 服务业

８８ 房地产业 服务业

８９ 住宿业 服务业

９０ 住宅及其他服务业 服务业

９１ 娱乐业 服务业

９２ 技术服务业 服务业

９３ 健康医疗业 服务业

９４ 教育 服务业

９５ 体育 服务业

９６ 社会保障 服务业

９７ 文化、艺术、广播和电视业 服务业

９８ 研究与实验开发 服务业

９９ 地质勘探 服务业

１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服务业

　 　 资料来源： 笔者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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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敏感性分析

无形资本的折旧率通常没有充分的基础， 不仅在本文的研究中， 在以前

的研究中也是一样。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做了敏感性分析。 这篇文

章中所得参数的变化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并发生在两个方向： 可能增加或者减

少。 如果在两个方向上的变动并没有多大差异， 那么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就被认为是稳健的。

表 Ａ１　 敏感性分析中的参数变化

单位： 百分比

基准情形
情形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代理比率 １００ ５０ １５０ — — — — — — — —

δ（ｌ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４０ — — ６０ ２０ — — — — —

δ（ＲＤ） ２０ — — — — １０ ４０ — — — —

δ（ＥＣ） ５０ — — — — — — ２５ ７５ — —

δ（ＣＩ） ３３ — — — — — — — — １１ ６６

　 　 注： 代理比率指的是真实无形资本投资相对于代理变量的比率； δ 表示折旧率； ＲＤ 是研发资本；
ＥＣ 是经济竞争力资本； ＣＩ 是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主要是软件）。

所有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参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无形资

本的显著性和符号， 而回归系数的改变是非常微小的。 于是， 无形资本对生

产率的影响是相当稳健的。

３６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无形资本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证据

创新与生产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向更具创造力的经济体转变： 中国的进展与挑战

向更具创造力的经济体转变：
中国的进展与挑战

魏尚进　 谢 专　 张晓波❋

摘要： 在充分发挥低工资和人口优势的基础上， 在渐进式市场化改

革和国际开放的步伐下， 中国经济历经了 ３０ 余年的高速增长， 但现在

却面对着工资快速上涨和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威胁。 于是， 将来的增长将

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 我们使用企业层面的专利申

请、 专利授权和专利引用数据， 评估了中国完成这种转型的可能性。 我

们发现， 主动融入国际市场与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中国经济越

来越具有创造力的两个主导因素。 结果，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不断上

升， 表现为即使在控制单位出口产品价值的条件下， 中国出口产品相比

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在稳步提升。 不过， 我们仍然发现了创

新领域资源错配的证据： 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大份额的创新补贴， 但私有

企业的创新能力更高。 如果这种资源错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向

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转型的步伐可能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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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７％ 。 在这 ３５ 年间真

实人均收入累计增长比率高达 １７ ６ 倍， 即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７１４ 美元 ［以 ２０１１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美元计价］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２７７ 美元 ［基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 （ＷＥＯ） 数据计算而来］。 除中国之外，
只有一个国家———赤道几内亚———在同时期有着相当的增长速度。

从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连续 ２５ 年中， 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

６％ 。 自 １９８０ 年 （ＷＥＯ 数据库的起始年份） 以后，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以那

种不间断的速度增长超过 ２０ 年， 更不用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同时期， 仅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以同等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 １０ ～ ２０ 年， 但这些增长

都不是连续的。 这些经济体是： 埃塞俄比亚 （１７ 年）， 赤道几内亚和朝鲜

（均为 １６ 年）， 阿尔巴尼亚和土库曼斯坦 （１５ 年）， 亚美尼亚 （１４ 年）， 爱

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１１ 年）， 以及阿根廷、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博茨瓦纳、 伊拉克、 摩尔多瓦、 塞舌尔、 新加坡、 斯里兰卡、 乌兹别克斯坦

和越南 （１０ 年）。 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极其壮观又极为罕见的。
这种罕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于低工资和有利的人口结构的组合。 另

外， 国内市场化制度性改革以及更大程度地开放贸易和外商投资也促进了经

济增长 （例如， 参考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当中国在 １９８０ 年拉开改革开放序

幕的时候， 其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１４ 美元， 在 ＷＥＯ 数据库可得数据的 １３８ 个国家

中仅排到第 １３６ 位。 即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 ２００１ 年， 经历过长

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仍然要低于 ７７ 个国家。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１５ ～ ６０ 岁）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异乎寻常地

高， 部分原因是在 １９８０ 年后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人口出生率

快速下降。 较低的工资水平、 大规模的劳动力大军、 有利的人口结构形成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和适婚年龄人群

的性别比例失衡， 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家精神和工人的努力程度， 拉高了经济

增长率 ２ 个百分点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然而， 自 ２０１１ 年以后，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开始下降 （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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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 ３０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１３２７７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计价）， 但是以美元现价计量的平

均工资要高于世界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以外的绝大多数经济体。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 ２０１４ 年以来经济增速已放缓

至 ６％ ～７％ ， 而且也很有可能会进一步调整。 虽然经济放缓部分是由于周

期性因素 （例如， 全球经济相对走弱）， 但工资上涨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

结构性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来自其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和。 ２０１１

年以后， 中国的劳动力就开始减少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延长退休时间和

鼓励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政策转变， 充其量只能缓解劳动力的减少。 如

果劳动力人口的规模不变， 那么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开， 将

会使得接下来 １５ 年中的人口抚养比率增加 （毕竟没有一对夫妇可以直接生

出 １６ 岁大的孩子） （Ｗｅｉ， ２０１５）。
中国面临的挑战常被政府和学者描述为可能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Ｍａ， ２０１６）。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ＭＩＴＨ） 认为， 只有在

极少数例外情况下， 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经过管理可以成功地成为一个高收

入国家， 原因是这些经济体面临着独特的、 具有挑战性的增长环境。 然而，
相比这种流行的假设， Ｈａｎ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５） 使用转换矩阵分析和非常参数分

析 （通过回归实现） 方法， 发现无条件的 “中等收入陷阱” 假说并没有得

到支持， 但是他们的研究确实识别了在何种条件下经济增长更有可能会停滞

甚至倒退。
未来中国的增长需要更多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投

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４３ ３％ ， 已经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很难期待靠更多的物质资本投资驱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事实上， Ｂ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估计了投资回报率自 ２００８ 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
尽管如此，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通过减少资源错配实现 （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其中包括通过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例如

国有企业 （ＳＯＥ） 的改革。 然而， 这种方式所能产生的潜在生产率增长也是

有限的。 未来改革的步伐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高歌猛进， 一方面是由于许多

容易取得的改革已经被推行， 另一方面是相比前几十年， 社会层面存在更大

的改革阻力 （即利益集团）。 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就在于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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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新应用、 新设计和新的生产流程， 以及将这些创新转化为新的销售额或

降低成本。
本文研究了中国是否转型成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具体来说， 我们研

究了三个问题。 首先，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到底有多少增长？ 我们从一个比

较分析的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 并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 相比巴西、 俄罗

斯、 印度、 南非 （金砖国家经济体） 和韩国， 中国的创新力到底如何？ 印

度的人均收入不及中国， 但是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 而且像中国一样， 印度

的海外侨民在美国科技界、 学术界和精英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 团体中都有

很强的影响力。 巴西、 俄罗斯和韩国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更高。 特别是韩国，
早在中国之前就已经保持了长达 ２５ 年的增长奇迹。 韩国的产业包含了一大

批成功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企业， 例如三星和 ＬＧ， 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表现

出了中国渴望学习的发展模式。
通过使用在中国和在美国的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据， 我们将中国与

其他代表性国家进行了对比。 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ＩＰＯ）、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我们

发现的证据是， 中国的创新性活动———以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和专利引

用数的增长速度来表示———表现非常强，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其次， 我们还是用专利数据来研究哪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

快速增长。 特别地， 我们还研究这种增长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专利授权门槛相

比国际标准更低， 是不是因为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补贴， 抑或是中国企业自身

在迎接工资成本上升的挑战时， 主动着手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
我们发现，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是中国专利爆炸式

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驱动力。 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我们发现劳动密

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越来越具有创新性。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 为

本国的出口商创造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使得出口企业更能负担起研发投资的

成本， 从而刺激了创新性的活动。 我们将使用出口数据来研究， 在劳动力成

本超过越来越多竞争对手时， 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将创新活动转化为产品质量

的提升和出口份额的增加。
最后， 因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国有企业占比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研

究了在创新领域可能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 我们发现， 尽管国有企业获得了

相对较多的政府补贴， 但是他们的创新效率却不如私有企业。 事实上，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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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相对补贴的弹性， 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公共资源的错配。 我们还发现有意思的是， 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面

临更高的实际税负。 为了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改革的方向之一也许是

应该同时减少国有企业的补贴和税收。
下一章， 我们为过去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一个概述。 第三章， 我们考

察了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 特别关注了专利数据。 第四章， 我们检验了创新

增长的来源———特别地， 考察了专利授权标准的可能变化、 市场的扩大、 补

贴和税收， 以及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 第五章， 我们做了一个补充性研究，
看在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背景下， 中国产品出口质量是否有升级。 第六章，
我们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 特别是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补贴及其对

企业创新的作用。 第七章， 是我们的结论。

二　 历史性增长的源泉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有两类因素共同驱动： （１） 市场化的政策

改革 （允许市场决定的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逐步替代行政性的价格， 和产

权的引入及逐步强化）， 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 （降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壁

垒）； （２） 经济基本面———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较低的初始劳动力成本。 我们

在前文已经讨论了工资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因素， 我们将简要概述那些让经济

基本面因素发挥作用的众多制度性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开始于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改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民被赋予土地耕作的权利， 从

而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生产决策。 在这种更强的激励下， 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了巨大的增长 （Ｌｉｎ， １９９２）。 数百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 为非农部门提供了看起来无限的劳动供给。 在 １９８０ 年代， 中国的

劳动力成本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低的———比印度和菲律宾还要低。 大量低

工资劳动力确保了在后续 ３０ 年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建立在低成本生产的基

础之上。
１９８０ 年代， 在成功实施农村改革以后， 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 因为充足的

劳动力和日用品市场需求的上升而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乡镇企业大部分是那

些农村地区的制造业企业， 并且可以看作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障碍的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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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次优反应； 乡镇企业在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之前， 为劳动力从农

村地区低生产率活动加速流向高生产率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渠道。 因为它们是

次优的经济实体， 乡镇企业由于产权未得到清晰界定导致其自身也带来了相

应的扭曲。 到 １９９０ 年代， 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改革，
试图给企业家更多的激励， 大部分乡镇企业被私有化。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各级政府采取了 “抓大放小” 的政策， 即私有化小型国有企业和进一步发

展壮大大型国有企业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改革实施之后， 乡镇企业的

就业人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２９ 亿人大幅下降， 直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００ 万人； 国有

企业的就业人数，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１３ 亿人，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７００ 万人。 国

有企业的数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１０３６６５ 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２４％ ）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５３６７ 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３％ ）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企业数

年份 年末企业数量（家） 私有占比（％ ） 国有占比（％ ） 外资占比（％ ）

１９９５ ４５９８６０４ ７１ ２４ ５

１９９６ ４９９７９３２ ７２ ２３ ５

１９９７ ５２９３１２５ ７２ ２２ ５

１９９８ ５５２６１７２ ７３ ２１ ５

１９９９ ５７１２９９７ ７４ ２１ ５

２０００ ５８７５７０６ ７６ １９ ５

２００１ ６０３２０５９ ７７ １８ ５

２００２ ６３５６８０１ ７９ １６ ５

２００３ ６８３１３６３ ８１ １４ ５

２００４ ７４００１７２ ８３ １２ ５

２００５ ７９８０９９１ ８５ １０ ５

２００６ ８５７２４７２ ８６ ９ ５

２００７ ８９６２２４６ ８７ ８ ５

２００８ ９４０５２８１ ８８ ７ 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１３０７０５ ８９ ６ ５

２０１０ １１１５０２０１ ９０ ５ 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３５２６２７ ９１ ５ ４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３３２１３ ９２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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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年末企业数量（家） 私有占比（％ ） 国有占比（％ ） 外资占比（％ ）

２０１３ １５１８４６０２ ９３ 　 ３ ４

２０１４ １８１７８９２１ ９４ ３ ３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６ ８ － ３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１ － ５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８ ９ － ４ ４

　 　 注： 笔者根据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

在短期内， 改革是残酷的， 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有企业下岗。 然

而， 整个国家竟然避免了失业率的大幅飙升。 关键原因在于私有化改革的同

时，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私有企业的进入门槛。 之前由于低效的计

划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行业进入门槛高等因素， 市场中存

在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机会， 而民营企业家对此做出了快速反应。 结果， 几

乎所有从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中流失的工作岗位， 都被民营部门中新的就

业机会所抵消。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民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了近五倍， 达到 １７００
万家 （见表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 ９３ 亿人在民营企业工作 （其中包括那

些个体户）， 差不多是国有企业部门就业人数的三倍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
年）。 从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就业份额看， 中国经济已经是由民营经济占

主导。 事实上，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使用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阐述了两个 ７０％法则： 首先， 这一阶段大约 ７０％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来自

民营部门； 其次， 大约 ７０％ 的民营部门增加值增长， 来自新增民营经济企

业数量的增长 （外延边际）， 而剩下的 ３０％来自现有企业规模和效率的增长

（集约边际）。
中国还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从而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更好

的激励。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引入的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执行事

先确定的税收分配方案 （因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极

大地刺激了地方官员创造友好营商环境的激励。 这一制度在 １９９４ 年得到进

一步的改革， 即通过引入增值税和全国统一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执

行税收分成的方案。 这些改革赋予企业家和地方官员更大的权力， 从而为他

们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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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 中国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 中国政府在沿海省份设立了经济特区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加入 ＷＴＯ 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反过来进一步刺激

了民营企业的增长。 中国的开放政策与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

ＦＤＩ。 到 ２００３ 年， 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ＦＤＩ 流入国。 贸易和 ＦＤＩ 的
开放通过许多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且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 ［见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０） 中的章节］。
在企业数量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同时， 知识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行业内创新和资源 （主要是

劳动力） 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的再配置过程。 创新和基础设施

投资成为行业内生产率增长的两个关键支柱。 创新在提升生产率中的作用在

许多文献中被广泛讨论 （如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高速积累

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 尽管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直到 １９８８ 年才得以建

成， 但是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全部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达到了 １２２３００ 公

里， 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里程都长。 中国高速铁路 （ＨＳＲ） 的发展速度与

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 ２００５ 年的一无所有到 ２０１５ 年， 高铁总里程已经超

过了 １９３００ 公里。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一家高铁制造企业远赴美国， 在关于建

设那里的第一条高铁的问题上进行谈判。①

在企业内或产业内生产率增长的同时， 资源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

生产率部门的结构变迁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例如从国有部门转移到民

营部门， 或者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 Ｚｈｕ， ２０１２）。 据估计，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 中国产业内生产率提升与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别达到了 ４２％和 １７％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人口因素是过去 ３５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同时也是近年来

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 过去 ３５ 年，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中国的人

口生育率逐渐下降。 但相比国际经验， 由于自 １９７９ 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

策， 实际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 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 意味着同样的劳动

人口的幼儿抚养压力更低。 在这 ３０ 年中，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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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升， 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产生了男孩过多的性别比例失

衡。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到达适婚年龄， 年轻男孩将在婚姻市场上面临激烈竞

争。 为了吸引潜在的新娘， 许多生有儿子的家庭不得不工作得更加辛苦， 储

蓄更多以及冒更大风险， 更有可能创业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Ｃｈ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根据估计， 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导

致的婚姻市场激烈竞争， 对年度经济增长率贡献了约 ２ 个百分点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有损社会

福利的增长： 虽然 ＧＤＰ 增速在不断增加， 但是社会福利却很有可能下降。
这一增长模式的逻辑在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的论文中解释如下： 额外的

工作和额外的风险行为所产生的更高的 ＧＤＰ 增长率， 由个人期望改善自身

（或者自己子女） 在婚姻市场机会的动机驱动。 然后， 不能结婚的年轻人总

数是由性别比例决定的， 而非经济范围内的工作努力程度、 风险活动或者

ＧＤＰ 所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 额外的工作努力和风险行为都是徒劳的； 如

果没有性别比例的失衡， 那么追求效应最大化的家庭会放弃这部分的增长，
从而更加快乐。

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中， 中国似乎有取之不竭的 “剩余劳动力” （农村

地区的低生产率的劳动力）。 然而， 自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代中期以后， 劳动力短缺

的一些迹象就开始显现了。 据 Ｃａｉ 和 Ｄｕ （２０１１） 以及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１） 的

研究结果， 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自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以来开始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 表明整个国家可能已经跨越了所谓的 “刘易斯拐点”， 也就意味

着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终结。
非技能工人工资率急剧上涨的确切时间点仍有争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报告了这个拐点最早达到 ２０００ 年。 此外， Ｋｎｉｇｈｔ 等 （２０１１） 以及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１） 等指出， 由于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如户籍制度，
农村地区仍有剩余劳动力。 一旦这些壁垒被消除， 仍存在城乡移民的空间。
无论如何，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家。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就在持续疲软。
之前那种基于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由于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

期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就出现了新进入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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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新人数低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 过去非常有利的人口抚养比现在变

得不再有利。 面对着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和疲软的外部需求， 众多企业不

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内迁、 外移、 关停或者升级。 “内迁”， 是指将工厂

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 因为那里的工资水平更低。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

地区工资收敛速度较快， 这至多是权宜之计。 “外移”， 是指致力于到国外

进行直接投资， 将中国的知识经验与其他国家的低工资水平结合起来。 毫无

疑问， 一些中国的公司正在追求这种战略。 “关停”， 是指关闭企业。 这对

于单个企业来说是一种策略， 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却不可行。 “升级”， 是

指创新和产业升级， 从而让企业不再依赖于低工资的低技能劳动力。 尽管不

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策略， 但中国经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

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 以及速度有多快。 在下一章节， 我们将聚焦于创新和

产业升级， 并试图回答中国能否转型成为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

三　 创新的速度： 以专利增长数来度量

创新可以以商业机密和专利的形式出现。 创新除了发明新产品， 还可以

改进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 创新也可能在商业范畴之外出现， 例如文化领域

的创新。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们将关注聚焦在企业的专利上， 并以此作

为创新的度量， 潜在的假设是创新在各个维度是高度正相关的 （这一点未

来需要进一步检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专利数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 （ＳＩＰＯ） 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已经从 １９９５ 年的不到 １０ 万件上升

到 ２０１４ 年的超过 ２００ 万件， 其年度增长率达到 １９％ ， 是同期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率的 ２ 倍 （见表 ２）。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专利申

请件数最多的国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２０１２］。
在三种类型的专利， 即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之中，

发明专利 （毫无疑问， 技术含量最高的专利） 申请比重， 已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６％ ，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９％ 。 １９９５ 年， 专利申请数来自外国申请人的占比

是 １７％ ， 但是到 ２０１４ 年这一占比已经下降到 ６％ 。 后者表明， 本土的创新

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哪些因素解释了中国专利的爆炸性增长呢？ 我们认为潜在的因素包括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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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审查标准更松、 专利质量较低、 政府补贴、 市场扩大以及对劳动力成本快

速上升的反应。

表 ２　 中国专利申请数：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年份

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专利申

请量（件）

专利申请量的类型部分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申请量中

申请人来自外

国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

其他国家专利

局的申请量（件）

１９９５ ８３０４５ ２６ ５３ ２１ １７ ２２４

１９９６ １０２７３５ ２８ ４８ ２４ ２０ １９１

１９９７ １１４２０８ ２９ ４４ ２７ ２１ ３９４

１９９８ １２１９８９ ２９ ４２ ２８ ２１ ３２１

１９９９ １３４２３９ ２７ ４３ ３０ １８ ３９７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６８２ ３０ ４０ ２９ １８ １１２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３５７３ ３１ ３９ ３０ １９ ２３２３

２００２ ２５２６３１ ３２ ３７ ３１ １９ ２４１５

２００３ ３０８４８７ ３４ ３５ ３０ １９ １８１１

２００４ ３５３８０７ ３７ ３２ ３１ ２１ ２７６６

２００５ ４７６２６４ ３６ ２９ ３４ ２０ ３４３２

２００６ ５７３１７８ ３７ ２８ ３５ １８ ３１７２

２００７ ６９３９１７ ３５ ２６ ３９ １５ ３６０２

２００８ ８２８３２８ ３５ ２７ ３８ １３ ３４７６

２００９ ９７６６８６ ３２ ３２ ３６ １０ ５５３５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２２８６ ３２ ３４ ３４ ９ ８４４０

２０１１ １６３３３４７ ３２ ３６ ３２ ８ １００９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５０６４９ ３２ ３６ ３２ ７ １８４５１

２０１３ ２３７７０６１ ３５ ３７ ３８ ６ ２５７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３６１２４３ － ３９ ３７ ２４ ６ ２８００２

不同时期专利申请量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１９ ２３ １２ ２５ ２１ ３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１ ２３ １５ ５ ２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２ １７ ２０ １３ ２９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ｘｘ ／ ） 的数据计算得到。

我们从对比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的获得专利授权的容易程度开始。 图 １
显示的是金砖国家、 韩国和美国的专利授权率。 中国的专利授权率不到

５０％ ， 并且随时间推移较为稳定， 并不是特别高，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这表明在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专利批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７７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所授权的专利数量增长率， 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率相同，
均为 １９％ 。 这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并未放松审查标准。 而且， 同时期中

国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２８％ （见表 ３）。 一般认

为中国的企业、 个人和机构在发达国家申请的专利质量比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更高。 海外专利授权数量更快速的增长说明中国专利质量不断提升。

图 １　 金砖国家、 韩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率

注： 授权率的定义是 ｔ 年的授权量与 ｔ － １ 年的申请量的比值。
资料来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表 ３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量和中国申请人在其他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授权量

年份

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专

利授权量（件）

专利授权的类型分布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授权中申

请人来自外国

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其

他国家专利局的

专利授权量（件）

１９９５ ４５０６４ ８ ６８ ２５ ８ ７５

１９９６ ４３７８０ ７ ６２ ３１ ９ ５２

１９９７ ５０９９６ ７ ５４ ４０ ９ ３６

１９９８ ６７８８９ ７ ５０ ４３ １０ 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００１５６ ８ ５６ ３６ ８ １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３４５ １２ ５２ ３６ １０ ８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４２５１ １４ ４８ ３８ １３ １４３

２００２ １３２３９９ １６ ４３ ４０ １５ １９２

２００３ １８２２２６ ２０ ３８ ４２ １８ １８１

２００４ １９０２３８ ２６ ３７ ３７ ２０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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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专

利授权量（件）

专利授权的类型分布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授权中申

请人来自外国

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其

他国家专利局的

专利授权量（件）

２００５ ２１４００３ ２５ ３７ ３８ ２０ ３９８

２００６ ２６８００２ ２２ ４０ ３８ １６ ６３６

２００７ ３５１７８２ １９ ４３ ３８ １４ ６５９

２００８ ４１１９８２ ２３ ４３ ３４ １４ ８６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１９９２ ２２ ３５ ４３ １４ １５２９

２０１０ ８１４８２５ １７ ４２ ４１ ９ ２５８７

２０１１ ９６０５１３ １８ ４２ ４０ ８ ３４４７

２０１２ １２５５１３８ １７ ４６ ３７ ７ ４８８７

２０１３ １３１３０００ １６ ５３ ３１ ６ ８２１４

２０１４ １３０２６８７ １８ ５４ ２８ ７ １０６０３

不同时期专利授权量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１７ ３１ １０ ２２ ２８ 　 １８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２２ １８ ２７ １８ ９ ４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５ １８ ２０ １８ ３０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ｘｘ ／ ） 的数据计算得到。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专利授权量快速增长仅仅是因为专利数量基数小。 中

国 １９８５ 年才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的专利申请很少。
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回应这个质疑。 首先， 我们将样本分为两个时期，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然后分别计算两个阶段的专利年度增长率。 如

果基数小是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第二阶段的增

长率会更低， 因为这个阶段的基数更大。 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第二阶段

比第一阶段增速更低， 从专利授权的增速看， 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高出 ５ 个

百分点。
其次， 我们考察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在国外获得引用数量的变

化趋势， 从而测度中国国内所授权专利的质量。 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并没有

计算中国专利的国内引用数， 但是在发达国家授权的专利识别了所有引用的

专利———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 表 ４ 报告了中国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被国外专利引用的次数。 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 中国的发明专利的国外引用数年均增长 ３４％ ， 进而在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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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年均增速升至 ４９％ 。 实用新型专利引用数增长规律与发明专利类

似， 其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年均增长 ３６％ 。 中国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数增长

率甚至还超过了中国专利数量的增长率。 如果中国的专利质量都很低， 难以

想象外国专利会更多地引用它们， 至少相当一部分中国专利质量较高。

表 ４　 中国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的专利

　 　 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年份 发明专利（次） 实用新型（次）

１９９５ １００ ６５

１９９６ １１４ 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７４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１ 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４４ １２５

２０００ ３０３ １９８

２００１ ５２２ ３５７

２００２ ６６７ ４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１９ ６８１

２００４ １３５８ ８５１

２００５ １７６５ １０８９

２００６ ２９８４ １８３０

２００７ ５０８７ ２７２１

２００８ ９１８３ ４０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４７ ５０９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７８１ ７７５２

２０１１ ３０７０６ １１２４１

２０１２ ４５３６４ １６１３２

２０１３ ５５６４９ ２１０７２

２０１４ ７１３８３ ２３５４４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３４ ３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４９ ３９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４１ ３６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专利系统得到的引用数据计算得到。

最后， 我们将中国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

专利数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进行对比。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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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们控制 ＵＳＰＴＯ 授权的专利与 ＳＩＰＯ 授权的专利之间的质量差异。 表

５ 展示了金砖国家、 德国、 日本和韩国在 ＵＳＰＴＯ 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
在以上样本国家中，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增

长最快， 高达 ２８％ 。 不仅如此，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专利授权数增速优势近

期在拉大。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所获得专利数年均增速达到了 ３８％ ， 比增

速位居第二的印度还要高出 １２ 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同时期

韩国、 德国和日本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授权数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 １６％ 、
７％和 ７％ 。

表 ５　 金砖国家、 德国、 日本和韩国申请人在美国

　 　 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授权

单位： 件

年份 中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南非 德国 日本 韩国

１９９５ ６２ ６３ ３７ ９８ １２３ ６６００ ２１７６４ １１６１
１９９６ ４６ ６３ ３５ １１６ １１１ ６８１８ ２３０５３ １４９３
１９９７ ６２ ６２ ４７ １１１ １０１ ７００８ ２３１７９ １８９１
１９９８ ７２ ７４ ８５ １８９ １１５ ９０９５ ３０８４１ ３２５９
１９９９ ９０ ９１ １１２ １８１ １１０ ９３３７ ３１１０４ ３５６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９ ９８ １３１ １８３ １１１ １０２３４ ３１２９６ ３３１４
２００１ １９５ １１０ １７７ ２３４ １２０ １１２６０ ３３２２３ ３５３８
２００２ ２８９ ３３ ２４９ ２００ １１４ １１２７８ ３４８５９ ３７８６
２００３ ２９７ １３０ ３４１ ２０２ １１２ １１４４４ ３５５１７ ３９４４
２００４ ４０４ １０６ ３６３ １６９ １００ １０７７９ ３５３４８ ４４２８
２００５ ４０２ ７７ ３８４ １４８ ８７ ９０１１ ３０３４１ ４３５２
２００６ ６６１ １２１ ４８１ １７２ １０９ １０００５ ３６８０７ ５９０８
２００７ ７７２ ９０ ５４６ １８８ ８２ ９０５１ ３３３５４ ６２９５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５ １０１ ６３４ １７６ ９１ ８９１５ ３３６８２ ７５４９
２００９ １６５５ １０３ ６７９ １９６ ９３ ９０００ ３５５０１ ８７６２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７ １７５ １０９８ ２７２ １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４４８１４ １１６７１
２０１１ ３１７４ ２１５ １２３４ ２９８ １２３ １１９２０ ４６１３９ １２２６２
２０１２ ４６３７ １９６ １６９１ ３３１ １４２ １３８３５ ５０６７７ １３２３３
２０１３ ５９２８ ２５４ ２４２４ ４１７ １６１ １５４９８ ５１９１９ １４５４８
２０１４ ７２３６ ３３４ ２９８７ ４４５ １５２ １６５５０ ５３８４９ １６４６９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２１ ２ ２６ ４ － ３ ３ ３ １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３８ １８ ２６ １３ ６ ７ ７ １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２８ ９ ２６ ８ １ ５ ５ １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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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像很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一样， 有比一般国家更多的天才， 从而

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思想。 中国专利授权数量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 均与庞大的人口规模有关系。 为了打消这个疑虑， 我们在

做国际对比时应控制人口规模。 类似地， 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专利授权

数产生影响： 更富裕的国家能投入更多资源到研发活动 （ Ｒ＆Ｄ）， 而且

相比穷国具有更强烈的创新需要。 于是， 我们也在国际比较时控制人

均ＧＤＰ。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 我们将更多国家纳入研究样本中。 我们将各国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总数对人口规模 （取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取对

数）、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所重点关心的部分国家与年度固定

效应乘积做回归。 图 ２ 分别给出了日本、 德国、 韩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国家 ×

年份固定效应相对于各自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它反映的是在控制人口规模

和经济发展水平之后， 我们所关心的国家在 ＵＳＰＴＯ 的专利授权的时间趋势

相对于各国平均水平的表现。 由图 ２ 可知， 随着经济增长， 中国发明专利数

量实现了稳步增长， 而其他国家， 除了印度以外， 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趋势。

在相同的时期， 印度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专利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

中国在获得 ＵＳＰＴＯ 专利授权的表现远超印度。

图 ２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授权给各国的专利数量

注： 控制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的平方以及其他国家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美国专利数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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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专利对发明者的价值， 可以考察一项专利被其他专利申请人的

引用次数。 图 ３ 使用 ＵＳＰＴＯ 所有授权专利 （在后续年份中） 的引用次数

（前向引用）， 来替代图 ２ 中的专利授权数量。 我们再次发现， 中国和印度

的引用次数随着经济增长呈清晰的上升趋势。 因为中国比印度经济增速更

快， 中国专利引用数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 通过比较发现， 其他的金砖国

家、 日本、 德国和韩国并未出现类似规律。 重要的是， 如果试图线性拟合各

国的专利引用数和收入的对数， 那么图 ３ 表明在同等收入的情况下， 中国相

比其他金砖国家 （印度除外） 获得了更多的专利引用。

图 ３　 不同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的前向引用： 国际比较

注： 控制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的平方、 其他国家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美国专利数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 年）。

总而言之， 中国不仅是专利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 而且它们的质量也有明

显的提升。 相比其他金砖国家和 ＯＥＣＤ 的创新大国而言， 中国专利质量随时间

推移出现了显著提高。 简而言之， 中国创新的增长是真实而稳健的。

四　 创新增长的源泉

中国在创新上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有多个多种潜在的因素。

政府对研发活动 （Ｒ＆Ｄ） 的支持、 行业竞争、 市场规模和相对价格的变化

（例如不断上涨的工资） 均可能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增长。 在这一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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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可能的因素做一个研究。
首先， 研发的投资是获得专利的关键投入， 而中国政府已经为企业的研

发活动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补贴。 为了测量这些补贴的幅度， 我们将中国专利

数据库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ＡＳＩＥＣ） 的数据进行合并。 中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 覆盖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的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

售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规模以上私有企业， 其中包括企业所有制信

息。① 专利数据库包含了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２ 年申请且最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予的全部专利数据。 研发数据则来自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图 ４ 使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 分别画出了国有企业和

私有企业中的研发补贴与销售额的比重 （使用增加值数据作为分母的结果

类似）。 从图 ４ 可知，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只有这个时间段有补贴数据）， 国有

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获得了更高比例的补贴。 虽然中小型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

业获得了更多的补贴， 但它们相比私有企业在专利产出上的表现却更差。 正

如表 ６ 所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私有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年均增长 ３５％ ， 分

别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２３ 个百分点和 ９ 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专利份

额的下降， 主要来自国有企业部门的逐步收缩。 １９９８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中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 ３０％ ， 而到 ２００９ 年这一份额已经下降到

只有 ２％ 。 私有企业因其庞大的数量， 已成为创新的主要引擎。

４８１

① 虽然 ＡＳＩＥＣ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提出了灰色市场， 但是其质量看起来令人质疑， 为了保

守起见， 我们在这一章没有使用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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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补贴与销售额比率

注： 依据销售额将企业平均分为三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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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献中， 市场规模已经被认为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Ｌｉｎｎ， ２００４）。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
尤其是在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之后。 当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时， 出口企业保持其竞争力的一个方式， 就是创新。 正如表 ６ 和图 ５ 中所揭

示的， 中国的出口企业确实比其非出口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力。

图 ５　 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专利密度

注： 如果一个企业在某个特定年份出口额为正， 就被定义为那个年度的出口商。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中国的真实工资率以超过 １０％ 的年度增长率在上升。

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现在已经跨过了 “刘易斯拐点”， 这就意味着超低工资

的时代已经终结 （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企

业要么关停， 要么迁到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地区， 要么就进行创新。 表

６ 最后一列报告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授予份额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 特别地， 这些企业在总的专利授予数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长， 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５５％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６６％ 。 如图 ６ 所示，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 劳动

力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密度———使用授予的专利总件数与销售额的比率来度

量———增长比资本密集型企业快。 这一时期正是真实工资开始急剧上涨的阶

段。 可能正是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想方设法通

过更多创新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力。

当然， 上述的描述只是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 结论只是提示性的。 为了

评估这些因素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现在转向多元回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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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利密度

注： 我们将每年资本劳动比率高于中位数数值的产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为多数企业没有任何专利， 专利数量的分布并不是对数正态分布， 所以我们

不能简单通过对专利数量取对数来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 在此情况

下， 一个常用方法就是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然而， 当包含企业固定效应

时， 由于参数过多会在各年存在问题。 于是， 我们使用 Ａｌｌｉｓｏｎ （２００５） 混

合负二项估计方法： 首先， 我们计算了每个企业所有解释变量 Ｘ 的均值；
其次， 我们通过使用 Ｘ 的原始值减去均值， 从而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变

量———即， Ｘ － Ｘ 的均值 ； 最后， 我们使用这些新构造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并使用随机负二项模型。 这一方法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混合体， 而

且重要的是， 它极大地解决了固定效应负二项模型在条件估计上的缺点———
自动地去掉了那些所有年份中专利数量均为零值的企业。 我们估计的方程可

以写为方程 （１）：

Ｐｉｊｔ ＝ Ｆ（Ｓａｌｅｓｉｔ，Ｗａｇｅ ｊｔ，Ｓｕｂｓｉｄｙ ｊｔ，Ｔａｘｒａｔｅ ｊ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ＨＨｊｔ，行业或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Ｐ 是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获批准的专利数； Ｓａｌｅｓ 是企业 ｉ 在
第 ｔ 年的年度销售额； Ｗａｇｅ 是企业坐落的地理单元中该城市—行业—年度和

企业所有制类型下 （排除了企业自身） 的平均工资； Ｓｕｂｓｉｄｙ 是企业层面上

从政府获得的补贴额与总销售额的比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 是在企业层面的本年度

与上一年度支付的总利息与平均负债之间的比率； Ｔａｒｉｆｆ 是基于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的企业 ｉ 所在标准行业分类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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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ＳＩＣ － ２）， 获取产品水平匹配的关税数据 （使用行业—年度水平来计

算）， 构造的加权平均贸易伙伴平均关税率；① Ｅｘｐｏｒｔ 是一个表征该企业在

第 ｔ 年出口额是否为正的虚拟变量； 而 ＨＨ 是在行业—年度水平上的赫芬达

尔—赫希曼 （ＨＨ） 指数。②

毫无疑问， 许多解释变量是内生的。 本着工具变量方法的精神， 我们在

相同的城市—行业—所有制类型—年度的单元下， 使用所有其他企业在工资

率、 补贴率、 税率和利率等指标的均值， 来替代特定企业在这些指标中的特

定值。 其思想 （假设） 就是， 相同单元中所有其他企业的均值， 更多地反

映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条件 （对于工资变量而言） 或者当地的政策设

计 （对于其他三个变量而言）。 我们还去掉了企业数少于五个的数据单元。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将关税税率看作外生的， 这是因为它是贸易伙伴关税税

率的均值， 不太可能被中国单个企业系统地操控。
表 ７ 报告了混合负二项回归的估计结果。③ 回归得到了几个明显的结

论。 第一， 使用销售额来度量的企业规模与该企业获得批准的专利数正相

关。 毫不奇怪的是， 大型企业倾向于获得更多的专利授权。 第二， 出口企业

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具有创新性。 我们对企业规模与创新水平之间的正相关、
出口状态与创新水平之间的正相关不做因果性解释， 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

的。 我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两个回归元视为控制变量。

表 ７　 对专利计数的混合负二项回归： 基准情形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７∗∗∗ ０ ４９１∗∗∗ ０ ４３５∗∗∗ ０ ４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８１∗∗∗ ０ ０７１∗∗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９８１

①

②

③

我们使用标准工业分类二位编码 （ＳＩＣ － ２） 的目的主要是改善数据匹配效率。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使用下面的步骤来计算： ①对于每一个四位编码行业和年度 ｔ ， 计

算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 ②对于每一个四位编码行业和年度 ｔ ， 将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进

行加总。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越高， 市场竞争程度越低。
作为稳健性检验， 我们还使用了其他的设定， 例如固定效应负二项模型， 随机效应负二项

模型以及固定效应序数线性概率模型。 绝大部分变量的系数在质量上是非常类似的， 从而

变量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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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０８２∗∗∗ ０ ２２４∗∗∗ ０ １３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１ ０４８∗∗∗ － ０ ８４３∗∗∗ － １ １２３∗∗∗ － ０ ４８２∗∗∗

（０ ０７８） （０ １４６）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８）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１４３ － ０ ０８７ ０ ５４１∗∗ ０ ３５８

（０ ２２４） （０ ４２５） （０ ２６７） （０ ３２８）

观测个数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３８５２２ １１４１３７ ２７０４００ ２１３９５９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其他国家更低的进口税率能促进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从而促进

企业创新。 因为外国关税 （在很大程度上） 是外生的， 所以我们将这一系

数解释为因果效应： 国际市场的扩张或者新的出口机会使得企业更加具有创

新性。 表 ７ 的结果表明， 相关行业中贸易伙伴的加权关税税率每下降 １ 个百

分点， 专利授权数量平均会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在财政补贴的意义上， 有一些证据表明， 发明专利与研发补贴之间正相

关， 但是实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与研发补贴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因为发明

专利通常被认为比其他类型专利更具有创新性， 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财政补

贴促进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更高的税率似乎不利于创新， 税率的系数在所有四列中都是

负的， 其中三列在统计上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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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高的隐含利率来度量的更高的资本成本， 与多种类型的创新活动

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对数利率的系数为负， 并且对全部专利数以及实用新

型专利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工资水平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我们使用相

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替代单个企业自身的工资水平， 较好地消

除了内生性， 那么我们就能把估计系数解释为： 为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

本的挑战， 平均而言， 企业变得更具创新性。 当然， 相比欠缺创新性的行

业， 创新性行业倾向于雇用更多高技能型工人。 一般而言， 高技能工人比低

技能型工人获得的报酬更多， 从而导致行业层面平均工资与企业创新水平之

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注意到， 我们在表 ７ 中的回归包含了单独的企业固

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也就意味着包含了行业的固定效应）。 因此， 内生

性只在行业—城市—所有制类型—年度的层面上出现。 然而， 为了进一步消

除内生性， 我们将现在的平均工资替换为相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的滞后值

的均值， 我们发现了相同的定性结果 （见附录表 Ａ１）。 作为一个稳健性检

验， 我们使用城市—年度层面上的最低工资来替代相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

的平均工资， 并且再次发现相同的定性结果 （见附录表 Ａ２）。
然而， 绝对工资水平的上升， 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的冲击

程度不同。 为了研究这一特征， 我们加入了工资和表征该行业资本密集度的

哑变量交乘项。 劳动密集型企业被定义为在样本初期劳动力密度在全部企业

处于中位数以上的虚拟变量。 表 ８ 展示了估计结果。 在四个回归中的三个

（分别是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数和设计专利数）， 这个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 这些结果与引致创新理论相一致， 即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引致劳动力

密集型企业更具创新性从而生存下来。 表 ８ 中的结果对于工资变量的备选变

量 （无论是工资的滞后变量还是最低工资水平） 也是稳健的。 为了节约版

面， 使用滞后工资水平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估计结果在此就不赘述了。

表 ８　 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Ｗａｇｅ（ｌｏｇ）✕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ｕｍｍｙ

０ １６３∗∗∗ ０ ６９５∗∗∗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９）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６∗∗∗ ０ ４８３∗∗∗ ０ ４３３∗∗ ０ ４２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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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０８∗∗∗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０１∗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
（ｌｏｇ）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ｌｏｇ）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１ １３８∗∗∗ － １ ０９１∗∗∗ － １ １４１∗∗∗ － ０ ４７５∗∗∗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２）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９０ ０ ５９７∗∗ ０ ４５６

（０ ２２３） （０ ４２３） （０ ２６５） （０ ３２７）

观测个数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３６５５７ １１４０２３ ２６６１１５ ２１３６５２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被解释变量是专利计数。 这里使用的是混合负二项回归。 参考 Ｑｕ 等

（２０１３） 关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定义。

研究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表明， 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已经降低了例行重

复工作的岗位数。 参考 Ａｕｔｏｒ 等 （２００３） 的做法， 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变

量， “ｒｏｕｔｉｎｅ” 表征该行业是否属于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行业， 如果是， 取

值为 １， 否则则取 ０。 我们预期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时， 涉及大量例行

重复工作较多 （通常由低技能工人完成） 的企业， 更有可能创新以寻求替

代劳动力。 类似表 ７， 我们使用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方

法， 通过引入工资水平与该 “ｒｏｕｔｉｎｅ” 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方式， 来检验不断

上升的工资对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企业的影响。 正如表 ９ 中面板 Ａ 所示，
这个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四个回归中表现出了统计显著性。 换句话说，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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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不断上升， 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企业表现为更具创

新性， 可能是它们依靠更多的计算机技术。

表 ９　 工资水平对常规密集型产业与夕阳产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面板 Ａ：对常规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０ ４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２３７∗∗∗ ０ ７５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２）

面板 Ｂ：对夕阳产业的影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０ ０４０ － ０ ２２２∗∗∗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中报告的是混合负二项回归估计量。 传统产业的定义参考 Ａｕｔｏｒ 等 （２００３）。

当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 存在两

种类型的可能路径。 在那些可能发生创新的行业， 企业必须创新以谋求

生存。 在那些国际经验表明很难出现创新的行业， 创新是非常艰难的

（夕阳产业）， 退出或者关停是很可能发生的结果。 在夕阳产业内部， 由

于市场份额在不断萎缩， 这些企业因为担心失败难以收回成本， 更不愿

意做出研发投资。
我们将中国情形下的夕阳产业定义如下： 首先， 我们依据 ２０００ 年的

ＧＤＰ 水平选择了世界上除中国外的前 ４０ 经济体。 其次， 我们收窄了范围，
保留了那些人均 ＧＤＰ 在中国 １ ５ 倍以上且绝对水平低于 １２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的国家。 剩下的清单包括： 阿根廷、 巴西、 捷克、 墨西哥、 也

门、 波兰、 俄罗斯、 土耳其、 委内瑞拉和赞比亚。 最后， 使用这些经济体作

为参考点， 我们计算了每个国家每个行业的年度增长率， 以及使用 ＧＤＰ 作

为权重计算了样本国家的经济整体增长率。 如果一个行业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的年均增长率低于所有行业年均增长率的中位数， 那么它就被定义为夕阳

产业。
表 ９ 的面板 Ｂ， 显示了工资水平与夕阳产业虚拟变量之间交互效应的

估计结果。 只有在发明专利的回归中， 这一交互效应的系数才显著为负。
一般而言， 发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涉及更多的研发投入。
这些结果在交互效应中引入最低工资的滞后值时， 也是稳健的。 当市场

３９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前景比较严峻是， 夕阳产业的现有企业相对而言不愿意投资在研发活动

上， 从而相比其他行业发明专利数更少。 和那些与中国相比稍微富裕的

经济体一样， 中国的夕阳产业企业很可能增长比较慢并最终被朝阳产业

所取代。

五　 从产业升级到出口成就

我们接下来考察的是中国在专利和创新上的增长是否转化成了出口成

就。 这是一种市场检验：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意味着在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

产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中国企业只有通过充分提升劳动生产率或生产

高质量的产品， 才能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进而维持或增加它们在全

球市场中的份额。 尽管这一研究没有使用专利数据， 但可视为更广义的产业

升级与创新。
产品质量在标准的贸易统计中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我们使用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最先提出并由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ｅｌ （２０１３） 概述的方法

对出口质量进行度量， 即方程 （２）：

ｌｏ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 ｅｉｊｋｔ ＝ β０ ＋ Σｉ∈Ａ Σ４０
ｔ ＝２ β１ｉ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Ｙｅａｒｔ

＋ β２ ｌｏｇＧＤＰ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ｉｔ ＋ β３ ｌｏｇＧＤＰ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ｊｔ ＋ β４ ｌｏｇ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ｊｔ
＋ Σｋ∈ＢＰｒｏｄｕｃｔ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αｔ ＋ ρｋ ＋ εｉｊｋｔ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ｉ 是出口国， ｊ 是进口国 （或者目的国）， ｋ 是 ６ 位海关

（ＨＳ） 商品编码， ｔ 表示年份， 涵盖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市场份额和单位价值

定义为方程 （３）：

ｌｏ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 ｅｉｊｋｔ ＝
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Σｊ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３）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因为单位价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全球资源的价格， 那么它不一

定能纯粹反映产品的质量。 为了消除行业特定冲击对单位价值的影响， 我们

将单位价值进行标准化， 即减去产业层面的单位价值中位数， 即：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ｉｊｋｔ ＝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Ｍｅｄｉａｎ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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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了 ＧＤＰ 绝对水平最高的 ４０ 个经济体作为考察样本。 在使用不

同的样本时， 例如 Ｇ２０ 经济体或者 ＧＤＰ 排名前 ７０ 的经济体， 研究结论也是

类似的。 除了金砖国家、 德国、 韩国、 日本和美国以外， 进口国家组别与出

口国家组别的集合是一样的。 产品组由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依据出口价值排名前

５００ 的出口商品组成。 β１ｉｔ 是我们感兴趣的系数。
在图 ７ 中， 我们将估计的 β１ｉｔ 系数与感兴趣的 ９ 个国家 （德国、 日本、

韩国、 美国和金砖国家经济体） 的人均 ＧＤＰ 做图。 在所有国家中， 中国、
印度和德国随着经济增长， 它们的出口份额也在增长。 其他的三个金砖国家

经济体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 日本、 韩国和美国在那段时间表现出了出

口市场份额的下降。 至少基于控制某些变量后的出口市场份额的度量， 中国

产品的质量已经有稳步的提升。

图 ７　 各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

注： 回归中控制了产品的单价。 这样本覆盖了世界上最大的 ４０ 个经济体。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ＩＩ 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

ｉｄ ＝ １）。

六　 研发资源的错配

因为国有企业在政治上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且获得了不可忽视的资

源， 包括政府补贴。 我们在这一章节将研究中国在改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之间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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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９０ 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拉开序幕以来， 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全

部企业中的占比已经显著下降，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４％ （全部 ４５９８６０４ 家企

业中， 国有企业 １１０３６６５ 家）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全部 １８１７８９２１ 家

企业中， 国有企业 ５４５３６７ 家） （见表 １） 。 在政府 “抓大放小” 改革期

间， 几乎所有的小型国有企业被关闭或者被私有化了。 绝大部分留存下

来的国有企业相对规模较大， 并且处于上游行业或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 相比私有企业， 它们面临着更少的竞争， 不仅

如此， 它们相对而言获得了来自政府更多的金融支持， 例如银行贷款或

者研发补贴。
不仅如此， 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

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刺激计划， 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而这些资

金不成比例地直接流向了国有企业部门。 自 ２００８ 年以后， 这种偏向于国

有企业的政策和大量资金投入， 进一步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

（Ｂ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出现

下降 （Ｗｕ， ２０１３）， 而且为大量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提供了救命稻草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尽管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向私有企业收敛， 但

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仍然要比私有企业要低得多 （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整体而言， 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落后于私有企业 （Ｂｒａｎｄｔ，
２０１５）。

正如 Ｂｏｅｉｎｇ （２０１６） 回顾文献时指出的， 大部分的研究发现， 政府的

研发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 这一发现并不表明

研发补贴得到了有效配置。 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尽管国有企业一般而言比私

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研发补贴， 但是在专利授权数量上， 私有企业却比国有

企业有更快的增长 （见表 １０）。 这说明， 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存在着

研发补贴的资源错配。
正如图 ４ 所示，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 每单位销售额获得的

研发补贴比私有企业要高。 这很可能反映了地方政府向地方国有企业的补

贴。 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看起来得到了平等对待， 这反映两个方面的事

实： 一个是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提供更少的补贴， 另一个是大型私有企业

可能更有可能 ／资源去获得 “公平的” 研发补贴。 当考察税率时， 我们发

现， 相比私有企业，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实际税率 ［ （所得税 ＋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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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销售额］ （见图 ８）。 事实上， 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的总税

收减去总补贴数更高一些 （见图 ９）。

表 １０　 研发对专利产出的影响： 不同企业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Ｔｏｔａｌ

（２）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４）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Ｄ（ｌｏｇ）∗ＦＩＥ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Ｒ＆Ｄ（ｌｏｇ）∗ＳＯＥ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０）

Ｒ＆Ｄ（ｌｏｇ）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Ｓａｌｅｓ（ ｌｏｇ）
０ ２７４∗∗∗

（０ ０２２）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９）
０ ２５４∗∗∗

（０ ０２７）
０ ２８７∗∗∗

（０ ０３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Ｆｉｒｍ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ＩＣ ３００８００ ９３５８３ １９２００８ １３６３１０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因为只能得到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的研发数据， 所以我们在样本中仅仅包含了 ４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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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税率

注： 税率定义为 收入税 ＋ 增值税( )／ 销售额[ ]。 依据销售额， 企业被平均分为三

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企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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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净税率

注： 净税率定义为 收入税 ＋ 增值税 － 补贴额( )／ 销售额[ ]。 依据销售额， 企业被

平均分为三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企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表 １０ 展示了在控制企业销售额、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
专利计数相对于企业研发支出的回归结果。 为了评估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

研发支出上是否具有不同的专利授权弹性， 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企业所有制

类型与研发支出的交互项。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研发变量之间的交互项， 显

著为负， 这表明私有企业在研发支出的专利授予弹性上确实显著高于国有企

业。 换句话说， 国有企业不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地支配研发资源。 这是研发

补贴在不同企业间出现资源错配的初步证据。 如果补贴能够在不同所有制企

业之间更均衡地分配， 那么整个经济的创新绩效将会更高。
考虑到低税率能促进创新， 研发补贴也对创新促进作用， 私有企业比国

有企业在利用研发资源时更有效率， 那么推动如下改革就能提升经济效率：
（１） 同步降低税率和补贴率 （对政府净收入无影响）； （２） 只向那些社会

回报超过私人回报的经济活动 （例如研发） 进行补贴， 但公平对待不同所

有制类型。

六　 结论

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制造业在业者的工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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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大约 １４ 倍。 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之后劳动人口开始减少，
更增加了工资上涨的压力。 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应对不断

上涨的工资压力。
中国能不能良好地应对挑战？ 人们经常提到 “中等收入陷阱” ， 意

思是只有少数经济体能从中等收入变成创新型高收入的经济体。 政府和

部分学者确实表达了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比如，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Ｍａ， ２０１６） 。 韩雪辉和魏尚进 （Ｈ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２０１５） 运用转移矩

阵分析和非参分析 （回归树） 发现数据不支持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假

说。 但是， 在特定条件下， 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确实可能出现增长停滞

甚至倒退的现象。
我们发现， 在参与全球贸易和工资上涨的压力下，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已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 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

驱动型转化。 因此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
如果中国能继续找到有效的办法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型， 就有很大机

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国企在

创新方面的效率低于民企， 却仍能获得更多政府补贴。 如果政府能消除

歧视性的研发补贴， 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同一起点赛跑， 那么就可以减

少资源错配、 提升效率。 其他的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推进教育改革， 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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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数据

出口数据来自法国展望研究及国际信息中心在较高水平的产品分类基础

上开发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 原始数据由联合国统计司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提

供。 ＢＡＣＩ 数据库采用原始程序构造程序， 调和可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申报

结果。 这个协调过程使得与原始数据库相比， 大大扩展了贸易数据可得的国

家数目。 ＢＡＣＩ 数据库提供了 １９９５ 年以来 ２００ 多个国家海关六位产品编码分类

的双边出口贸易额和贸易量数据。 这一数据库每年都会更新。 如果要获取更

详细的信息， 见：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 ｉｄ ＝１。
笔者基于中国公司注册数据库对现有企业和新企业的总数进行制表。 用

于国际比较的专利数据来自 ＷＩＰＯ 和 ＵＳＰＴＯ 数据库。
回归表格中所使用的数据， 是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ＩＰＯ） 国家专利

数据库的合并企业专利数据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和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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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附加表格

表 Ａ１　 对专利计数的混合负二项回归： 使用滞后工资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１９∗∗∗ ０ ４５４∗∗∗ ０ ４１８∗∗∗ ０ ４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１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１）

Ｌａｇ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５１０∗∗∗ ０ ８９０∗∗∗ ０ ７９０∗∗∗ ０ ５４１∗∗∗

（０ ０５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０）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０ ８５０∗∗∗ － ０ ３１４∗ － ０ ６６６∗∗∗ － ０ ４５４∗∗∗

（０ ０９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０）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２３８ － ０ ０９２ ０ ６２２∗∗ ０ ３３７

（０ ２４０） （０ ４２９） （０ ２７９） （０ ３６１）
观测个数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３６８３３３ ９９２１８ ２２９７１６ １７３８３６

　 　 注：∗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工资变量的值滞后一年。

表 Ａ２　 对专利计数做混合负二项回归： 使用最低工资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０∗∗∗ ０ ４４１∗∗∗ ０ ４３４∗∗∗ ０ ４３５∗∗∗

（１ １２６） （２ １８６） （１ ４２４） （１ ７９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０４∗∗∗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１４８∗∗∗

（２ ２０８） （４ ３５１） （２ ７７２） （３ ５５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３１８∗∗∗ ０ ４８４∗∗∗ ０ ６０７∗∗∗ ０ ３７１∗∗∗

（４ ８９０） （９ ５６９） （６ ３５４） （７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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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５２６） （０ ９７８） （０ ６６４） （０ ８５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０ ０５０∗∗ 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３∗

（１ ９９４） （３ ７７４） （２ ５２３） （３ １３０）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１ １４０） （２ ２７７） （１ ４０７） （１ ８２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９ １５６∗∗∗ － ６ ２７９∗∗ － ８ ３５４∗∗∗ － ４ ７７２∗∗∗

（１１２ ５６４） （２５８ １７０） （１８４ ７８１） （１２７ １２０）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５ ０ ４８６∗ ０ ５１７

（２１ ９０１） （３８ ６７０） （２６ １７８） （３３ ４２９）

观测个数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６１０９４ １２４６３３ ２８３５６６ ２１７４２２

　 　 注：∗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度

水平的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最低工资是城市和年度的水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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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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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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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



生产力、 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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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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
收敛的经验研究

杨朝峰　 赵志耘　 张志娟

引　 言

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中， 增长极理论被广泛用作区域发展的指导理论。 由

法国经济学家 Ｐｅｒｒｏｕｘ （１９５０） 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要实

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

数个 “增长中心” 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 因此， 增长并非出现在所

有地方， 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 这些增长点或

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 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增长极

理论因其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更加真实， 被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广泛应用于经济规划、 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加大。 虽然近

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但整体效果仍不

明显。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重

要因素。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

力，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 创新能力是否对经济收敛产生影

响？ 如果有， 如何优化创新资源的区域布局，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这

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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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经济收敛概念源于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由于该模型假定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在拥有同样技术的情况下， 后发地区

应该比先发地区增长得更快。 然而， 尽管 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８６） 和 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Ｉ⁃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２） 等的经验研究表明美国不同州之间， 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

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 但是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４） 等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３） 的检

验结果表明欧洲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不存在收敛。 国内对于区域经济收敛

性的检验，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在进行区域经济收敛性检验时不考虑空间

效应。 大部分检验都表明， 中国区域经济不存在全域性的绝对收敛， 但存在

条件收敛。 魏后凯 （１９９７） 对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检验结

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趋于收敛。 蔡昉和都阳 （２０００）、 沈

坤荣和马俊 （２００２） 的实证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存在全

域性的绝对收敛， 但存在条件收敛。 王铮和葛昭攀 （２００２） 的研究表明中

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俱乐部收敛。 林毅夫和刘明兴 （２００３） 的研究表明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９ 年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条件收敛。 第二类区域经济收敛性研究则

在实证模型中考虑到了空间相关性。 大部分研究都发现， 在考虑空间相关性

之后， 中国区域经济存在全域性的绝对收敛。 林光平等 （２００５） 采用空间

经济计量方法， 发现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２ 年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收敛的趋势。 吴

玉鸣 （２００６） 研究发现， 当考虑空间效应后， 各省域的经济表现出较为显

著的条件趋同。 潘文卿 （２０１０） 将空间效应纳入收敛检验模型后发现， 中

国在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里存在着在全域范围内的绝对收敛特征。 任玲玉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Ｒ＆Ｄ 边际生产力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驱动效应。
这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对于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这

些研究也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 一是绝大多数文献在进行收敛性检验时

使用忽视空间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模型估计， 或者尽管考虑

到了空间效应， 但在选择空间权重时过于简单化， 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

在模型的设定偏差问题， 进而导致研究得出的各种结果和推论不够完整、 科

学， 缺乏应有的解释力 （吴玉鸣， ２００７）； 二是尽管现有文献研究了政策、
技术引进等方面因素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但很少将创新能力作为条件收敛的

解释变量。 鉴于此， 本文将在借鉴经济收敛理论框架基础上， 通过扩展经济

收敛模型， 借助空间计量等研究方法开展实证检验， 探讨创新能力对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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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的影响， 为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

理论支撑。

研究设计

所谓经济收敛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呈负相关，
从而使得两国间的经济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经济收敛的概念也可以用于

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关系上。 经济收敛可分为两类： d收敛

和b收敛。 d收敛是指不同地区人均收入的方差或者离散系数随时间的推移趋

于减小的过程。 宏观经济主要关注的是b收敛， 这种形式的收敛主要表现为

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 从而导致前者的人均收入逐渐赶上

后者。 如果b收敛是以一些因素 （如人力资本、 政策变量、 基础设施等） 为

条件的， 则称之为条件b收敛， 否则就是绝对b收敛。 创新可以提高劳动和

资本的生产率， 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

增长收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创新扩散来实现的。 区域创新扩散的动力源于区

域内存在的创新能力的 “位势差”， 由于相邻区域具有某些方面的共缘性与

相似性， 使创新能在相邻区域间更顺利地实现扩散， 逐渐减少创新能力的

“位势差”， 实现创新能力的某种收敛性， 从而在一定条件下， 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增长趋于收敛。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收

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在以往的经济收敛实证研究中， 所采用的检验模型

一般都是对 Ｂａｒｒｏ 与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２） 提出的收敛性分析框架的简化。
本文在其模型中引入创新能力控制因素并进行简化， 得到区域经济绝对b收

敛的检验方程为：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 中， ｙｉ，ｔ 是第 ｉ 个地区第 ｔ 年的人均 ＧＤＰ， Ｔ 为考察期，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 ＋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是地区 ｉ 在时期 ｔ 到 ｔ ＋ Ｔ 的真实人均 ＧＤＰ 的年增长率；

ｌｎ ｙｉ，ｔ
( ) 是地区 ｉ 在时期 ｔ 的真实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自然对数。 α 是常数项， b

是收敛系数， ε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 条件b收敛是在绝对b收敛模型中增加了控

制变量 （本文中是创新能力）， 其检验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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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εｉ，ｔ （２）

式 （２） 中， Ｐ ｉ，ｔ 是反映 ｉ 区域第 ｔ 年的创新能力的变量。 国外学者多认

为区域创新能力是由生产一系列相关创新产品的潜力来确定的， 最重要的因

素是 Ｒ＆Ｄ 存量 （Ｆｕ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区域创新能力

是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最重要的因素是专利申请量。 近

年来， 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对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日益显现， 并且成为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区域创新能力居前省市， 往

往都是发明专利受理量和授权量排名靠前的省市。 因此， 本文用发明专利申

请量来衡量区域创新能力。
上述经济发展的b收敛检验是基于传统的计量方法进行测算的， 没有考

虑到空间效应。 毫无疑问，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发展， 它总是

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发展往往会影响到临近地区或者

更远的地区。 空间效应包括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差异性： 前者指一个地区的样

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 后者指由于空间单位的异质性而产生的

空间效应在区域层面上的非均一性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１９８８）。 这两种空间效应对应

的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为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ＬＭ） 和空间误

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相应地，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和条件b

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表达式分别为：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ρ

Ｔ Ｗ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εｉ，ｔ （３）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ρ
Ｔ Ｗ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εｉ，ｔ （４）

式 （３） 和式 （４） 中， ρ 是空间滞后系数， 衡量权重矩阵观测值之间的

空间相互作用的程度， Ｗ 是空间权重系数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模

型的关键， 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简单的邻近矩阵， 然而， 相邻地区间的

经济联系并非完全相同， 一般而言， 区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随相隔距离的增

加而减弱。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空间距离与空间相关程度成反比关系， 本文采

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 Ｗ 中元素的取值。
类似地，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和条件b收敛的空间误差模型表达式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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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１ － λＷ） －１ μｉ，ｔ （５）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１ － λＷ） －１ μｉ，ｔ （６）

式 （５） 和式 （６） 中， λ 是空间误差系数， 反映回归残差之间空间相关

强度的参数， μｉ，ｔ ～ Ｎ（０，σ２ Ｉ） 。
上述模型中， 如果b的估计值显著为负， 则说明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与初始时期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呈现负相关， 经济落后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速

度比发达省份要快， 因而存在区域经济的b收敛。 空间计量模型不再适合用

ＯＬＳ 进行估计， 一般采用极大似然法 （ＭＬ） 进行估计而得到可信的参数估

计值。 此外， 根据 β 的估计值， 可以出计算出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速度 θ
以及用收敛的半生命周期 τ 表示的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所需的

时间：

θ ＝ － ｌｎ １ ＋ β( )

ｔ （７）

τ ＝ ｌｎ （２）
θ （８）

在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之前， 首先需要判断区域经济间的空间相关存在与

否， 一般通过 Ｍｏｒａｎ （１９５０） 最早提出来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来进行， 其表达式

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ωｉｊ（ｘｉ － ｘ

－
）（ｘ ｊ － ｘ

－
）

Ｓ２∑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９）

式 （９） 中，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 ２ ， ｘ

－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ｉ 表示第 ｉ 个区

域的观测值， ｎ 为区域个数， ωｉｊ 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之间的空间权重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１ 就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性越强。 对空间滞

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选择， Ａｎｓｅｌｉｎ 等 （１９９７） 提出了如下判别准则： 如果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发现 ＬＭＬＡＧ 较之 ＬＭＥＲＲ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则

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如果 ＬＭＥＲＲ 比 ＬＭＬＡＧ 的统计量更显著， 则选择空间

误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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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范围是中国 ３１ 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 考察期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人均 ＧＤＰ
采用 ２０００ 年价格。

估计结果与分析

区域人均 ＧＤＰ 空间相关性检验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我国省际人均 ＧＤＰ 可计算得到其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见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年间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通过了 ５％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尽管存在波动， 但都在 ０ ５ 以上， 而且整

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活动并不是处于随机状态， 而

是在地理空间上呈现集聚现象， 且这种集聚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 也就是

说， 我国人均 ＧＤＰ 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趋于

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相邻， 而经济落后的省份趋于和经济落后的省份

相邻。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指数

模型及权重的选择

为便于比较， 本文先用 ＯＬＳ 估计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

的检验方程， 得到结果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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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变量 估计值 标准误差

α 　 ３ ７２３６∗ ０ ５２４０

β － ０ ２８８４∗ ０ ０５８４

Ｒ２ ０ ４５６７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４３８０ —

ＡＩＣ － １７ ５５６ —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１ 可以发现， 收敛系数为负， 与预期一致， 且在 １％ 水平下显著，
但模型的拟合系数偏低， 说明模型的设定或者估计方法存在问题。 对模型拟

合残差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残差项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 其空间自相关

系数为 ０ ０１５５， ｐ 值为 ０ ０２２５。 这进一步说明 ＯＬＳ 模型忽略地区间的空间

相关性会带来结果的误差， 因而需要利用空间权重矩阵对 ＯＬＳ 模型进行

修正。
在空间权重的选择上， 我们首先采用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简单邻近矩阵

对 ＯＬＳ 模型进行修正。 利用 Ｒ 语言的 ｓｐｄｅｐ 扩展包对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的

空间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邻近矩阵权重）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值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值

α ３ ８３４２∗ ０ ７３８１∗

β － ０ ２９５６∗ ０ ０５２７∗

ρ ／ λ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１７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 ８０７５ １１ ７８２５

ＡＩＣ － １５ ６１５ － １５ ５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２ 可以发现， 在以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

矩阵时， 空间滞后系数 ρ 和空间误差系数 λ 均不显著， 说明邻近省份的经济

发展对其自身经济发展没有造成统计意义上的影响； 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不

强， 将其纳入模型作用不大。 同时， 从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来看， 空间滞

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别为 － １５ ６１５ 和 － １５ ５６５， 大于不考虑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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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ＯＬＳ 模型的 － １７ ５５６， 说明如果以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

模型的权重矩阵反而降低了模型的拟合程度。 邻近矩阵假设地区之间在地理

上相邻则权重矩阵中对应数值取 １， 否则对应数值取 ０， 也就是说对所有相

邻地区的关系都简单地视为相同， 对所有不相邻地区都视为没有影响。 事实

上， 相邻地区间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不可能完全一样， 需要加以区别； 不相邻

地区仍然会存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

通过前述检验可知，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相

关性越来越强， 如果忽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如

果采用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矩阵也无助于模型的

改善。 鉴于此， 本文在分析时将采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

区域经济收敛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取值。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往

往具有阶段性， 因此除了考察整个期间的经济收敛性外， 本文还将考察期划

分为两个时段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分别进行考察不同时间段

的经济收敛性。 为了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来检验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适用性。 检验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整

个考察期还是两个时段， ＬＭＬＡＧ 较之 ＬＭＥＲＲ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因而选

择空间滞后模型。 采用空间距离倒数矩阵作为权重， 对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

的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空间距离倒数权重）

年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α ５ ６４４９∗ ３ ９４１５∗ １ ０２７７∗

β － ０ ３７０６∗ － ０ ２１４３ － ０ ０８９８∗

ρ ０ ７６８８∗∗ １ １２０２∗∗ ０ ５２２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 ２１９０ １４ ５２９０ ３５ ６４８０

ＡＩＣ － １６ ４３８ － ２１ ０５８ － ６３ ２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来看， 空间滞后模型 ＡＩＣ 均小于不考虑空间效

应的 ＯＬＳ 模型， 说明如果以空间距离倒数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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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矩阵有利于改善模型的拟合度。 对数似然值的增大也表明该模型优于以

邻近矩为权重矩阵的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

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空间滞后系数 ρ 为 １ ２１０２， 并且通过了

５％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我国省际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

自相关，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在省际存在溢出效应，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邻

近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收敛系数b为 － ０ ３２９５， 且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期初经济水平是负相关的。 也

就是说， 期初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 其增长速度会放缓， 而期初经济水

平相对较低的省份， 其经济增长速度则会较快。 检验结果表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收敛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经济收敛检验结果

来看， 收敛系数b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在这一时间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

存在收敛现象。 但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发展是收敛的 （收敛系数b

为 － ０ ２４０１，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事实上， 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赫芬达尔指数等其他指标来看， 它们在考察期内的趋势也是在下降的， 见图 ２。

图 ２　 区域经济发展四种差距指标①

①从图 ２ 还可看出， 虽然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赫芬达尔指

数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整体是下降的， 但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却保持了相对稳定，
只是从 ２００６ 年后才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验证了本

１３２

① 指标利用 Ｒ 语言 ｉｎｅｑ 扩展包计算得到， 赫芬达尔指数在次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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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实证结果。 此外， 据 β 的估计值， 还可以计算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

域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速度为 ３ ６３４％ ， 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为 １９ ０７ 年， 也就是

说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平均需要 １９ ０７ 年。

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除了进行绝对收敛分析外， 本文在空间模型中纳入区域创新能力， 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检验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α ４ ４２０７∗ ２ ７３８０∗ １ ４６６９∗

β － ０ ３４４９∗ － ０ １９６９ － ０ １３５６∗

ζ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４０１
ρ １ ３１０２∗∗ ０ ６３２１ ０ ４５２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３ ００４５ １３ ７５７３ ３６ ２５５０
ＡＩＣ － １６ ００９ － １７ ５１５ － ６２ ５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空间滞后参数

ρ 为 １ ３７５２， 并且通过了 ５％ 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

的空间滞后系数比绝对b收敛的空间滞后系数大， 说明我国创新活动及其创

新成果的扩散有利于增强省际的经济发展互动程度。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条件收

敛系数b为 － ０ ４６６０， 且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整

个经济空间里存在条件b收敛。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６９６， 且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省份的创新能力每提升 １ 个百分点， 能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６ ９６ 个

百分点。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经济条件收敛检验结果来看， 收敛系数b在统计上

不显著， 说明在这一时间段即使加入控制因素创新能力，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也不存在收敛现象。 但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发展是条件收敛的 （收敛

系数b为 － ０ ２３５９，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区域创新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渐显现， 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
类似地， 根据条件收敛系数b的估计值， 可以出计算出在考虑创新能力

后， 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条件收敛速度为 ３ ０２１％ ， 比绝对收敛速度慢 ０ ６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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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条件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为 １２ １５ 年， 也就是说在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的

影响后， 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时间要比不考虑区域创

新能力时快近 ７ 年。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矩阵对我国 ３１ 个

省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探讨了区

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 在考虑空间效应后， 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既存在条件收敛， 也存在绝对收敛； （２）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比以前明显； （３） 在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后， 我国

区域间经济的收敛的速度将提高。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 这一结论无法从 ＯＬＳ 框架中得出。

虽然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 短期内绝对收敛不明显， 但从长期来看， 中国存

在绝对收敛趋势， 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因此，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符合

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言的原意， 而不是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影响之后表现出的

经济收敛。 这也表明我国采用增长极理论来发展经济不仅是可行的， 也是有

效的。 尽管地理条件、 资源禀赋等因素可能对收敛趋势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仍表现出明显的

收敛。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如何通过有效的干预控制和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 是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点目标所在， 也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等很多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经济收敛

速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表明， 创新能力也对经济收敛的速度有显著的

影响， 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 都为相对落后地区

的学习提高提供了 “后发优势” 的机会， 从而导致收敛的发生。 因此政府

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 应注重空间相关性的相互作用机理， 要使各区域充

分利用创新资源禀赋以及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
如果创新资源过度集聚、 创新水平严重不平衡的二元空间格局无法得到

改善， 中国经济发展将步入创新主导的区域差距再次扩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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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专利保护与企业研发支出

尹志锋　 毛 昊

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 本章从因果关系视角研究加强专利保

护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进一步考察企业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和保

护途径选择三类因素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１） 与传统市场动机相比， 强专利保护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

的企业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２） 专利积累规模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显著的效

应， 而专利结构 （使用发明专利在全部专利中的比重来表示） 对研发支出的积

极效应并不显著； （３） 行政保护的利用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积极的影响。

问题提出

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利保护制度需要在激励创新所带

来的动态高效以及市场垄断所带来的静态低效之间维持基本的平衡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６９；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 １９９０）。 围绕着专利保护增强是否能够增加企

业研发投入并以此促进企业创新， 学术界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Ｊａｆｆｅ 和 Ｌ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６）、 Ｂｏｌｄｒｉ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０８）、 Ｂｕｒｋ 和 Ｌｅｍｌｅｙ （２００９） 强调专利保护

并没有促进企业研发， 甚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研发的积极性； 过分热

衷于专利保护将导致社会中垄断的无效性， 同时也限制了知识的分享。
从跨国经验的层面来看，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３） 发现， 严格的专利保护加剧

了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垄断权利， 削弱了研发激励并降低了全球技术进步的速

度。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１） 进一步指出， 过强的专利保护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学习成本， 从而不利于技术追赶。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专利制度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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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Ｇｉｌｂｅｒｔ， ２０１１）， 但依然显示出对于创新的正

向激励功能。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１） 指出， 借助技术许可和外商直接投资

途径，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速率的提升。
基于以上学术研究争论， 借助实证研究讨论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就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此， 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 通过构建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发现更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全球的创新发

展； Ｋａｎｗ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以及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基于跨国宏

观数据， 分别考察了专利保护对一国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 发现国别

专利保护与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正相关性； 在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专利保

护强度的创新作用机制方面，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８６） 指出专利保护对企业研发的

影响依产业而异； 尹志锋等 （２０１３） 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增强通过增加企

业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来提升东道国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 发现促进研

发投入的作用机制显著。
既有研究对于理解专利保护强度的创新促进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

上述研究在因果关系识别上还有待完善。 不论是采用联立方程组， 还是滞后

阶段的专利保护水平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Ｋａｎｗ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来解析专利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存有异议： 专利保护程度本身具有自相

关性， 上述实证策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基于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 但得到的政策效果可能还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未能真正从

实证层面得到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 从研究设计及数据信息层面来看， 能较

好避免双向因果关系， 同时分离专利保护增强促进研发增加的作用效果的途

径是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 可直接询问企业诸如 “如果专利保护增强，
你是否会增加研发投入” 之类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研究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此类调查通常具有高实施成本、 低回收比率等特征， 在美国、 欧洲、 日

本、 韩国等国家的创新调查和国家专利调查中鲜有尝试， 我们也尚未发现基

于调查数据考察专利保护创新促进效果的国际文献。
本章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调研、 收集整理的大规模专

利调查数据， 研究专利保护对推动创新的影响。 本章在以下两个维度丰富了

既有文献： 一是基于问卷中提出的问项 “专利保护强度 （加强） 对企业研

发投入影响” 所含信息， 从因果关系角度识别专利保护增强对于企业创新

投入的影响； 二是基于本国创新企业 “专利动机、 专利结构、 保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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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解释强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为特征和创新活动企业间的结构

差异。 本研究对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的探讨， 将为我国强化专利保护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为企业充分发挥专利保护的创新促进效应、 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研究假说和设计

研究假说

　 　 专利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技术积累和国家政策

的影响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０；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

和市场实践表明， 强专利保护能提升技术可专有性①， 增加创新收益， 进而

激励企业研发。 然而，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会因特定因素而产生削减，
甚至发生改变。 例如，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０） 指出， 专利保护强度与经济发展间

存在 Ｕ 形关系， 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 知识产权保护的促

进效果方能显著体现， 如果尚未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专利保护强度的提升可

能对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带来不确定影响。 类似地，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显示， 一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强度并非单调地依赖于发展水平， 专利

保护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 Ｕ 形关系。 据此， 我们不仅需要从总体上考

察专利保护强度是否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更需要深入考察不同情境、 不同

影响因素对于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调节效果。 从企业知识产权创造、 运

用、 保护和管理的战略环节及影响企业创新过程活动构成角度出发， 我们认

为上述因素应至少包括： 申请专利的动机、 获取专利的数量规模与质量结

构、 企业专利维权途径选择等。 基于此， 我们提出以下三组假说。
假设 １： 专利动机差异对研发促进效果产生不同影响， 政策驱动及战略

性动机将降低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
政府通常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在优先发展的企业和部门中配置资源， 通过

行政命令推动改革 （林毅夫， ２００３）。 在专利领域， 政府政策对于企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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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为亦表现出较强的影响。 当企业专利申请、 维持行为并非旨在获得并运

用专利技术， 而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政府资格认定、 行政考核硬性要求时， 必

然降低强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 此外， 随着市场竞争条件下专利工具性属性

的增强， 专利制度也在产生异化。 Ｈａｒａｂｉ （１９９５）、 Ａｒｕｎｄｅｌ （１９９５）、 Ｃｏｈｅｎ
和 Ｇｏｔｏ （２００２） 以及 Ｂｌｉｎｄ 等 （２００６） 的研究表明， 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 企业申请与维持专利并非仅局限于利用专利拓展市场、 保护研发成

果、 防止技术被模仿等传统职能， 而更多地表现出战略性的非实施特征，
如对竞争对手形成抑制或封锁、 宣传与提升企业形象、 形成专利和丛林

标准等。 与传统专利实施动机 （如旨在对专利进行产业化使用） 相比，
非实施动机更强调专利的宣传、 获取谈判筹码等战略性工具属性， 对于

传统研发的依赖性降低， 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

效应。
假设 ２： 专利数量及质量结构与专利保护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呈正相

关。
专利数量是企业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表征。 随着专利累积数量增

多， 企业能够获得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与经营利润， 进而在维持专利数量

规模与持续研发创新间形成良性循环。 专利质量结构是指发明专利、 实用新

型专利和设计专利的比例。①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发现， 在技术追赶的阶

段， 获取实用新型专利是一条有效的学习路径。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１９９９）
的历史研究也发现， 在日本技术追赶过程中， 实用新型带来的技术溢出作用

显著。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实用新型较发明专利质量更低， 不利于企业达到创

新前沿。 关于这一点，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２） 和 Ｂｅｎｅｉｔｏ （２００６） 的研究表明， 如

果一个企业希望实现更高的技术能力， 它应该投资到发明专利而非实用新型

上。 据此， 我们推断， 企业的专利结构的优化 （企业专利中发明专利占比

越高） 将带来更大的研发激励效果。
假设 ３： 如果企业能够主动运用专利行政、 司法制度来进行专利维权，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更显著。
中国的专利保护具有 “双轮驱动” 特点， 即企业可以选择行政保护与

９３２

① 在中国有三种类型的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不同于发明专利， 实用

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在授权时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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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两种不同途径来进行维权。 尽管学术界对于应该以行政保护为主导

还是以司法保护为主导尚存在诸多争议， 但两者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及其互补

性也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其中，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赋予了司法保护以制度

优势； 行政执法具备简便、 快捷、 效率高的优势， 在使专利侵权成本大幅提

高的同时使维权成本显著降低； 对此我们预期， 如果企业能够更充分利用两

种维权机制， 专利保护强度增强所带来的研发促进效应更大。

数据与模型设定

我们使用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国家知识产

权局自 ２００８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专利调查， 其中， ２０１３ 年调查的样

本框为 ２０１２ 年国内授权专利。 调查为抽样调查， 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

方法， 同时辅以配额抽样。 ２０１３ 年调查的抽样框包括 ７７７３０８ 件专利； 抽取

样本覆盖 ２６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共 ６５ 个城市。 ２０１３ 年调查涉及专利

权人共 １１１４１ 个， 企业 ９１６１ 家； 抽取专利 ３３６６７ 件， 其中企业专利 ２２６１５
件。 调查最终回收率为 ８７ ７％ ， 其中有效问卷占 ９３ ７％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专利保护强度 （加强）
对您所在企业研发投入有何影响？” 答案选项包括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

增加”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减少” “没有明显影响” 及 “不清楚”。 该

问项信息有利于揭示专利保护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因果关系。 另外， 问卷也涵

盖了较为丰富的、 有利于揭示政策效果差异性的变量信息 （后文将详述），
同时还包括能够反映企业基本特征的变量， 如企业所在省份、 所有制、 企业

规模、 企业资质 （是否为省级以上政府认定的知识产权企业、 是否为高新

企业、 是否为中央属企业） 等方面的信息。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验证假说 １ ～ 假说 ３ 是否成立。 由于被解释变

量为反映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大小的排序变量， 我们将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 （Ｃａｍｅｒｏｎ 和 Ｔｒｉｖｅｄｉ， ２００５； Ｌｏｎｇ 和 Ｆｒｅｅｓｅ， ２００６）。 具体

的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取决于企业一系列特征

因素， 用向量 Ｘ 表示； 基于每个企业的特征会有一个潜在的政策促进效果

ｙ∗， 假定 ｙ∗ ＝ Ｘβ ＋ e， 且e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存在 ２ 个临界值 ａ１、 ａ２， 令

ａ１ ＜ ａ２。 当 ｙ∗小于或等于 ａ１时， ｙ 等于 １， 当 ｙ∗大于 ａ１且小于 ａ２时， ｙ 等于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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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 ｙ∗大于 ａ２时， ｙ∗等于 ３。 具体而言， 令Φ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我们

有如下回归方程：

ｐ ｙ ＝ １ ｜ Ｘ( ) ＝ ｐ ｙ∗
£ａ１ ｜ Ｘ( ) ＝ Φ（ａ１ － Ｘβ） （１）

ｐ ｙ ＝ ２ ｜ Ｘ( ) ＝ ｐ ａ１ ＜ ｙ∗
£ａ１ ｜ Ｘ( ) ＝ Φ ａ２ － Ｘβ( )－ Φ（ａ１ － Ｘβ） （２）

ｐ ｙ ＝ ３ ｜ Ｘ( ) ＝ ｐ ｙ∗ ＞ ａ２ ｜ Ｘ( ) ＝ １ － Φ（ａ２ － Ｘβ） （３）

其中， ｙ 为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的排序变量， Ｘ 主要包括如下变量：
反映假说 １ 的变量， 包括企业专利维持行为的市场属性和企业战略性专利运

用强度； 反映假说 ２ 的变量， 包括企业的专利数量与专利结构变量； 反映假

说 ３ 的变量， 即企业维权方式选择及对专利行政执法的信心。 与此同时， 结

合数据可获得性，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一些反映企业资质的变量， 如企业

是否为经过省级以上政府认定的知识产权企业、 是否为高新企业、 是否为上

市企业、 是否为中央所属企业及企业所在的省份、 所处行业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列举了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 除特殊说明外， 表

中的变量均直接取自专利调查的企业调查部分。 非直接取自调查问卷或需要

经过特定程序构建的变量包括： 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有

效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占比、 行政保护维权、 司法保护维权、 专利执法

信心。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Ｎ ＝４０６７）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ｄｙ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程度（１ ～ ３） ２ ４８ ０ ６１ １ ３

ｄｕｍ＿ｍａｒｋ 市场型专利维持 ０ ７９ ０ ４１ ０ １

ｆｓｓ＿ｒ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０ ５６ ０ ２５ ０ １

Ｔｏｔｐａｔｇ 有效专利数量（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６０ ０ ４９ ０ １

ｉｎｖ＿ｓｈａｒｇ 发明专利占比（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１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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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ｕｍ＿ａｄｍ＿ｂｈ 行政保护 ０ ８３ ０ ３８ ０ １

ｄｕｍ＿ｌａｗ 司法保护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１

Ｘｚｂｈｘｘ 专利执法信心 ０ ３１ ０ ４６ ０ １

Ｏｗｎ 所有制 １ ３２ ０ ６７ １ ３

ｓｃａｌｅ１ 企业规模（１ ＝ 大中型） ０ ６９ ０ ４６ ０ １

Ｚｃｑｙ 知产认定企业（１ ＝ 是） ０ ３４ ０ ４７ ０ １

Ｇｘｑｙ 高新企业（１ ＝ 是） ０ ７０ ０ ４６ ０ １

Ｓｓｑｙ 上市企业（１ ＝ 是） ０ １３ ０ ３３ ０ １

Ｚｙｑｙ 中央企业（１ ＝ 是） ０ ０７ ０ ２５ ０ １

　 　 注： 采用主回归方程中均没有缺失的样本进行统计。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程度中 １ ～ ３ 分别表示研

发投入减少， 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或不清楚， 研发投入增加； 所有制变量中 １、 ２、 ３ 分别代表内

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我们用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两个变量来刻画企业的

专利动机。 其中， 市场型专利维持变量的构造如下： 基于专利调查企业问

卷， 企业在回答维持专利的原因时提供的信息， 将选择至少涵盖如下一项

原因， 包括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利用专利形成交换资

本或谈判筹码” “保护企业技术” 的企业定义为市场型专利维持企业， 记

为 １， 反之为 ０。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变量的构造方法如下： 基于企业在回

答专利申请目的时提供的信息， 将企业选择 “利用专利抢占或拓展市场”
“防止本企业技术被模仿” 这两项传统专利实施动机外的其他选项数目与

企业在该题中的全部选项项数的占比， 来反映企业非实施专利申请动机所

占的比重。
本章用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占比两个变量来刻画企业的专利特征。

其中， 基于企业名， 从有效专利库中计算企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的有效专利

数， 并依据样本企业有效专利中位数将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计为 １， 反之

为 ０， 构造变量 Ｔｏｔｐａｔｇ； 类似的， 我们基于企业名， 从有效专利库中得

到企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数， 计算发明专利在有效专利总量中

的占比， 并将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 １， 反之为 ０， 构造变量 ｉｎｖ ＿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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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ｒｇ。
我们用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及专利执法信心来反映企业专利维权特征。

其中， 行政保护变量的构造如下： 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最希望能

够通过哪种方式或途径来保护专利权？” 所提供的信息， 将前 ２ 个回答项

（限选 ２ 项） 中包括 “向专利管理机关举报， 如拨打 １２３３０” “希望专利管

理机关主动执法查处侵权行为” 项之一的企业定义为行政保护维权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与行政保护维权变量类似， 司法保护维权变量的构造主

要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最希望能够通过哪种方式或途径来保护专

利权？” 所提供的信息， 将前 ２ 个回答项中包括 “直接去法院进行诉讼”
的企业定义为司法保护型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我们通过如下方式构造

专利执法信心变量： 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对行政执法解决专利纠

纷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 时提供的信息， 将前三个回答项 （限选 ３ 项） 中

包括 “能够通过行政调处等方式解决纠纷” 项的企业定义为对专利执法有

信心的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表 １ 的统计结果表明， 各变量均落在合理

的取值范围。 进一步地， 我们计算了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发现上述

变量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３， 因此后续的回归较少受到多重共线性

的困扰。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分布

表 ２ 列举了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的统计分布情况。 结果显示， ５２ ５％

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会促进自身研发投入增加； ２９％的企业认为专利保

护增强对其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 这表明除专利制度以外的商业秘密、 政

府补贴和奖励等其他激励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Ｗｒｇｈｔ， １９８３； Ｔｅｅｃｅ， １９８６；
Ｇａｌｌｉｎｉ 和 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 ２００２）。 企业策略性的专利行为及替代制度使得专利保

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变得相对不明显。 与此同时， 有 １１ ９％ 的企业认为专利

保护增强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①。

３４２

① 在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分析中， 我们将 “没有明显影响” “不清楚” 归为一类， 统一定

义为 “没有明显影响”。 在稳健性回归中， 删除了 “不清楚” 的样本后， 基本结论也是稳

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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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分布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 样本数（个） 比重（％ ）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增加 ４４８４ ５２ ４６

没有明显影响 ２４７８ ２８ ９９

不清楚 １０１９ １１ ９２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减少 ５６６ ６ ６２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结构差异分析

表 ３ 的第 １ 列考察了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与研发促

进效果的相关性。 回归结果表明， 相对于那些并非基于专利市场化运用而

维持专利的企业， 基于专利的市场化运用而维持专利的企业对于专利保护

的研发促进效果评价更高。 经济解释在于， 目前我国企业的专利行为受到

较强的行政驱动影响， 相对于那些为了 “满足政府资格认定需要”， “获得

相关资助与补贴”， “完成专利考核指标” 而维持专利的企业， 那些旨在通

过专利维持来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保护企业技术” 的

企业对于专利保护更为敏感。 专利保护增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加企业专

利技术的可专有性， 遵循市场化规律的企业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专利保护

的增强对于其专利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 因而，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

效果在该类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更大。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 企业战略性动机

越强， 企业对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越低。 其意味着， 传统市场

动机比新兴战略性动机更能够提升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 相对于旨在

对专利进行产业化利用而申请专利的企业， 从专利的战略性使用角度申请

专利的企业将更多地申请具有防御性和出于宣传考虑的专利， 这些专利具

有市场策略性， 而并不具有实施性特征， 尽管有利于帮助企业取得市场地

位， 但对研发激励的效果有限。
第 ２ 列考察了专利总量与发明专利占比对促进研发支出的调节作用。 实

证结果表明， 专利总量与研发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企业专利积累

数量越多， 表明企业用于专利组合的专利越多， 在专利保护增强的情况下，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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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促进效应更大； 与此同时， 发明专利占比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具

有正相关性，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其表明， 实用新型依然构成我国企业技

术创新的重要模式， 而高水平的发明专利对于研发激励则主要集中在特殊产

业和特定样本中， 尚未在总体样本中显著体现。 这说明借助创新研发实现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借助多重创新模式， 同时发挥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

计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第 ３ 列考查了企业专利维权方式选择与研发提升效果的相关性。 回归

结果表明， 相对于非主要采用行政维权方式 （如双方协商等） 的企业， 选

择行政维权方式的企业更倾向于认为专利保护增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

其进行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 相对于非主要采用司法维权的企业， 选择通

过司法途径进行专利维权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具有相对更大的研发激励效

果。 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作为我国专利保护的两种正式制度， 构成提升专

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重要制度基础， 两者从不同维度增加了专利权人在

维权过程中的选择灵活性， 进而提升了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 与此同

时， 从专利执法信任度来看， 那些认为专利行政执法能够解决专利纠纷的

企业更倾向于认为专利保护具有更强的研发激励效果。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

效应的充分发挥需要借助专利权人对于维权制度的灵活使用及基于制度自

信之上。

表 ３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结构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市场型专利维持
０ ３２５∗∗∗

（０ ０４３０）
０ ２８２∗∗∗

（０ ０４３７）
０ ２７６∗∗∗

（０ ０４７７）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 ０ １８７∗∗

（０ ０７７８）
－ ０ １５８∗∗

（０ ０７９３）
－ ０ １６９∗∗

（０ ０８５９）

专利总量

（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８１７∗

（０ ０４５８）

发明专利占比

（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４３３）
－ ０ ００１３７
（０ ０４７１）

行政保护
０ １３３∗∗∗

（０ ０４８８）
０ １２１∗∗

（０ ０４９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５４５）

司法保护
０ ０８１５

（０ ０５４５）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５４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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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专利执法信心
０ ３３９∗∗∗

（０ ０４６０）
０ ２９９∗∗∗

（０ ０４６４）
０ ２６３∗∗∗

（０ ０４９２）

港澳台
０ １８８∗∗∗

（０ ０６６７）
０ １９７∗∗∗

（０ ０６７０）
０ ２０４∗∗∗

（０ ０６７１）
０ １９８∗∗∗

（０ ０６６８）
０ ２２９∗∗∗

（０ ０７５０）

外商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０５３６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５７８）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６３９）

大中型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８９１∗∗

（０ ０４４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８７３∗

（０ ０４７４）

知产认定企业
０ ０６６１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８５０∗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７８３∗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４９５）

高新企业
０ ０８２５∗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５１９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５２３）

上市企业
－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６０１）

－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６０１）

－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６０５）

－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６１４）

－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６８６）

中央企业
０ ０７１２

（０ ０７４７）
－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３５３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７８９
（０ ０８２９）

ｃｕｔ１＿ｃｏｎｓ
－ ６ ００８∗∗∗

（０ ２４１）
－ ５ ９４４∗∗∗

（０ ３２０）
－ ５ ５７５∗∗∗

（０ １５１）
－ ５ ４１６∗∗∗

（０ ２６７）
－ ５ ２４０∗∗∗

（０ ２６６）

ｃｕｔ２＿ｃｏｎｓ
－ ４ ５５７∗∗∗

（０ ２３６）
－ ４ ５０３∗∗∗

（０ ３２８）
－ ４ １２０∗∗∗

（０ １３４）
－ ３ ９５１∗∗∗

（０ ２６５）
－ ４ ００９∗∗∗

（０ ２６８）

拟 ｒ２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４１３

对数似然值 － ３５２０ ５ － ３５４８ １ － ３４３５ １ － ３４０４ １ － ２９６２ ７

观察值 ４１７１ ４１６９ ４０７１ ４０６７ ３６２７

　 　 注： 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 产业固定效应。 企业所有制的基准组为内资

企业； 规模的基准组为小型及微型企业； 知识产权资质的基准组为非省级以上政府知识产权认定企

业； 高新企业资质的基准组为非高新企业； 企业上市资质的基准组为非上市企业； 企业隶属特征的

基准组为非中央企业；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 的显著水平， ∗∗表示 ｐ ＜ ０ ０５ 的显著水

平， ∗∗∗表示 ｐ ＜ ０ ０１ 的显著水平。

第 ４ 列同时讨论了 “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 保护途径” 与研

发促进效应的相关性。 回归结果表明， 上述因素与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

应的相关结论是稳健的。 相应的经济解释与单独讨论的情形一致， 故不

再赘述。 最后， 考虑到在构建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变量时， 我们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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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不清楚” 及 “没有明显影响” 列为一类， 其中 “不清楚” 可能包

含不少噪音， 我们在第 ５ 列中删除了回答 “不清楚” 的样本。 实证结果

表明， 基本的结论与之前大体一致， 说明假说 １ ～ ３ 的研究结论是稳健

的。
值得一提的是， 控制变量中有些因素与研发促进效应差异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 相对而言， 港澳台企业、 大中型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倾向于认为

专利保护增强能够更大程度上促进其增加研发投入。 而上市企业及中央所属

企业则没有表现出较非上市企业、 非中央属企业更大的研发促进效果。 经济

解释在于， 中央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很可能来自贸易、 资源垄断等要素而非

技术创新， 故其对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评价更低； 而上市企业未能真正

将技术创新和对应的研发投入作为实现资本增值与运营的必要前提条件， 故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也较为有限。

结　 论

本章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 通过对问卷调查问题 “专利

保护强度对您所在企业研发投入有何影响” 的研究， 揭示了专利保护增强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进而分析了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在企业 “专
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 保护途径” 三方面的结构差异。 本文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 从总体上看， 国家实施专利强保护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

入。 调查显示， ５２ ５％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会使其研发投入增加； ２９％
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对于其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

第二， 专利强保护政策的研发促进效果因 “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

结构、 保护途径” 不同而存在结构差异。 一是与传统的市场动机相比，
强专利保护并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的企业进一步增加研发

投入。 如果企业是基于市场力量驱动而进行专利申请、 维持， 强专利保

护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 相反， 如果企业只是基于行政力量驱动，
那么激励效果则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 战略性的专利策略动机会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 其表明如果企业申请、 维持专利

的目的在于利用 “专利形成交换资本” “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 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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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旨在通过专利实施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成本”， 这种多元的专利

申请、 维持策略会降低专利保护所带来的研发激励效果。 二是专利保护

增强对于具有较大专利积累数量的企业具有更大的研发促进效果， 以高

发明占比为代表的专利质量指标尚未在提升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中发

挥显著作用。 三是借助行政维权渠道将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具有

积极影响。 其一方面表现为， 相对于通过非行政保护进行专利维权的企

业， 选择通过行政保护维权的企业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更高；
另一方面表现为， 企业对于专利行政保护具有足够信心， 其对于专利保

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更高。
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 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对于企业的专利动机实施有效干预， 提升专利制度的研发激励效

果。 本章发现专利已经不是传统的保护研发成果的防卫性手段， 正在从防御

性权利变成商业性工具。 强专利保护并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企

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 进而降低了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效果。 对此， 国家

需要实施企业专利动机管理， 减少政府行政力量对于企业专利行为驱动的影

响， 同时确保传统市场动机对于企业研发的正向激励作用， 避免出现因专利

动机异化削弱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效果。
第二， 实施总量规模和质量结构并举的管理思路， 逐步建立高质量专利

增长模式。 现阶段中国在专利数量与质量管理上的总体思路仍为 “以专利

数量布局， 以专利质量取胜”。 但是目前， 我国很多企业的专利研发基础投

入有限， 专利结构仍以实用新型为主要构成， 高发明结构企业持续研发的意

愿不足。 国际经验表明， 国家转型升级必须依靠高端发明， 合理的专利结构

和必要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 因此， 在新时代需要建立

更趋理性的国家专利政策取向， 采用强激励手段提升高发明专利对于研发创

新的激励作用。
第三， 加强司法与行政执法的专利 “双驱” 保护， 增强创新主体对行

政执法的使用信心。 本文发现专利司法保护、 政府行政执法及权利人使用行

政执法的能力均将对于后续研发带来正向的影响。 政府需要借助司法保护和

行政执法保护的双驱作用， 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产权、 治理结

构， 有效借助行政执法途径， 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 “外部性”
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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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技术与创新体系的
专家社群： 文化的维度

〔美〕 康琳娜 （Ａｌａｎｎａ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引　 言

仅仅在 ２０ 年前， 中国还只是全球空间产业中的小角色。 今天， 中国空

间项目的发展速度空前迅猛， 并且它已经在行业发展中走向前列。 中国是继

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一个独立将人类送往太空以及将探测车降落在月球上的国

家。 中国的空间站不久将成为国际空间站以外的唯一一座环绕地球的人类长

期栖息地。 在未来 １０ 年中， 中国可能是历史上第二个由人类在月球表面登

陆的国家。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射电望远镜而且还在建设更多的大

型装置。 这个国家在航空学上取得的成就不再是令人惊诧的。 一家中国企业

已经搅动了区域性支线飞行市场， 并直指进入民用大型飞机的市场， 以挑战

空客———波音的双寡垄断局面。 中国的企业已经生产出先进的军事卫星去执

行敏感的飞行任务。
这些发展的首要原因来自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 至少从 １９７９ 年开

始，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已经宣布了在政治和思想上致力于科学和技术

（Ｓ＆Ｔ） 现代化的承诺。 但是， 直到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那些航空航天项目的倡

导者才努力说服最高领导人， 他们的努力值得牺牲一部分公共资金， 并且寻

求让他们的项目生存下来的机会 （Ｌｉ， ２０１３）。 只有在过去 ２０ 年政府财政充

实的情况下， 才允许执政者胡锦涛和习近平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这些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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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这就像中国在研发支出上的加速增长

那样 （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在研发上的支出 （人民币）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７）。

尽管中央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使得追求提升航天能力成为可能， 但它并没有

解释这些能力是如何获得的。 有关科技研究的大量学者解释， 航天产业的技术

获得和创新存在着多种路径 （Ｚｅｉｔｌｉｎ， １９９５； Ｍｏｎｔｒｅｓｏｒ， ２００１； Ｋｅｌｌｅｒ 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

２００３； Ｐｅｋｋａｎｅｎ， ２００３；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００４； Ｐａｖｅｌｅｃ， ２００４； Ｈｉｃｋｉｅ， ２００６；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６； Ｊｅｏｎ， ２０１０）。 政策、 制度和项目的多重整合可能会带来这项工程的成

功。 事实上， 中国的航天产业解释了中国的创新体系如何适应了多样性的方

法去追求这种充满雄心的科技目标。 这一章检验了中国中央政府为什么以及

如何在具有相似特征的两个临近产业追求截然相反的创新战略以提升国家能

力： 民用飞机制造产业和民用航天器制造产业。 前一个产业强调的方法是吸

取国外的知识和制度， 并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而后一个产业强调

的方法是优先发展本土技术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力。
为了领会这两个产业发展战略存在的差异， 放眼中国过去 ４０ 年在科

学、 技术和创新体系转型中的大环境变迁， 是十分有利的。 正是这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 才允许杰出的专家群体们整合和影响主要创新战略的设

计和执行。 这些专家群体已经成为他们所在领域强大的长期政策制定者，

而他们的政策投入， 也正是造成飞行器制造业和航天器制造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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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主要因素。
本章的第一部分对改变了中国技术和创新体系及该体系中航空与航天产

业的制度变迁， 进行了文献调查。 第二部分从文化的维度研究了促进两个产

业发展的独特专家群体， 以及他们是如何制定政策的， 从而使得两个产业形

成截然相反的发展战略。

制度建立

中国的科研人员和技术人才库是非常庞大的， 并且在整个国家劳动力群

体中的份额持续上升 （见图 ２）。 学者们已经记录到了这些人力资本存量的

转变并开展了讨论， 不仅对新兴技能型工人的投入进行了检验， 还包括他们

的组织如何融合到新的人才结构中去 （ Ｓａｉｃｈ， １９８９； Ｄｉｃｋｓｏｎ， １９９８；
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和 Ｃａｏ， １９９９； Ｌｉｕ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１；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Ｃａｏ，
２００３； Ｓｌｅｅｂｏｏｍ⁃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２００６；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这些研究检验

了关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对科技活动的开展进行了重构， 从而揭示这些

制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图 ２　 中国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数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

通常， 这些机构变迁为增强其他投入对创新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这些转

型改善了中国航空科技建设的资源使用效率， 更有效地抓住政府部门扩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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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采购和整体经济技术升级的机会。 这些趋势多数是在 １９９０ 年代才开始显

现， 并包括了科技活动的制度化、 不同职能和产业科技建设的专业化以及相

关科研人员的职业化。 下面的讨论勾画出了这些转变的大致轮廓， 因为这些

转变发生在大范围的产业中， 其中就包括航空产业和航天产业。

制度化

制度化在此是指创造和发展稳定的正式机构以及其他执行科技政策与项

目的流程。 自 １９７８ 年以后， 中国的创新体系就开始从一个程序特定、 无效

率和高度政治化的项目驱动决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发展为一个系统、 稳健和连

贯的体制机制， 从而制定和执行重大的长期科技战略以及在这些战略下的中

短期政策与规划 （Ｓｕｔｔｍｅ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Ｓｉｍｏｎ 和 Ｇｏｌｄｍａｎ， １９８８； Ｓａｉｃｈ， １９８９；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１１）。

这种科技活动的制度化进程， 以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 与中国国内其他

领域政策制定的制度化进程同步发生 （Ｌｉｕ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１）。 这些制度化进

程包括： 经济领域的广泛改革、 公共部门的治理以及国防部门的现代化。
这一制度化进程的许多特征显著提升了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的水

平， 例如飞机制造业和航天器制造业。 长期战略为政策和项目提供了稳健

性和预测性。 专家群体向决策制定者的系统性沟通渠道显著改善了决策的

质量。 整个国家对国有工业集团的监管也更加精细化和统一化。 装备制造

业和终端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得到改善。 这些新制度环境的特征， 还强

化了来自同行业中不同工作单位科研人员的交流， 从而促进了行业中专家

社群的出现。

专业化

随着创新体系的发展， 其内部也在发生分化。 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新的研

发项目迅猛增长， 从而吸收了剧增的科技人员和科研资源。 这些项目主要是

以多样化的课题、 基金、 区域发展推动等形式出现的， 其机构和设施的建立

基本涉及每一个主要的科技分支。 这些领域从核能工程与造船业到人工智

能， 影响面非常宽广。
时至今日， 国家创新机器基本上活跃在所有的科技领域， 从而对经济或

国防的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 许多致力于特种技术领域的科研机构， 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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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科技领域建立了起来。 它们的范围也在成倍地扩大 （见图 ３）。 某些

大型的机构还在内部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小型机构， 从而集中突破专门的生产

环节和技术领域。 换句话说， 系统性水平上的扩张和多样化， 与产业、 企业

以及这些实体中的更小单元的专业化和再专业化， 一直在同步发生。 与广泛

的制度化一样， 专业化新型机构的不断发展， 也促进了不同产业与子产业中

专家社群的出现。

图 ３　 中国的研发机构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７）。

职业化

另一个促进高技术能力发展的因素， 就是科技人员的职业化。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末及以前， 主要的技术项目由精英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完成， 有

时候还是白手起家。 这些人物的贡献， 从他们现有权力来看是非常巨大而且

持久的， 但毕竟还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地位， 取决于他们与政治和军队领导

人及其所在派别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 科技项目会受到政策风向变动的影

响———当他们遇到非技术性决策者的青睐时， 就会获得帮助、 资金和支持，
而遇到非技术决策者不感兴趣时， 就会在财政支持上被忽视、 被延期甚至被

终止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８８；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２００３； Ｈ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Ｌｉ，
２００７； Ｓｃｈｍａｌｚｅｒ， ２００８；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２００９）。

然而， 自 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 在这种科研人员梯队管理上经历了三个主要

的变化， 从而减轻了政治干预、 个人权威和不规则管理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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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改变是去政治化。 最高领导人在科研人员任命和科技活动中直接

和出 于 政 治 性 动 机 的 干 涉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８８； Ｈａｎｄｂｅｒｇ 和 Ｌｉ， ２００７；
Ａｎｄｒｅａｓ， ２００９； Ｈｕ， ２００９； Ｌｕｋｅ， ２０１５）， 在胡锦涛执政的末期才真正完全

消失。 甚至在习近平主席推动的政治反腐运动下， 虽然直指许多涉及高技术

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 但航空和航天制造业避免了领导层的大幅度

变动和受到干扰。 今天， 至少在航空产业， 重大决策争议反映的似乎不再是

国家内部权力的斗争， 而是在技术、 财政和其他层面的斗争。
第二种改变就是去个体化。 相比 ２０ 年以前， 现在科技项目的命运远远

不再与有影响力的个人或者群体的职业或政治命运紧密联系 （Ｌｕ， ２００５ａ；
Ｌｉ， ２０１３）。 许多科技精英已经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承担了其他的管理

角色 （Ｃａｏ， ２００４）。 在这些项目中， 领导层的变动现在更加标准化。 虽然

高层领导对科技项目的个人关注仍然是这一创新系统中的特点， 就像习近平

不断亲自视察关键的科研设施所传达的那样， 但是最近没有任何大型的航空

项目因为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跌落神坛而受到影响。
第三种改变就是去程序化。 从跟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 科技项目提

出、 采纳和执行的机制得到了更加稳健的发展， 并持续到今天。 项目启动之

前， 要求经过层层的评估才能送达高层决策者那里。① 绝大多数的项目由产

业或下一级产业的领导， 基于中央政府的长期规划目标向上级提出申请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当这种项目涉及一个大型系统时， 例如大型防空计划，
采购单位的领导必须将高层战略中设定的目标， 转化为具体的方案目标， 以

及具体的系统性要求 （Ｐｕｓ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制度化、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已经重构了创新的设定， 并为更加复

杂、 要求更高的科技活动打下了基础。 这些改变还促进了特定产业专家社群

的形成， 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专家社群

专家是指在给定技术行业内， 拥有该行业外人群所缺专长的个体。 一个

专家社群是这样专家的集合， 这些专家活跃于给定的行业， 在行业内不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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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这种专业化的技术知识， 而且还分享相关技术的基本假设以及围绕这些技

术的一切 （Ｒｏｕｓｅ， １９９３）。 行业内的专家通常会分享一个包含了基本哲学

信仰的世界观。 这些假设被如此广泛地接受， 从而它们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

来。 因为他们常常心照不宣， 所以这些假设通常被称为 “背景知识”
（Ａｄｌｅｒ， １９９２； Ａｄｌｅｒ 和 Ｐｏｕｌｉｏｔ， ２０１１）。 这些心照不宣的理解形成了专家社

群文化的基本原则。 专家社群的成员， 会在一系列的日常职业实践中表达和

强化他们的背景知识， 其中就包括演讲和写作的习惯 （Ａｄｌｅｒ 和 Ｐｏｕｌｉｏｔ，
２０１１）。 行业专家分享背景知识、 以共同方式进行表达的行为， 构成了他们

的专家社群文化 （Ｒｏｕｓｅ， ２００３）。 中国的科技建设融合了无数的专业行业，
从生物科技到纳米科技， 这些专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专家社群。

在这个社群的成员间分享的专家文化元素， 可能会超越国界、 语言壁垒

和职位的差异。 科学家、 工程师、 技术人员、 投资者、 律师和保险人通常属

于一个单一的专家社群。 网站、 教材、 学术期刊、 行业杂志和会议展示， 带

来了世界各个大洲的代表性做法， 并通过跨国界的专家群体将它们扩散出

去， 即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 于是，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 不

是科学、 技术和创新的中国特色文化， 而是在中国科技建设中存在并向其相

邻领域扩张的许多专家文化。 例如， 在航空领域， 中国专家的实践和理解，
反映了他们与苏联 ／俄罗斯、 美国和欧洲国家专家相互接触的结果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５）。
在每个高技术产业内部， 某些专家并未分享主导性的专家社群背景知识

和实践积累。 尽管持有不同的意见， 但在一个专家社群的主流专业文化还是

可以辨认出来的。 当专家们仅仅在特定政策或项目上而非基本方向存在异议

时， 他们的分歧， 通常是可通过其所在产业及其工作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预

期得到的。
当专家们在向政策制定者描述和界定他们所在产业和政策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会借鉴这种专家文化。 当专家们代表其所在行业进行演讲或写作的时

候， 他们依赖于一系列规范性的做法或者是表述习惯， 从而在其所在社群中

进行分享。 这些话语行为反映和传达了在专家社群中心照不宣地分享的潜在

哲学假设。 规范性的做法是重要的， 这是因为它们绑定了其他实践做法， 例

如规划实践和管理实践 （Ｓｗｉｄｌｅｒ， ２００１）。
专家群体形成了科技建设体系， 因为他们从表述上构成了不同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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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要求不同类型科技政策的基地。 在向政策制定者描述其所在产业

时， 专家还心照不宣地传达了相关哲学假设， 从而相比其他政策， 对某些政

策给予了特别的支持。 产业专家通常会将其所在产业定义为政策的对象。 他

们的演讲行为和解释不仅是展示性的， 而且对他们所在产业和科技都是具有

实际意义的。

中国的创新体系是扮演这些角色的专家社群的乐园。 在航空产业内， 至

少有五个条件有助于形成和保护专家社群的紧密联系。

（１） 在产业专家与外部人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的交流障碍， 形成了孤岛

式的专家文化。 例子包括保密规则和技术性知识的程序特殊性， 这两点刻画

了中国航空公司隶属的国防工业集团中的特殊工作。①

（２） 某个专家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保留了一个专业社群的内部文化。 中

国的航空和航天专家倾向于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到所在行业里面， 就像

许多其他国家的同行那样， 部分原因是项目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而部分是

因为在这种稀有的大型工业集团外部所存在的吸引人的机会太少了。②

（３） 产业主要由大型企业和机构所主导， 例如巨型的航空航天工业集

团， 相比那些分为许多小型实体的产业， 更具有稳定的内部文化。 大型机构

为这种文化的维持和传播提供了渠道。

（４） 层级结构在组织内部为专家文化的培育和巩固提供了土壤。 层级

结构为个人提供了角色模式和报酬体系， 从而有利于社群文化实践的正确表

现。 大型的国有企业刻画了这种特征。

（５） 那些以师徒关系形式来开展专业培训和互动的组织， 例如， 导

师—学生， 实验室主任—技术员， 管理投资人—客户等， 均在吸引新的进入

者融 入 其 文 化 圈 的 有 效 社 交 模 式 （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Ｑｉｕ， 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 航空产业正好刻画了这种互动关系。③

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专家社群值得研究的原因， 就在于他们是中国科技产出最直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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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向空间部门执行机构的空间专家进行的采访，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０ － ３６ － ４２， 向中国研究机构中的空间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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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同时， 他们还对政策和项目产生影响， 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国创新的长期

前景。 多重条件赋予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政策制定中的独特作用。
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政策制定者形成了技术专家库， 并提供咨询意见。 政

策制定者在设计创新战略时， 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产业的直接工作经验， 所以

他们依赖于专家群体向他们解释这些创新战略。 政策制定官员指定专家来考

察趋势、 提出问题、 给出政策选择方案和做出政策建议。
当前还存在将专家意见向高层决策者传递的机制。 专家们向领导人介绍

基本情况、 撰写报告和出席会议， 从而为那些制定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决

策者提供参考 （Ｈａｌｐｅｒｎ， １９８８； Ｚｈｕ， ２００９）。①

自 １９５０ 年代以来， 那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已经受到诸如周恩

来和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的青睐 （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 ２００３； Ｂｅｓｈａ， ２０１０； Ｌｉ，
２０１３）。 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获得并利用了这种影响力， 追求重大科技项目的

自主设计和主动性。
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专家身份中获得了权力和影响力。 这一点几乎到哪

都一样，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技术背景下尤其如此 （Ｃｈｅｎｇ
和Ｗｈｉｔｅ， １９９０； Ｈｕａ， １９９５；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２００３）。 历史上， 这种状况使得空间科

学专家具有显著的政策影响力， 甚至已经延伸到他们所接受正式训练的领域之

外， 例如农业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 （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６；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２００５）。
这些因素联合到一起， 使得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投入到所在产业的

政策制定中， 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航空和航天专家社群

航空和航天专家们有时候利用这种影响力并将其归结为自己或者所在利

益集团。 然而， 作为专家社群， 它们确实已经在推动创新项目的格局上， 产

生了最持久和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专家

社群， 每一个都被特定的内部文化连接在一起。 当航空和航天专家们向政策

制定者展示其所在产业时， 他们还隐含地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处方，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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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４０ － ２７ － １８， 向中国研究机构中的空间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受访者 ２４ － １９ －
４１， 向中国智库的出口控制专家做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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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产业的总体创新战略。
中央政府发展本国航空与航天产业的时候采取了显著不同的战略。 发展

飞机制造业的方法是在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就开始与外国企业开展贸易与产业合

作。 与之相反， 航天器产业的发展战略，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重视关键系统

在国内的自主开发以及全国范围内产业的垂直整合从而为几十年的发展打下

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国企业和机构在贸易与获得国外帮

助上显著不同的机会， 其中飞机制造业面临的机会比航天器制造产业更多且

更具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 仔细研读专家们的言论， 就会揭示每个产业采用

不同的做法深度捕捉到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技术的差异。 这种情形表明， 航空

与航天领域的专家们， 在采用几十年截然不同的战略方式之前， 就已经了解

并描述了其所在产业的世界发展形势。

航空专家与政策

在中国内部， 航空专家们就已经出现在一系列跨企业组织中， 其中包括

国防部门的国有企业， 即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ＡＶＩＣ） 及其附属民用企业中

国商业飞机公司 （Ｃｏｍａｃ） 以及政府机构、 军队和工科大学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８； 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ＭＩＩＴ， ２００９； Ｃｌｉｆｆ， ２０１０）。

中国的航空专家属于更大范围的飞行器技术专家群体， 他们享有共同的

基本假设和话语实践。 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 中国的航空专家们倾向于将

航空技术本质上看作一种全球产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专家们将现代飞行器

定义为融合了不同国家设计与制造的元素。 他们将全球产品网络描述为这一

产业最先进和不言而喻的制造模式。 这些观念植根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

市场良性运转的基础之上。 正如航空专家们解释的那样， 企业和国家产业之

间的竞争驱动了创新， 并最终受益于消费者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８）。
这种理解在航空专家在有关全球航空活动和飞行物理环境的描述中， 具

有相似之处。 航空工程师们倾向于将全球空域看作一个单一的跨国界区域。
他们将空中运输系统和基础设施理想和自然地描述为一个超越了国界的全球

无缝整体。 关于飞行环境的这种观点， 扩展到专家们在飞行器运行、 管制和

生产的一系列表述中， 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进行跨国整合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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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使得中国航空专家们， 在有关他们国家产业如何发展问题上形

成了相同的预期。 顶尖的专家一致解释， 就像世界上领先的飞机制造商， 空

客和波音那样， 中国的领头企业应该建立全球价值链并致力于为全球的航空

公司提供支持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ＡＶＩＣ， ２０１５）。 这些专家还为购买他们飞机

的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做出补偿性的安排， 并将其看作这种自然演变的一

部分。①

这些观点， 与中国以及国际航空专家共有的其他、 更基础的理解相一

致。 他们对全球贸易和跨国分配的生产环节， 建立在什么可以被冠之 “经
济性” 或工具性的技术哲学上。 在这种理解下， 技术实体， 例如航空客机

和航空发动机， 都反映了它们在社会维度的需求以及它们的设计者和制造者

的选择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ｎ， ２００８）。 航空科技不会随其自身的逻辑演进，
相反， 会依据市场压力、 客户需求和其他人类和社会因素做出反应 （Ｑｉ 和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０６）。 工程师和发明者们是这些设备的制造者， 然后他们去裁剪，
以满足其时间和位置的需要 （Ｙａｏ， １９９６； Ｌｉｕ， ２００７） 

这些礼节传达到为航空产业制定长期创新和产业化战略的高层决策者那

里。 航空专家们通过分析和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其他技术投入， 传达他们的

理念。 当专家们将产业描述为具有某些特殊禀赋时， 他们隐含地假设国家政

策与这些特征相一致。
当航空专家们将其所在行业和技术描述为具有全球本质特征时， 他们实

际上就将该产业表述为一个需要贸易、 跨国界产业整合和跨政府民间合作等

政策支持的产业 （Ｇｕｏ， ２０００； Ｌｕ， ２００５ｂ）。 这些措施包括促进飞行器相关

的跨国销售和飞行器设施的跨国界投资、 协调产品的全球标准以及支持与国

外先进公司的伙伴关系 （Ｙｕ， ２００９； Ｍｅｃｈａｍ 和 Ａｎｓｅｌｍｏ， ２０１１）。 当航空实

体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 坚持发展使用自主技术以实现国家技术自主， 似

乎会适得其反和自我限制。 相反， 专家的描述是优先放松对航天器件出入境

的管制， 吸引最优的国外合作伙伴并最终确保中国企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Ｆｒｅｎｋｅｎ， ２０００； Ｂｏｗｅｎ， ２００７； Ｒａｓｋａ 和 Ｋｒｏ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３）。
这些表述接着以特殊的方式支撑了产业战略。 中国航空产业发展战略的

目标是将中国企业整合到跨国的产业网络的最优结点中去 （Ｇｒｅｖａｔｔ，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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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１８ － ００ － １８， 对中国飞行器工业高级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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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避免了飞机制造在国内的垂直整合 （ Ｔｙｒｏｌｅｒ⁃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Ｐｅｅｔ，
２０１１）。 这种战略并不是直接地瞄准进口替代， 因为 ＡＲＪ２１ 和 Ｃ９１９ 等国产

大飞机项目的长期目标， 是零部件国产比率达到 １０％ ～ ３０％ （ Ｌｕ，
２００５ａ）。① 相反， 将中国企业嵌入跨国网络中要求他们选择的专业化生产的

是高附加值产品，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同时还伴随着其他零部件与服务的

进口和外包 （Ｐｅ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９ｂ）。 理想的最终目标， 是使用本土的合格产品替

代高附加值进口产品， 并在某些领域进口外国产品和与外资开展合作

（Ｐｅ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９ａ； Ａｎｓｅｌｍ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例如， 其中一项长期目标就是在

商业飞行器引擎制造业方面提升国家实力 （中央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
在此设想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会作为全球顶级飞行器制造商， 开发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生产流程 （ＡＶＩＣ， ２０１５）。 在这种产业发展战略下， 衡量

成功的标准有两个： 中国企业的技术产出和成功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

这些专家来说， 在国内生产能飞起来的飞机， 是这一方法最优先的选择， 但

同时强调了将 ＡＶＩＣ 发展为一个具备盈利能力、 竞争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

体。②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包含了特殊特征的产业发展战略， 即使这一战略采取了

与相近的航天产业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毫无争议。

航天专家社群及其政策

中国的航天专家有属于他们自己特定的社群。 他们工作的单位与航空工

业一样分散在众多的机构中。 这些包括两个大型的国有国防工业集团，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ＣＡＳＣ） 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ＣＡＳＩＣ）， 一些政府

机构、 军队单位、 工科大学和许多的研究机构 （Ｓｕｎ， ２００７ａ； Ｍａ， ２０１１）。
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同其他国家的航天专家具有一样的专家文化， 但是他

们的世界观并不像航空专家那么一致。 当航天专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进行观

察时，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之间相互竞争的等级体系， 每个国家

的地位取决于其对关键技术的掌控。③ 在此观点下， 国家能力和工业实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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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受访者 １８ － ００ － １８， 对中国飞行器工业高级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同上。
受访者 １９ － ３６ － ４３， 对一家学术机构航天专家的访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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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 从而工业能力仍然会受到国家边界的分割。① 航天产业的自然状况

就是， 企业致力于在本国境内作为总部进行研发和生产活动， 并且在这些企

业中， 专家们与来自本国或者至多是亲密盟国的同行们一起工作。 不同国家

的工业基地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这些专家描述， 全球航天产业的预期是不可避免地持续分裂为不同国家

的工业基地。 在航天产业的这种战略角色下，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发展自

己的产业， 保证其获取和利用空间资源的独立性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这些观念暗示了一个世界政治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 技术因素决定了国

与国之间在安全与话语权上的斗争结果。 对于航天专家来说， 技术突破就是

世界历史的引擎。 航天系统的进步就是在这些技术突破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它们为国际政治和其他社会现象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０４）。 例如， 在这个观点下， 太空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体系，
造成了政府和军队无法控制的发展势头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６； Ｄａｉ，
２００７；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２００８ａ）。 于是， 与航空专家们不同， 航天专家们对航天技术

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表述为一种决定性和结构性的假设 （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Ｄａｉ， ２００７； Ｍａ， ２００８；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２００８ｂ）。 尽管意识到技术变迁具有许多种

来源， 航天专家们假设至少它们中的一种是来自技术本身的力量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９）。 他们经常将技术进步表述为试图脱离人类的控制。 技术变迁会沿着

其自身的内部逻辑发展， 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人类的管理 （Ｘｕ， ２００７）。 技

术进步发生进步， 紧接着是社会环境对此进行响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
中国的专家们已经使用这种观念上的敌意， 解释了美国 １９９９ 年收紧对

中国航天零部件出口的限制， 从而作为美国抑制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一部分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６； 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在这种理解下， 美国对中国航天产品出

口的收紧， 不仅拒绝了这种贸易机会， 而且更是服务于美国封锁中国以阻止

中国民族复兴的更大战略： 一项针对中国发展和安全核心利益的 “空间遏

制政策”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共产党员》， ２００８）。 这种 “空间禁运” 通过将中

国从世界高技术产品市场排除出去来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且更坏的是，
扼杀中国在社会发展和国防上的现代化 （Ｍａ， ２００８）。 这些刻画使中国在民

用、 商业、 军事和情报等领域的能力得以飞速发展和自主发展的政策，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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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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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也更显得合理化 （Ｌｉａｏ， ２００６； Ｓｕ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ｂ；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于是， 长期的理想状况就是国家掌控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制造和运行的关键

过程 （国务院， ２００６）。 根据这一目标要求， 相关制造业在本国企业体系中实现

几乎全部的垂直一体化。 产业政策的目标， 就是在中国国内建立一整套工业基

础， 而选择性地参与能够带来显著收益但风险较低的国际合作项目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 ２００９）。 外国合作伙伴的投入可以作为补充， 但

不能替代或者干扰本土的研发能力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Ｌａｎ， ２００７）。 ＣＡＳＣ 和 ＣＡＳＩＣ

的成功意味着其任务达成， 并在配套技术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Ｇｕｏ， ２００７）。
经济绩效远远只是次要的目标。① 这些企业集团的改革宗旨， 是提高其技术产

出， 而非提高自身盈利水平或改善公司治理。 出口是追求的目标， 也代表了工

业成就， 但是这不是产业总体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技术发展与创新战略

特征 航空学 航天技术

全球产业的结构预期 跨国的产业整合 国际产业分割

寻求的产业结构形式

合格的进口替代目标，不绝对

垂直整合并非终极目标

ＡＶＩＣ 在某个特殊的结点进入全

球产业链

完全的国内垂直一体化

国家控制从研发到运营的全部要素和

流程

要在中国建立整套工业基础

与国外技术和供应商

的关系

ＡＶＩＣ 进入全球生产网络

预期修正

在客户所在国实现制造本土化

寻求稳定的供应链———实现该目

标的方法是国际标准

国外投入品作为补充，但始终不能完全

替代国产的投入品

主要企业的成功目标
出口很重要：同时使用技术产出

和经济绩效来度量 ＡＶＩＣ 的成功

ＣＡＳＣ 和 ＣＡＳＩＣ 的成功意味着任务达成

和技术成就

经济利益位于第二位的

　 　

通过他们的表述， 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专家们将他们所在的产业作为

需要政策的对象。 在航空产业， 这些政策促进了全球贸易与合作。 但是

５６２

① 受访者 ２５ － ４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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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天产业， 他们限制了贸易与合作， 反而将发展自主研发能力放到优

先的位置。

结　 论

中国目前可能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空间项目， 并且正准备进入全球航

空工业中技术要求极高的大型运输机行业中。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创新系统

中， 一群具有共同的专业知识和特定的专家文化的专家们， 联合到了一起。
这些专家社群是科技系统中最重要的行动者， 以及创新政策的塑造者。

中国的专家社群对长期创新战略产生了扩散和间接的影响。 专家们作为

所在研究课题和技术领域的权威， 参与到了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

中， 他们执行规范性的做法， 并将其所在产业变为体现国家行动的具体场

所。 这些做法不仅传达了专家的技术知识， 而且还心照不宣地传达了他们的

政策建议。 它们反映了专家社群的文化。 航空和航天产业的专家们解释了这

些进程。 通过展示， 这些专家创造了对每个产业所用创新战略有利的条件。
航空专家们将他们所在的产业这样描述， 即需要吸取国外知识和制度并将中

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与此相反， 中国的航天专家们将他们的产业描

述为， 需要优先发展自主技术从而加强国家独立性的发展战略。 于是， 这些

专家就定义了一系列在决策者看来合理而且可行的政策与成果， 并在此过程

中， 为他们所在领域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提供参数设定。 通过这种规范做

法， 专家们对政策目标和实现手段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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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的机械化外包与农业生产率：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

盛 誉　 宋立刚　 易 青

引　 言

在过去 ４０ 年中， 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８６％ ， 这比全球的平均增

速 ０ ９５％的 ３ 倍还多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减轻了因为要素 （例如土地和水资源） 供给约束和恶劣天气条件造成的负

面效应， 促进了农业产出的迅速提高。 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 中国农业总产

值已经增长了 ４ ６ 倍， 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２９６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９４９ 亿美

元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不变价计算）， 而要素投入量在同期只增长了 ６６ ７％ 。
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还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大约 ２ ７ 亿农

村移民 （约占农村人口的 ３１ ７％ ） 迁移到中国的城市中， 为城市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供给， 支撑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虽然成绩瞩目， 但是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正面临发展的瓶颈。 积弊未

除的同时，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例如， 过去的几十年中， 由于化肥和农药的

滥用导致土壤的逐步退化降低了主要农作物的增长产量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除此之外， 不断上涨的工资和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进而威胁着长久以来依靠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生

产的中国农业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ａｎ， ２０１５）。 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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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经营规模的下降 （土地耕作面积的意义上） 限制了那些需要依托大型

装置或机械使用的先进技术 （例如最小耕作法和休耕法） 的采用 （Ｓｈｅｎｇ 和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２０１７）。 基于农业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和一些学者的估计结

果， 中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已经从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的 ０ ７３ 公顷下降到 ２００３ 年

的 ０ ５３ 公顷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结果，
代表性农作物的生产率增长率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出现了下滑： 相比 １９６１ 年以

来的长期增长率， 小麦增速下降到 ７０％ ， 玉米增速下降到 ７３％ ， 大麦增速

下降到 ５１％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７）。
认识到农业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对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中国政

府已于过去 １２ 年间启动了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来推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

代化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从农业税收到农业补贴

的转换 （Ｔａｏ 和 Ｑｉｎ， ２００７；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加大农业研发 （Ｒ＆Ｄ） 的公

共投资 （Ｈｕａｎｇ 和 Ｒｏｚｅｌｌｅ， ２０１４； Ｂａｂ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逐步推动市场化改

革和贸易自由化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Ｈｕａｎｇ 和 Ｒｏｚｅｌｌｅ， 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实施的土地确权登记政策。 这

项改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农村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 促

进土地要素的流动， 有望加速传统小农生产向较为现代的规模化、 机械化和

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变。
在现有文献中， 广泛认为通过协助小农户提升耕作技术或者转移到其他

行业， 将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的生产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５； 国际食品研究所， ２０１５）。 其潜在的假设就是， 大农户相比小农户更

有投资先进资本设备的意愿和能力， 通过利用蕴含在机械装置中的先进技术

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获得更高的收益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然而单纯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仍然是一项挑战， 即使在农户数量较少，
平均经营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 这是由于小农户不仅需要克服许

多市场和法律法规的限制， 而且需要面对由文化和偏好差异所引起的不确定

性和较高的交易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 小农户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２０１２
年超过 ５０％的美国农场都是销售额和耕作面积规模在均值 ２０％份额以下的

小型农场 （Ｋｅｙ， ２０１７）。 寻找解决农户生产规模过于狭小问题的替代方法

是超过 ５０％的农户经营面积低于 １ 公顷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本章研究了源自资本市场 （即资本外包） 制度创新及其在中国推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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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机械化方面的潜力。 我们认为在促进土地流转等相应制度的配合下， 推

广机械社会化服务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 （特别是资本外包） 不仅可以替

代农户自身在农业装置和机械上的投资， 而且可以提高中小农户的资本劳动

比率， 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为了证实这一论点， 我们分析了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变化趋势， 并结合农业资本设备和平均经营规

模的变化， 研究了土地改革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业生

产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表明， 在某些条件下小农户可以

通过机械社会化服务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显著提升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比

率， 从而在不花费高昂沉没成本的条件下， 应用新技术寻求生产里的提升。
不仅如此， 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也有助于土地集中经营和改变小

农户的传统生产方式。 本研究对于中国和其他急切希望提升中小农户生产力

的国家提供了更实际可行的方案。
本章组织结构如下。 第 ２ 节描述了中国过去 ３０ 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趋

势， 并将近期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与中国大部分农户生产规模狭小联系起来。
第 ３ 节讨论了历史上的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规模的影响， 并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 土地流转是否有助于长期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小农户的生产力

增长？ 第 ４ 节分析了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它们对农户投

资农业机械的潜在替代作用以及它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第 ５ 节研究

了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生产规模和生产力的影响， 指出了

它在解决小农户问题中的潜在作用。 第 ６ 节是相应问题的总结。

农业生产率、 资本投资和小农问题

１９７８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实施以后， 中国的农业生产力

实现了快速增长。 作为一项植根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度下用以解决激励问

题的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与每村农户签订耕地承包合同的方

式， 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率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对比改革前的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８ 年， ＴＦＰ 年度增长率只有 ０ ６６％ ， 而之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３％ 以

上。 其中， 在改革的早期，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 年增长率达到了 ３ ０８％ ， 在后

续改革阶段，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３ 年， 年度增长率达到 ２ ９５％ （见图 １）。 在整个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农业 ＴＦＰ 的增长对中国的农业真实产出增长 （４ ３％）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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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一半———这一产出增速也远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

出增速 （见图 ２）。①

图 ２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 ＴＦＰ 增长的比较：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Ｓｈｅｎｇ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７） 数据的估计。

在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背后， 是农业产出和投入结构的巨大变化。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实际农业总产值从 １２９６ 亿美元上升到 ５９４９ 亿美元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不变价格计算）， 年度增长率为 ４ ５％ 。 然而， 粮食产值

在全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３３ ６％下降到 ２３ ５％ 。 与此相对， 蔬菜、
水果、 坚果等的比重从 ８ ２％上升到 １９ ２％ ， 同样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也从 ２５ ６％上升到 ２９ ３％ 。 农业生产向高附加值和高蛋白含量的产品

转变， 一方面是由于粗粮相对于其他农产品在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 另一方

面是由食物需求变动所驱动的。 在投入端， 资本和物质投入的显著增长对土

地和劳动力进行了替代。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农业实际总投入以 １ ５８％
的年速率增长， 其中机械单位 （以 ４０ 马力拖拉机的等价数形式进行度量）
和化肥的使用分别以 ６ ２３％和 ４ １９％ 的年增速增长。 后两者补偿了劳动力

使用量的下降 （年增速为 － ０ ６％ ） 和土地使用量的温和上升 （年增速为

０ ５６％ ） （见图 ３）。

１８２

① 需要注意， 不同国家之间农业 ＴＦＰ 的比较需要谨慎地进行处理， 相比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拥有较好规章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国家而言， 例如中国、 朝鲜和一些拉美国家等发展

中国家自 １９６１ 年以来发展的起点很低， 因此全要素的增长率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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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农业生产中投入成分的变动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的

　 　 　 　 不变价格计算的百万美元价值）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在产业端， 目前的广泛认识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户间的技术扩散是中国农

业生产率增长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不断调整的驱动力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在

技术扩散的过程中， 投资新机器设备被看作农户提升其机械化水平和获得技术

进步的主要渠道。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３ 年， 农业生产的人均机器设备动力从 ３ ５ 千瓦上升

到 ４４ ７ 千瓦， 其年度增长率为 ６％ （中国农业部系列统计数据）。 使用资本设备

来替代劳动力， 不仅有助于农户提升初始投入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
而且还提升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和利润率。 正因如此， 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

３０ 年间， 产业层面的农业生产率 （例如， 产出、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

率） 和人均资本设备数量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 （见图 ４）。
尽管中国农业的资本劳动比率随着时间有着显著的增长， 但是它仍然低

于诸如美国、 欧盟 （ＥＵ）、 澳大利亚、 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 （见图 ５）。 在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农业部门的人均资本设备水平仅仅是澳大利亚的 １ ／ ２０， 美国

的 １ ／ ４７， 日本的 １ ／ ７６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不仅如此， 中国农业生产使

用的大部分 （超过 ８５％ ） 机器设备相比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更小型化且缺乏

效率 （中国农业部统计数据）。 这种相对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低等级的资

本设备阻碍了中国农业进一步提升其产业层面的生产率。 因此， 对政策制定

者而言，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鼓励农业资本设备投资， 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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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资本劳动比率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图 ５　 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出对数与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关系：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３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理论上讲， 大型农场倾向于投资更大型、 更先进的设备。 这不仅是因为

大型农场在资本投资上的预算约束更低， 还因为资本投资的平均沉没成本会

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降低。 相比而言， 小农户做出资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会

受到自身资金约束和狭小规模对技术采用收益增加的限制。 这一大小农户之

间的行为差异在对更加昂贵且更加有效率的新资本装置的研发进行投资的时

候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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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农业生产是建立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村集体的小面积土地的基

础之上。 中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低于 １ 公顷 （连全世界小型农场平均规

模的 ４０％都不到）， 不仅如此， 直到 ２００４ 年， 中国家庭经营的平均规模还

在持续下降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虽然一些小农户也可以获得较高的

生产率， 但是大部分家庭农场都依赖于家庭成员劳动力的密集使用， 而非资

本的投入。 不仅如此， 目前应用于生产中的机器和设备多数是过时和低效

的。 这就限制农业提升机械化水平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 为了消除

相关的阻碍， 解决小农户由于生产规模狭小所导致的投资问题是其中的

关键。

土地政策、 农场集约经营和转型

在农业发展的文献中， 农户经营规模 （比如， 土地规模） 对农业资

本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长久以来就有着持续的争议。 许多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的农户经营规模和生产率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其中包括印度、 越南和

一些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 例 如， Ｓｅｎ，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６； Ｌｉｐｔｏｎ， １９９３； Ｄｙｅｒ，
１９９６；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ｙｅｒｌｅｅ， ２０１２）。 当然同时还有证据表明， 持续的技术

进步改变农业生产和管理方法的时候， 小农户未必就有效率。 例如， 小农

户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农业需求结构变迁带来的持续挑战， 还可能更不

愿意在新的生产技术上不愿意做出投资 （ Ｈａｚｅｌｌ，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小农户还缺乏应对市场和气候波动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的能力

（ＨＬＰＥ， ２０１３）。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 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识

就是， 可以通过帮助小农户扩大生产规模， 或者是帮助小农退出农业生产

部门的方式， 将小规模生产变成大规模生产扩大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

（或集约化农业生产）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２０１５；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７）。

尽管需要解决小型农场挑战的原则是清晰的， 但在实践操作上却存在困

难， 尤其在农产品和要素市场通常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在中国，
小农户的转型， 特别地受到农业土地发包分配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约束。 自

１９７８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实施以来， 每个村基于每户的人口

数量或单位劳动力数量 （或者等价计量单位）， 将耕地承包给农户家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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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之前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制缺乏内在激励问题的一种制度性创新， 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在改革早期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 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它同时也将土地使用权从集体转移到基于农户家庭。 因为土地使用权 （独
立于土地所有权） 在初始分配之后是不可转移的， 所以改革之后的农场平

均耕作规模， 受到初始配置于每个人家庭的土地面积的制约。 基于农村住户

调查的数据估计显示， 中国农村的家庭平均经营规模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为

０ ７３ 公顷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年）， 而且一直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６１
公顷。

自 １９７８ 年启动的土地改革的另一特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 影

响了经营规模的最优化和农户在资本投资上的决策。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 土

地承包权时间仅仅持续三年或者更短。 短期土地合约导致农户没有信心或者

激励去做出长期的生产和投资计划。 为了提高承包权的稳定性， 尽管其

“并没有得到正式的公布或者执行” （Ｚｈｕ 和 Ｐｒ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７）， １９８４ 年提

出了一项新的政策， 将合约期限延长为 １５ 年。 在 １９９３ 年， 中央政府公布了

一条指导性的意见， 将土地承包合约的期限延长为持续的、 固定的 ３０ 年期

限。 然而这一意见直到 １９９８ 年才正式加入法律中， 并得到重点宣传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但是这些政策一般很少改变农户投资的激励， 这是因为村干部 （当
地政府） 在某些规则下有权利在承包期重新分配土地 （也称为土地调整）
（Ｋｕｎｇ 和 Ｌｉｕ， １９９７； ＯＢｒｉｅｎ 和 Ｌｉ， １９９９； Ｐａｓｔｏｒ 和 Ｔａｎ， ２０００）。 这样的土

地重新分配也称之为土地调整， 其中全村范围内的土地调整， 称之为大调

整， 个别农户之间的重新分配称之为小调整。
在整个 １９８０ 年代到 １９９０ 年代， 大部分的农村土地都是由村一级的干部

使用行政权力的方法重新分配， 并且村与村之间的土地调整频率可能存在较

大的差别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Ｋｒｕｓｅｋｏｐｆ， ２００２）。 依据 １９９０ 年代的调查，
到 １９９６ 年， 中国 ２ ／ ３ 的村庄都使用了行政手段来重新配置土地， 通常是在

土地承包合约的中期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到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农业部的农

村定点调查数据显示， ２４４ 个村庄中有 ２０７ 个村庄进行了土地调整， 而且每

个村庄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２ 年土地调整的平均次数为两次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尽管土

地重新分配的具体方式在不同村庄存在较大的差别 （见图 ６）， 但其最常见

的实践形式， 就是村领导将所有村土地依据土地质量分类， 将不同类型土地

划分为平均分布的小块， 然后依据家庭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量重新配给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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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土地若干块。 因为土地的重新分配主要追求的是相对公平的土地分

布， 并能反映出土地使用的效率， 从而使得那段时间的平均地块面积和家庭

经营规模是在下降的。 到 ２００３ 年， 每个农户家庭平均的耕地面积下降到了

０ ５３ 公顷， 而这只是 １９８０ 年代平均值的 ７２ ６％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年）。

图 ６　 土地调整次数的差异

资料来源：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３ 年， 全国人大决定制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 （ＲＬＣＬ）， 其目的是保

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 与之前颁布的法律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法》 澄清集

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 并约束二者间的这种合约安排

６８２



小农户的机械化外包与农业生产率：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

（Ｐｒ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特别地， 它明令禁止村干部在农户 ３０ 年土地承

包权未到期前进行土地调整。 自此以后， 农村土地重新配置的频率就得到了

显著的下降。 平均而言，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只有 ２％的村庄进行了土地调整，
而在 ２００３ 年以前， 这一年度比率大约为 ９％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然而， 《农村

土地承包法》 仍然没有允许农户通过市场的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于是，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改革有助于提升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 却还

不足以实现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或帮助中国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 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因为更高的

工资而移居到城市里。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差不多 １ ６ 亿的农村居民移居到城镇地

区 （Ｍｅ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农村地区劳动力比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９ 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１ ４％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 年）。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快速下降提

高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回报率， 但在现行土地配置的制度安排下，
并没有同比例地增加农场的规模。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生产率

提升了 ６６ ３％， 但是平均农场规模只增加了 １５ １％ （见图 ７）。 尽管土地流转的

进程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加速了， 但是这些土地流转多发生在同一个村庄内的亲戚

朋友之间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大约 ５３００ 万 （２３％ ） 农

户向外出租了它们的土地， 总的土流流转面积占到了全部农业耕地面积的

２６％ （中国农业部， ２０１４ 年）。 然而， 平均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而言维持在

０ ６１ 公顷的水平， 对所有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维持在 ０ ７８ 公顷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由于农场规模依然太小， 从而不能获得利用更大型、 更高效

的资本设备对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好处。
最后， 在生产经营规模的分布特征上， 尽管大中规模的农户数量在迅速

增长， 但大部分农户仍然是在小块土地上进行耕作的。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土地耕作面积超过 ７０ 公顷的农户在总农场数中 （其中

平均农场规模为 １ ７３ 公顷， 大约是全国均值的 ３ 倍） 所占的比例仍然低于

０ ０２％ 。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农户生产调查数据的估

计结果， 中国的东北与华北地区超过 ９０％ 的农户的耕作面积不到 ３ 公顷，
其中， 大约有 ２ ／ ３ 的农户耕作面积还不到 １ 公顷 （见图 ８）。

为了鼓励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从而提升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 中国国务

院在 ２０１５ 年修正了 《国家土地法》， 正式地将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承包权中

分离出来。 这项政策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合法地通过市场进行转让。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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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劳动力—土地相对生产率与经营规模的相互关系：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注： 由农户家庭耕作的土地面积占据了全部耕地面积的 ９３％ 。 农户经营规模的估计排

除了一部分家庭， 其家庭成员虽然仍居住在农村地区但全部从事非农就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图 ８　 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农户经营规模 （耕地面积） 的分布：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数据的估计。

项方针的指引下， 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包括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已经

持续地帮助小农户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扩大其生产规模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类型的制度性安排将逐步支持那些决定留

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户， 实现土地经营的集中化， 并将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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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这一切将取决于农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例如土地流

转的高额交易成本； 正如 Ｋｉ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所述的那样） 是否会得到妥

善的解决。 目前公认的是， 单纯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实现的土地集中进而实现

机械化， 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业机械化和机械社会化服务

正如第 ３ 节所讨论的那样， 土地流转和集中将有助于通过改变农户在资

本投资上的意愿， 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率。 当家庭在一块面积相对较大的土

地上开展经营活动时， 因为可以从规模报酬递增和使用新设备与机器中蕴

含的先进技术获得更多收益， 所以他们更愿意支付资本投资的沉没成本。
不仅如此， 经营规模越大， 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就会越高。 如果提出这种

联系的文献 （例如，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Ｆｏｓｔｅｒ 和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２０１７） 是正

确的， 那么农场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解释为在大量小农

户存在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市场失灵， 或者是由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导致的

资本市场错配。
尽管扩大农场规模可以调和这一问题， 但小型农场的资本需求与工业化

生产下的资本供给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甚至还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越发失调， 因为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使得先进的资本设备更加有效但也更加

昂贵。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 资本外包服务的制度性创新相比土地的集中利用

可能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特别地， 基于市场的机械社会化服务

提供主体可以将个体小农户的机械社会化服务需求进行加总， 筹措资金购买

相关的设备， 匹配资本供给者的需求。 通过这一过程， 参与各方都最小化了

其成本， 并且不同规模的农户将会获得相同的资本设备和蕴含技术而不需要

承担相关的沉没成本， 否则， 就需要个体农场购买资本设备。 当基于市场的

机械社会化服务成为个体投资农业机器设备的一种完全替代以后， 农户就有

望在生产率上追赶大中型农户。 这表明， 使用基于市场的机械社会化服务替

代个体层面的机械投资， 是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和生产率的一种替代性和

更有效的方式。
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进程中， 中国先进生产技术 （使用农

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进行度量） 的利用与人均资本设备水平之间呈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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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一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使用农业机械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比重分别只有 ２８ ８％ ， ９ ４％和

５ ４％ （见图 ９）。 这主要归因于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技术的

事实。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镇地区， 农业投资的快速上升提

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和机械化水平。 在整个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
人均的拖拉机数量、 相关的设备数量和总机械动力分别增加了 ２ 倍、 ４ 倍和

９０％ （见图 １０）。 结果， 使用机械化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占比来度

量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到 ２００３ 年扩张了 ２ 倍还多。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随着人均资本设备的加速增长， 以及资本投资进一步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供

给的下降， 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增长更为迅速。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在所有

耕地中， 超过一半采用机械化播种和收割， 而大约 ８０％ 的耕地采用过机械

化耕地。

图 ９　 采用机械化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尽管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在不断增加， 但随着时间

发生变化， 资本设备的结构 （在每单位设备的规模上） 和农场规模一起同

向变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３ 年， 大型拖拉机发动机功率在全部发动机功率中的占

比从 ６０％下降到 ２０％ ， 而同时平均农场规模从 ０ ７３ 公顷下降到 ０ ５３ 公顷

（图 １１ａ － ｂ 和图 １２）。 这段时间， 总资本设备的增长主要来自小型拖拉机和

设备的投资增加 （图 １１ａ 和图 １１ｂ）。 当 ２００３ 年以后平均农场规模开始增加

的时候， 大型拖拉机和相关设备的总量和占比也在开始增加。 然而， 小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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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中国人均拖拉机数、 人均相关设备数量和人均机械

　 　 　 　 总动力数：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拉机和资本设备的使用增速到 ２０１０ 年以后开始下降。 这就表明， 大型拖拉

机和相关设备的使用量增长成为全部资本设备增长的驱动力。 这就进一步表

明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 随着农户平均经营规模的扩大， 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结

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大型机器设备使用的增长， 且资本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因为大型机械一般而言更有效率）。

图 １１ａ　 分规模的在用大型拖拉机和相关设备的发动机功率数：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除了农场规模扩大以外， 另一项促使 ２００３ 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

结构向更大型和更有效的机器设备转变的重要因素， 就是农村地区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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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ｂ　 依规模分类的在用农业总机械数：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图 １２　 中国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数据的估计。

务 （主要是机械社会化服务） 的快速发展。①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那些向农户

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单位总数， 从 ８６００ 家增长到 ４２０００ 家———年度增长

率为 ３７ ２％ （见图 １３）。 在农场层面， 到 ２０１３ 年， 有 １６８６００ 家专业机构向

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户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 而且超过 １２ ４％ （全部 ４２４０

万户中的 ５２４ 万户） 的农户拥有大型设备和机器向市场提供机械社会化

２９２

①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政府对大型机器和设备的补贴是大型机器和设备投资的另一重要驱动

因素 （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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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这一年， 这种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市场总收入为 ５１０８ 亿元， 总利润

为 １９５６ 亿元。 资本设备相关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 不仅使得农户可以通

过获得大型机器和设备的机械社会化服务， 像大农户那样提升生产率，
而且也激励了资本设备持有者进一步投资于大型的设备和机器。 结果，
大且有效率的拖拉机和设备相对于小型和低效率的拖拉机和设备的相对

需求， 随着时间快速增长。

图 １３　 中国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单位个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尽管机械社会化服务逐渐变为推动中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的一项重要渠

道， 但它们对农业资本设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效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

主要是因为土地集中和平均农户规模都受到了高额土地交易成本的制约，
这种制约来自现有的制度性安排。 特别地， 专业组织提供的机械社会化服

务机械社会化服务在总的机械社会化服务中所占比率非常小。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机械社会化服务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数 １６ ８６ 万户， 占机械社

会化服务合约供应者总数 （全部 ４２５ ６ 万户） 的不到 ０ ４％ 。 在这些供应

者总数中， 不到 ２０％的供应者是大型机械 （机器和设备的现值超过 ５０ 万

人民币） 的持有者 （见图 １４）。 自 ２０１４ 年以后， 中央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

力度， 从而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使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机械社会化服务总

数翻一番 （中国农业部， ２０１４ 年）。 即便如此， 在这种基于市场的服务在

替代农场层面的投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前， 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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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机械社会化服务主体，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土地集中和机械社会化服务合约： 相互对接

尽管土地集中和机械化服务可能有助于应对中国生产规模狭小带来的部

分挑战， 但它们仅仅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只是提供推动农业资本使用和农

业生产率提升的不同机制的处理方案。 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 （１） 哪一种

是更为有效的———土地集中还是机械社会化服务？ （２） 土地集中和机械社

会化服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回顾了分析农户经

营规模———生产率关系及其在中国潜在决定因素的三组现有文献， 并且使用

来自这些研究的发现来揭示这一问题。
第一类文献检验了农户经营 （特别地， 在这里指土地规模） 与生产率

之间的关系， 并为理解土地集中在解决小农户相关挑战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

有效信息。 沿着检验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率之间反向关系的文献 （Ａｓｓｕｎｃａｏ
和 Ｇｈａｔａｋ， ２００３；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ｙｅｒｌｅｅ， ２０１２），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０） 使用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９ 年农村家户调查数据， 检验了中国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农业总产出和耕地面积都在下降， 这主要归因

于地区行政性的土地分配政策、 无规律的非农工作机会和土地质量的异质

性。 最近，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使用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东北和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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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农场层面和围场层面的粮食产业数据， 重新检验了农场规模与生产率之

间的关系。 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表明， 在过去 １０ 年中， 中国农场规模与水稻、
小麦和玉米产业的产出或利润率存在倒 Ｕ 形的关系 （见图 １５ 和图 １６）， 其

中每个农场的最优耕地面积为 ７ ～ １５ 公顷。

图 １５　 中国农场规模与作物生产率，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图 １６　 中国农场的规模—利润率关系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检验农户经营规模—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的小农户可能并不

能从持续扩大经营规模的面积中获得好处。 尽管上述研究中有关中国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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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土地规模的发现是值得质疑的 （因为作者没有合理地考虑农场规模—生产

率关系中， 增加资本设备所起的作用）， 但是它仍然强调了这样的事实， 即在长

期中土地交易和集中利用并非可持续的。 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 例如， 土地改

革 （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将花费多久时间使得大部分家庭农场的规模变为 ７ ～
１５ 公顷。 不仅如此， 对那些应用新作物技术 （引进最小耕作法和休耕法的生产

实践， 最少需要 １０００ 公顷到 ２０００ 公顷的土地面积来实施） 和追求递增规模报酬

的家庭农场来说， 这种规模可能仍然还是太小了。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所获得

的启示就是， 虽然土地改革有助于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 从而帮助扩大农场的

经营规模， 但它可能并不是解决小农户基本问题的必要条件。
与聚焦农户生产规模不同的是， 第二类文献 （例如，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指出， “机械化收割服务小组” 可能会改变小农户的生产模

式。 正如这些作者所提到的， 在农业生产某个阶段， 劳动力和资本的专业化程

度的缺乏， 约束了中国小型农场的生产力提升。 为了克服这一约束问题， 在恰

当的制度安排保证到位的条件下， 小型农场可以通过外包某些生产活动， 例如

收割和播种等需要专业化技能的生产阶段， 将其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阶段。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对江苏省沛县跨区域机械社会化服务的案

例进行研究第一次注意到了另一种观点， 即农户可以采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

来补偿在家庭劳动力与资本上的缺乏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改进。
尽管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所提出的机制没有解决农业

生产分解为多个阶段后的主要问题， 而且该方案并不仅仅与小农户相关， 但

是它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来提升小农户生产率和利润率。 换句话说，
如果资本 （或者劳动） 服务可分且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合约将其与所有权分

离， 从而适应某个特定的农场规模 （见图 １７）， 那么就不再有必要集中耕地

从而扩大农户经营规模 （来使用更先进的资本或劳动力服务）。 在这个过程

中， 制度创新是消除高昂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关键， 这些高昂的交易

成本与拆分和资本服务在农场之间的分配有关。 尽管机械化服务目前仅仅占

到农业资本服务总体中的小部分， 但是近年来许多农民合作社开始在中国的

各省之间提供资本服务， 反映了中国农业生产中来自小农户的市场需求在不

断增长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具有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最后， 第三类文献分析了土地集中和机械社会化服务之间的关系。 尽管机

械社会化服务允许小农户在资本设备上追赶大农户从而降低不同规模农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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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使用服务合约的联合作业服务企业： 每公顷成本与收割面积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生产率差距 （Ｓｈｅｎｇ 和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２０１７）， 但是它们并不会中止农场变大的进

程。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机械社会化服务事实上有助于土地流转和集中， 因为

那些有着更良好资本设备的农户将更有可能有效地管理大面积的土地。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证明，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 签订这种类型机械

社会化服务的粮食生产农户相比没有使用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农户， 平均规模要

大 ０ １２ 公顷左右。 不仅如此， 如果考虑到其他农户和特定区域因素， 合作社或

公司农场相比普通农户家庭更有可能保留这种关系。 这就表明， 机械社会化

服务合约倾向于加强中国粮食生产中的土地集中利用。

结　 论

长久以来， 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狭小， 被认

为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约束。 作为文献中促进土地集中这一传统解决方

法的替代， 这一章指出了通过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从而解决小

农户问题的前景。 作为个体农户投资的替代， 市场化的资本外包将允许小农

户像大农户所做的那样获得蕴含在机器和设备中的新型生产技术， 与此同

时， 还可以将他们的生产过程资本化而不需要支付相应的沉没成本。 在某些

条件下， 机械化服务可以像土地集中那样有效地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和生产率水平， 而无须支付巨额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不仅如此， 由于精耕技

术将有助于增加受损土壤上的产出， 以前的土壤破坏问题就可以通过资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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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形式获得的先进技术来克服。
通过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 （例如收割） 进行外包， 中国的一些农户尽

管受到规模狭小和土地细碎化的困扰， 但仍然保留了其竞争力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尽管在理论上是有前途的， 但是基于市场的机械社

会化服务仍然受到市场摩擦、 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众多制度壁垒的限制， 从而其

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在中国农业生产中，
只有不到 １％的农业资本设备来自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 机械社会化服务供

给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阻碍了他们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中不断增长

的机械社会化服务需求。 因此， 这就需要制度的创新， 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机械化

服务的使用以及土地流转来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户生产规模狭小问题。
中国的经验为印度、 印度尼西亚等小农户所占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提升农业生产率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启示。 由于劳动和资本服务具有可分

性， 如果资本设备的最优使用可通过机械社会化服务实现， 那么农场规模就

不再是规模生产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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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姜克隽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最新发展

发展概况

　 　 当前， 中国已经是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的大国。 中国每年的可再生能源

新增产能已经达到了全球新增产能的三分之一。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可再生能

源行业的增长就已经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势头， 其中风能的年度增长率达到

２２％ ， 太阳能的年度增长率达到 １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以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

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消费国。 图 １ 解释了 ２０００ 年后的 １５ 年， 中国在水

电、 风能、 太阳能光电池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领域装机容量的增长

情况。
图 １ 还关注了在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政策的重要性。 在上网电

价的政策颁布之后， 风能和太阳能的年度新装机容量开始了大幅度增长。
作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重要一员，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这一市场最大的国

家， 其后分别是美国、 巴西、 德国和加拿大。 中国在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总和的比重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大约达到 ５ 亿千瓦。 其中超过半数的可再

生能源是水电， 约为 ２９６ＧＷ。 在非水电装机容量领域， 装机容量最大的国

家依次是中国、 美国和德国，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 印度、 意大利和西班牙

（见图 ２ 和图 ３）。
２０１５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投资额达到了 ２８５９ 亿美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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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主要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图 ２　 全球和主要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

资料来源：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不含超过 ５０ 兆瓦 （ＭＷ） 的大型水电项目），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５％ ， 并

超过了 ２０１１ 年所创造的纪录， 即 ２７８５ 亿美元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

网， ２０１６） 。
在全部 ２８５９ 亿美元的总投资中， 中国的投资额度为 １０２９ 亿美元———同

比增长 １７％ ， 并且占据了全球投资总量的 ３６％ 。 绝大部分中国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正在进行资产融资， 其中 ５５ 亿美元均投资在小型项目上。 在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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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球和主要估价水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用事业项目上的风力发电投资， 达到 ４７６ 亿美元， 而投资到太阳能的投资为

４４３ 亿美元。 近海风能在中国实现了突破， 总计有 ９ 个项目， 全部融资规模

达到 ５６ 亿美元。 中国还大力投资大型的水电项目； 全年新开工建设水电项

目规模达到 １６ＧＷ，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型水电项目。
总体而言， 这相当于 ２０１５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三分之一的

份额， 并创造了 ３５０ 万个工作岗位。 不仅如此， 中国大型水电项目的就业支

撑了 ４４ 万个直接岗位， 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在建工程项目的就业机会。

２０１６ 年的进展

基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相关信息， 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全国电力需

求达到了 ５９１９ ８ 万亿瓦时 （ＴＷｈ） ———比上一年增长 ５％ 。 在这其中， 第

一产业的电力需求为 １０７５ 亿千瓦时， 其增速为 ５ ３％ 。 第二产业的电力消

耗为 ４２１０８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率为 １１ ２％ 。 最后， 第三产业的电力消耗

量为 ７９６１ 亿千瓦时，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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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全国发电产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１２０ ６ＧＷ， 比上一年新增装机

容量少 １１ ２３ＧＷ。 ２０１６ 年， 新增火电装机容量为 ４８ ３６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８ ４２ＧＷ）， 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为 ３４ ５９ＧＷ （相比上一年多 ２０ ７９ＧＷ），
新增水电装机容量为 １１ ７４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２ ０１ＧＷ）， 新增风力发电装机

容量为 １８ ７３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２ ６７ＧＷ） 以及新增核电装机容量 ７ ２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 ０８Ｇ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年末， ６ＭＷ 以上的电厂装机容量的总和达到了 １３３２ １１ＧＷ。
联网的风电装机容量为 １４８ ６４ＧＷ， 联网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７７ ４２ＧＷ， 联网的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２ １４ＧＷ。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为 ５７０ ３１ＧＷ， 占到中国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３４ ７％。
２０１６ 年， 非化石能源在中国全部电力装机容量中所占的比重为 ３６ ７％ 。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了 １５５２ ６ＴＷｈ （或者相当于 ４８０ 百万吨标准煤

当量）， 占全国发电总量的 ２５ ９％ 。 对 ６ＭＷ 及以上的电厂， 其全部非化石

能源资源发电达到了 １７６５ ８ＴＷｈ （相当于 ５５０ 百万吨标准煤当量）， 占全国

发电总量的 ２９ ５％ 。
２０１６ 年， 受电价补贴影响， 太阳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急速上升， 达到

了 ３４ ２４ＧＷ———比上年同比增长了 １２６％ 。 同一年， 太阳能光伏电站新增装

机容量达到了 ２９ ９８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上升了 １１８％ 。 新增分布式太阳能光

伏发电量为 ４ ２６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２００％ ； 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达到了 ７７ ４２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７９％ ， 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４ ７％ 。
２０１６ 年， 太阳能发电的弃光量①达到了 ７４ＴＷｈ， 上涨了 ５３％ ， 弃光率

达到了 １１％ ， 相比上一年下降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同一年， 生物质能源发电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 ８２１ＧＷ， 其中农林生

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０ ７４６ＧＷ， 垃圾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 ０５７ＧＷ， 而沼气发电

装机容量为 １９Ｍ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 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总计达到 １２ １４ＧＷ， 其

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６ ０５ＧＷ， 垃圾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５ ７４ＧＷ。

６０３

① 弃光量是指， 可再生能源电站如太阳能光电、 风电和水电等电站， 即使当时存在可供发电

的太阳能、 风能和水流动能， 却因电网调度的原因不能正常发电。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电

力需求较低时期， 一些电厂不得不降低他们的产出， 电网调度决定了哪些电厂应该停工或

降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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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生物质发电总量达到 ６４ ７ＴＷｈ， 上升了 ２０ １％ ， 其中林业剩余物

和农业生物质发电总量为 ３１ ６ＴＷｈ。

技术进步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受益于政策的大力扶持和技术进步 （尤
其是风力涡轮机、 太阳能和水电方面的技术）， 这些都显著降低了这些资源

的开发成本。

风能

风电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风机尺寸、 风机安全性和风机效率上。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机制造大国， 其后是欧盟 （ＥＵ） 和美国， 制造企业比较

集中。 据估计， 到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金风公司已经超越了荷兰的维斯塔斯， 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风机制造商。 虽然中国公司在新的全球性市场上表现也很活

跃， 但金风公司 （以及其他中国公司） 最近的增长， 几乎全部来自国内

市场。
风机之所以能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 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就在于单台风

机容量的提升。 在 ２００９ 年， 全球单位风力涡轮机发电容量均值为 １５９９ 千瓦

（ｋＷ）； 在中国是 １３６０ 千瓦， 在美国是 １５００ 千瓦， 在欧洲达到了 ２ ～ ３ＭＷ。
在跟随国际风机领先制造商之后， 中国的制造商已经逐步提升了单个涡轮机

发电容量， 目前正在追赶其全球的竞争者。 一般而言， 风电厂规模的扩大和

材料价格的下降， 都可以看作风电厂成本在过去 １０ 年中显著下降的标志。
在中国， ２０１５ 年全年的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 ３０ ８ＧＷ， 而总装机容量超过了

１４５ＧＷ———这一水平要远远高于整个欧盟的装机容量之和 （２１ 世纪可再生

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 连接到国家电网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３３ＧＷ， 并开始接受上网

电价， 其中大约 １２９ＧＷ 的装机容量被认为是接入电网。
装机容量的显著增长预期， 降低了预计的上网电价水平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但即使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市场需求还是超过了预期。 市

场需求还受中国政府推动提升能源安全和降低燃煤消耗的政策所驱动， 而这

些政策又源于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问题上不断增长的努力。 ２０１５

７０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年， 中国的风力发电量为 １８６ ３ＴＷｈ， 占到全国发电量的 ３ ３％ （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８％的水平上进一步增长）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在中国各省份中，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末， 内蒙古占全国风电装机总装机容

量的 １８ ７％ ， 其次是新疆 （１２ ５％ ）、 甘肃 （９ ７％ ） 和河北 （７ ９％ ）。 由

于前三个省份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 因此， 电力传输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的

困难———这一挑战同电力需求的缓慢增长 （０ ６％ ） 一起， 导致了大幅度

的电网限电。 限电水平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８％ ， 上升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 也就

相当于以 ３３ ９ＴＷｈ 的电力无法输送到电网。 不仅如此， 许多安装完毕的

风机无法得到使用， 等待着长距离电能传输的实现， 这也是一些风电企

业开始在中国东南部建立风电厂的原因。 虽然那里的平均风速更低且土

地也更加昂贵， 但风电厂更为接近需求中心能确保它们能够接入现有的

电网基础设施中。
中国的风电弃风限电， 使得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损失了大约 ２７ ７ 亿美元 （相

当于 １８０ 亿元人民币）。 为了降低弃风限电率，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必

要的措施， 例如促进西北地区吸引更多高耗能企业和鼓励使用风能供暖

（额外收益就是它可以替代燃煤）。 与此同时， 新的传输通道正在建设之中，
一些新的抽水蓄能设施也在规划之中。 弃风限电的挑战在其他地区也可

见———例如， 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限电水平在新的传输线建设完工之后有

了明显的下降。 ２０１５ 年， 全球有许多项目正在规划或者在进展之中， 从而

加强和扩大传输能力以有效地将风力发电传输到需要的地方。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新安装的风力发电机组主要使用的是单机 １ ５ ～

２ＭＷ 的涡轮机。 大型的风力涡轮机主要应用于海上风电场， 其中欧洲和美

国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处于领先水平。 西门子、 三菱重工、 维斯塔斯和阿德

文正合作开发装机容量达到 ８ＭＷ 的风力涡轮机。 中国企业明阳公司正致力

于 ６ ５ ～ ７ＭＷ 风力涡轮机的研发。
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 工业和信息化部 （ＭＩＩ） 以及国家

能源局 （ＮＥＡ） 所宣布的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能源设备实施方案》 战略中，
未来研发的重点将是 １０ＭＷ 的海上风电涡轮机， 其高度将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米。

风力发电的一个挑战就是低风速。 在中国， ６８％的国土区域为低风速区

域，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 但此区域也是人口高密度地区。
低速风力涡轮机可在低于 ６ ５ｍ ／ ｓ 甚至 ５ｍ ／ ｓ 的风速下运行。 由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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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这种类型的技术，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

的地位。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 开发低速涡轮机技

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关注。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低速风电机组装机并入网的装机容量达到了

２５ ８ＧＷ， 而国家能源局已经批准了 ７４ ２５ＧＷ 的低风速装机容量。 中国首个

低速风电厂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建造于安徽省来安县， 其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平

均风速 ５ ８ｍ ／ ｓ。 这个风电厂有 １３２ 个风力涡轮机， 每一个的装机容量为

１ ５ＭＷ。 同来安县的选址一样， 中国绝大部分的低风速地区处于丘陵甚至

高山地区， 具有非常复杂的地理条件， 从而要求更为谨慎的选址设计， 以及

相比其他地区更高昂的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 绝大部分低速风电厂位于中国

的东南部， 从而接近于电力消费的中心。 风力涡轮机的利用率相对较高， 因此

很少存在限电的问题， 这也是低速风电厂获取利润的积极因素。 对于低速风电

厂来说， 为了产生盈利， 他们每年需要发电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小时当量。 随着风力涡

轮机的叶片越来越大， 确保这些电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非常重要。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１６ 年建成的凤凰山风电厂， 其平均风速不超过 ６ｍ ／ ｓ。 在

２０１６ 年， 从凤凰山风电厂发出的电量为 １ ７１６ 亿千瓦时， 风力涡轮机利用

率达到了 ９８ ７４％ ， 其间平均风速不超过 ６ｍ ／ ｓ。 这一地区容易受到严寒天气

和频繁雷暴天气的影响， 因此涡轮制造厂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技术改进。

图 １　 凤凰山风力发电厂

资料来源：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ｎｙ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１２１７５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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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时还是海上风力发电的主要国家， 其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从 ２０１５
年仅有的 ９００ＭＷ 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６２７ＧＷ。 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新增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份额的 ２６ ７％ 。 也是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已经超越了荷兰成

为世界上的海上风力发电第三大国， 排在英国 （ ５ ５１６ＧＷ） 和德国

（３ ３ＧＷ） 之后。
由于有超过 １８０００ 公里的海岸线， 中国具有进一步开发海上风电的潜

力， 而且将远远超过当前估计的 ７５０ＧＷ 的水平。 江苏、 福建和广东具有最

大的海上风电开发潜力。 ２００６ 年， 中国的第一座海上风力发电厂， 东发电

厂， 就是在浙江省发展起来的。
海上风电厂的开发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并有望在未来加速发展。 中国海上

风电的装机容量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０ＧＷ。 到 ２０２０ 年， 上海、 江苏、 浙

江、 山东和福建等省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 ２５ ８ＧＷ， 而辽宁、 河

北、 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省份规划， 到 ２０２０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９ ２ＧＷ。 这就意味着到 ２０２０ 年， 全部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 ３５ＧＷ。
单个海上风力涡轮机的装机容量， 已经从 ２ＭＷ 上升到 ４ＭＷ、 ５ＭＷ 甚

至更高的水平。 ２０１５ 年， 在安装的风力涡轮机中， 装机容量超过 ２ ５ＭＷ 的

涡轮机占 １８ ４８％ ， 超过 ３ＭＷ 的涡轮机占 １７ ７４％ ， 超过 ４ＭＷ 的涡轮机占

３４ ６９％ 。 ２０１７ 年， 绝大部分海上涡轮机装机容量为 ４ＭＷ ～ ６ＭＷ。 海上涡

轮机必须耐腐蚀且能稳定运行， 尤其在高风速环境下———这些因素都必须纳

入设计考虑。 这就要求， 工程建模和分析工具能够降低海上设施成本， 以及

设计经过优化的下一代大型风力涡轮机， 以适应海上的运行环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中国全部海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 ５６５ＭＷ， 到 ２０１５ 年，

这一水平已经上升到大约 ９００ＭＷ。 然而， 这一水平要低于早期目标的五分

之一 （见图 ２）。 中国海上风力发电的发展慢于预期， 主要是由于国内风机

制造商缺乏经验。 结果是开发者必须使用外国产品， 其中西门子是中国海上

风力发电涡轮机的最大供应商。 其他限制因素还包括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海上

风力发电存在的相关风险， 这就降低了企业的积极性。
另外一个降低成本和扩大风力发电规模的关键因素， 就是提升风电厂的

就地工程安装能力。 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风力发电机组工程安装的领

跑者， 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
风力发电成本普遍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风力发电成本

０１３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图 ２　 中国海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规划和已安装的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大约下降了 ３５％ 。 ２０１６ 年， 陆上风力发电的平均成本约为 ７０００ 元 ／ ｋＷ。 例

如， 对于中国南方的低速风力发电厂， 风机成本大约在 ４０００ 元 ／ ｋＷ， 安装

成本为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元 ／ ｋ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建设风力发电场的投资成本已经是世界上最低的，

为 １０５０ 美元 ／ ｋＷ， 日本为 ２５００ 美元 ／ ｋＷ， 在美国和欧洲达到了 １６００ 美元 ／

ｋＷ。 在一些风力条件较好和化石能源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 风电成本已经

完全可以与新型燃煤火电的成本相匹敌， 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 智利、 墨西

哥、 新西兰、 土耳其和南非。

风力发电的成本包括风机的成本、 基座与安装成本、 入网成本和运行成

本。 例如， 对于中国南方的一个低速风电场来说， 风力涡轮机的成本是

４０００ 元 ／ ｋＷ， 安装成本是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元 ／ ｋＷ， 运行成本是 １２０ ～ １３０ 元 ／

ｋＷ， 劳动力成本是 ３０ 元 ／ ｋＷ， 其他材料成本是 ７０ 元 ／ ｋＷ。 这样一个风电

场， 通过设定贴现率 ８％ ， 其平均发电成本为 ０ ５１ ～ ０ ５４ 元每千瓦时， 这

一成本要低于补贴电价水平， 电厂经营才是有利润的。 然而， 在中国北方，

建造成本比较低， 由于限电的原因， 发电时间会更低。 如果投资成本是

７５００ 元 ／ ｋＷ， 平均发电成本为 ０ ５７ 元 ／ ｋＷｈ， 这就要高于当地的补贴电价，

从而意味着当地的发电厂要盈利就更加困难。

风力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主要集中在降低全部成本和增加电能输出

上， 例如： （１） 改善风机的运行和降低生产成本； （２） 改善风力涡轮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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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设计和降低安装成本； （３） 增加风机叶片直径，从而提升风机效率；
（４） 增强风机的可靠性； （５） 降低运行和维护成本。 材料成本也存在一些

下降的潜力， 从而降低涡轮机的成本。 改善风力预测同样会增强可靠性， 从

而降低风力发电的成本。
未来风力发电的发展主要包括： 增加单位涡轮机的输电容量， 提高风力

利用和转换的效率， 提升部件质量和改善输送效率， 提高涡轮机对不同环境

的适应性。

太阳能

技术进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利用和太阳能热能利用国家， 有超过

４００ 家光伏企业。 太阳能热水器也得到了广泛的利用，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年末，
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 ２９０ＧＷ， 约占全球太阳能热能装机总容量的 ７０％ 。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３４ ５９ＧＷ， 入网的太阳能发电

装机总容量为 ７７ ４２ＧＷ。
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提高太阳能装机容量目标， 以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解决严重的污染问题和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在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新增太

阳能光伏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５ ２ＧＷ， 全部装机容量接近 ４４ＧＷ， 约占全球太

阳能发电总量的 １９％ ， 超越了长期的领跑者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太阳能光

伏发电容量最大的国家。 新疆 （２ １ＧＷ）、 内蒙古 （１ ９ＧＷ） 和江苏 （１ ７ＧＷ）
等省份是该年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几个省份， 但是这些装机容量的绝大部分

远离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 不过， 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六个省份在 ２０１５ 年的

太阳能光伏容量超过 １ＧＷ。 大型太阳能光伏电厂占全部太阳能装机容量的

８６％ ， 其余的安装在分布式屋顶系统和其他小型装置上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

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为了支持太阳能发电，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相继引进了太阳能光伏补

贴。 “金太阳” 工程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 在各个项目的基础上为太阳能光

伏装置的安装提供资本补贴， 直至 ２０１１ 年。 非并网安装的太阳能装置可以

获得 ７０％的资金补贴， 而并网安装的太阳能装置可以获得 ５０％的资金补贴。
不过， 合格的并网装置必须具有 ３００ 千瓦或更大的容量。 当然， 这一工程还

对项目有所限定， 从而限制了系统装机容量总数； 在一系列条件下， 每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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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安装权限都限制在了 ２０ＭＷ 以内。
时至今日， 金太阳工程下已经开发了将近 ３００ 个项目， 全部装机容量达

到 ６４０ＭＷ， 近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作为该工程的一部分， 财政部与住

建部为并网的太阳能光伏装置提供 １５ 元 ／ Ｗ （２ ２０ 美元 ／ Ｗ） 的补贴， 为实

现建筑一体化的光伏热电装置提供 ２０ 元 ／ Ｗ （２ ９ 美元 ／ Ｗ） 的补贴。 符

合条件的装置必须达到 ５０ 千瓦或者更大容量， 以及必须使用达到最低效

率水平的太阳能光伏板 （单晶片的效率至少为 １６％ ， 多晶片的效率至少

１４％ 以及非晶光伏达到 ６％ ）。 在 ２０１０ 年， 并网 ＰＶ 的补贴水平已经下降

至 １２ 元 ／ Ｗ （１ ９ 美元 ／ Ｗ）， 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的补贴下降至 １７ 元 ／ Ｗ
（２ ５ 美元 ／ Ｗ）。

与风电产业的早期发展情况相似， 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启动了一项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的竞标计划。 这一计划在竞标的基础上，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创造

了新的基准电价 （所谓的核定价格）。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２００９ 年在甘肃省

敦煌地区的两个 １０ＭＷ 项目的竞标过程。 竞标价格从 ０ ６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０
美元 ／ ｋＷｈ） 开始， 最终得到的核定价格是 １ ０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６ 美元 ／
ｋＷｈ）。 另一个核定价格是 １ １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７ 美元 ／ ｋＷｈ）， 涉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宁夏竞标的 ４ 个项目， 装机容量为 ４０ＭＷ。

最后， 省级层面也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给予优惠电价， 如浙江和江苏

省的一些项目。 在浙江省， ２００９ 年上网补贴电价设定为 ０ ７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０
美元 ／ ｋＷｈ）， 加上该省平均煤炭发电价格为 ０ ４６ 元 ／ ｋＷｈ （０ ０７ 美元 ／
ｋＷｈ）， 从而产生的总电价为 １ １６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７ 美元 ／ ｋＷｈ）。 江苏省设定

的上网电价要显著高于浙江省， 同时还依据技术类型设定了一系列的上网电

价： 陆基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１ 元 ／ ｋＷｈ （０ ３１ 美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

的电价为 ３ ７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４ 美元 ／ ｋＷｈ）， 建筑一体化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４ ３ 元 ／ ｋＷｈ （０ ６３ 美元 ／ ｋＷｈ） （所有价格都是 ２００９ 年价格水平）。 江苏省

同时还预定将逐步降低上网电价水平： ２０１０ 年， 陆基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１ ７
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３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４ 美元 ／ ｋＷｈ）， 建筑一体化

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３ 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６３ 美元 ／ ｋＷｈ）。 一直到 ２０１１ 年， 陆基光

伏系统的电价为 １ ４ 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４ 元 ／ ｋＷｈ， 建筑一

体化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９ 元 ／ ｋＷｈ。
然而，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容量的快速发展对电网接纳造成了问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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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弃光限电开始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在甘肃省 （全年限电

３１％ ）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全年限电 ２６％ ） 尤其高， 全国的限电均值为

１２％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 电网容量不足就成为新建电厂的显著障碍， 而且

由于补贴到位的延迟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质量问题， 投资者已经对光伏发电越

来越慎重。 为了解决这些与弃光限电有关的挑战，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太阳能

发电量大的省份， 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传输， 建设具有更强的输电能力的

电厂以及吸引更多能源密集型企业增加当地能源消费量。 面对这些传输和限

电的挑战， ２０１５ 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量依然达到 ２ＴＷｈ———相比 ２０１４ 年

增长 ５７％ 。 中国企业也纷纷走出国境， 特别是到巴基斯坦。 在那里， 中国在该

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就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
在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刺激计划下， 中国的许多太阳能产品制造商经历着

利润率低、 产能过剩和庞大的债务等问题。 例如， 天威公司就在 ２０１５ 年对

一笔国内债券的利息支出违约后破产， 同时， 英利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请求政府

的救助， 以及在 ２０１６ 年， 汉能公司开始接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的调查。 普遍而言， 电力生产上的限制和补贴支付的滞后， 迫使开发厂商

们中止这些项目并停止进一步地开发。
在中国的五年规划尤其是 “十二五” 产业发展规划中， 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已经成为特别关注的七类经济问题之一， 这些经济问题还包括贷款和税

收优惠。 结果就是， 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制造产业———从廉价太

阳能光电板起步， 发展为在很多方面的全球市场价格领导者。 然而另一个结

果是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新型太阳能电

产业使得世界价格下降了将近 ８０％———即使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 这

也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成就。
中国的环境特别适合于发展先进的太阳能产业， 其中有 ７０％ 的最适宜

地区集中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省份。 据估计， 每年中国国土的太阳能等价于

４ ９ 万亿吨标准煤。 不仅如此， 中国还有很大的沙漠地带适宜建设光热太阳

能 （ＣＳＰ） 电站。 中国具有 ２６４ 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区和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 仅新疆一地， 就有 １１１ 百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区。
较为突出的项目包括青海省德令哈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该工程

将会使用亮源能源公司的成熟太阳能塔式技术， 为超过 ４５ 万户居民提供清

洁、 可靠的太阳能电力。 德令哈项目有六个 １３５ＭＷ 的聚光太阳能塔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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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加上一期工程的两个 １３５ＭＷ 太阳能电站以及超过 ３ ５ 小时的热能储备。
与此同时， 中国还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还被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卫星图像。 同样在青海省， 这个电厂的规模达到了

惊人的约 ８５０ＭＷ。 根据陆地卫星 ８ 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所拍摄的图像显示， 在

此地区安装的四百万个太阳能电池板， 其覆盖面积相当于一个澳门那么大。
德令哈光伏电场， 已经超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卡穆迪太阳能发电工

程，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 中国目前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一

个更大的太阳能发电装置， 其发电功率达到了 ２ＧＷ。
在中国， 太阳能光热发电装置 （ＣＳＰ） 的商业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 这

种技术采用常规发电类似技术， 有助于降低新技术开发的风险。 中国已经为

太阳能光热技术的发展设定了宏伟的目标， 尽管起步速度较慢， 但它仍然是

光热能应用的一个尤其令人振奋的领域， 特别是在中国对能源结构的多样化

和碳减排的强力承诺条件下。
太阳能热电厂以熔盐为媒介转换太阳能， 通过提供更高的温度和更稳定

的媒介改善了发电系统效率。 原有的 ＣＳＰ 系统则使用油或者水作为媒介，
但是油不能到达很高的温度， 水又容易变为蒸汽， 所以这种介质必须装在高

压环境下。 中国首个熔盐太阳能发电厂已经开始并网输电。 天津滨海的太阳

能光热电力有限公司表示， 他们在中国西北甘肃省阿克塞投资的 ５０ＭＷ 熔

盐太阳能项目， 就是一项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成熟的商业开发的示范工程。 该

公司将使用这种技术于 ２０１８ 年进行大规模投产， 计划生产年输电 ２００ＭＷ 的

太阳能发电设备。 阿克塞电厂也是中国能源局 ２０１６ 年所列在建的 ２０ 个示范

性太阳能热电厂之一， 并作为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对象。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要求， 到 ２０１５ 年， 完成聚光太阳能装置

装机容量 １ＧＷ，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ＧＷ。 规划和在建中的电厂， 包括以下 １２ 项。
１ １ＭＷ 八达岭试点项目———由电器工程研究所 （ ＩＥＥ） 与中国科学院

（ＣＡＳ） 开展合作。
２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国电新疆公司合作的 １２ＭＷ （短

期） ／ ３００ＭＷ （长期） 项目。
３ 华能西藏公司承建的西藏 ５０ＭＷ 项目。
４ 天威新能源公司承建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５ 中国华电集团承建的 ５０ＭＷ 项目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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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国电能源承建的格尔木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７ 北京控股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宁夏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８ 中航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１００ＭＷ 项目 （待定）。
９ 广东康达公司承建的 １００ＭＷ 项目 （待定）。
１０ 天津国家经贸委承建的甘肃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１１ 莱昂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海 １０００ＭＷ 项目。
１２ 山东蓬莱电力和太阳能发电公司承建的陕西 ２００ＭＷ 项目。
根据计划， 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 （ＣＳＰ） 发电装机容量在 ２０２０ 年年底

将达到 ５ＧＷ， 这比 ２０１５ 年全球 ＣＳＰ 装机容量还要多。 青海德令哈的 ５０ＭＷ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 这套设施将是全国首个商业化 ＣＳＰ 电

厂， 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投入使用。 其他总计 ７００ＭＷ 的相关设施正处于不同的建

设阶段之中， 虽然全部竣工的时间表仍不明朗。
太阳能的另一项利用就是太阳能热水器。 中国在全球的太阳能热水

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在全世界的份额超过了 ７０％ 。 早在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市场， 全部太阳能热能装机容

量为 ３０ ４５ＧＷｔｈ （安装面板总面积为 ４３５０ 万平方米） ———比新增装机容

量排名第 ２ 的土耳其的 ２１ 倍还多。 ２０１７ 年末， 中国运行中的累计装机容

量估计将达到 ３０９ ４ＧＷｔｈ， 占全世界份额的 ７１％ 。 中国市场连续两年收

缩———在 ２０１４ 年下降 １８％ 以后， ２０１５ 年继续下降 １７％ ， 这是由建筑业

的放缓所致。
太阳能水加热装置使用了多项技术， 例如真空管、 太阳能导热管、 平板

集热器和太阳能缸等。 真空管继续在 ２０１５ 年主导中国市场， 占全部新增产

能的 ８７％ ； 然而， 平板集热器依然广受欢迎，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屋顶与立

面的一体化应用中。 太阳能导热管， 是最先进但也最昂贵的技术。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太阳能热系统在住宅以及旅游与公共部门中的应用， 占到了新增集热装

置安装量的 ６１％ 。
制造商与成本下降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国， 并在 ２０１１ 年

以后， 按年产量计算， 中国已经生产了世界上光伏发电系统的绝大部分。 根

据行业预测， ２０１７ 年年底中国将有足够的产能， 可在一年之内生产 ５１ＧＷ
的光伏发电装置。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国内需求大约在 ３４ＧＷ———这个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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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ＧＷ） 比 ２０１０ 年全球光伏产量 ２４ＧＷ 的 ２ 倍还要多。
光伏产业主要以几个大型制造商为主， 其中包括正泰集团、 晶澳太阳能

控股、 金牛能源、 尚德电力、 英利、 中电光伏和韩华太阳能。 一些制造商正

面临着大规模债务的挑战。
１０ 年中， 中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成本急剧下降， 从 ５０ 元 ／ Ｗ 下降到 ４

元 ／ Ｗ， 系统成本从 ６０ 元 ／ Ｗ 下降到了 ７ 元 ／ Ｗ， 降幅超过了 ８５％。 随着投资成

本的下降， 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也降低了 ７６％， 从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成本降低的主要动力， 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规模

的扩大。 快速增长的市场容量， 在提升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技术

创新不仅为制造商创造了更有效率的产品， 而且还带来了更高的发电效率。

水力发电

概述

在中国， 水力仍是目前最廉价的发电资源， 水电也是成本效率最高和最

为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形式。 这就使得开发者在安装水力发电装置时， 不需要

较高的上网电价。 水电还受益于其灵活性， 因为在过去的某些时期， 发电厂

可以迅速调整产出对变动的能源需求做出反应。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年末， 中国的水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０３ ４８ＧＷ，

同比增长了 ８ １％ 。 在这些新增装机容量中， 新增大型水电设施容量总计

８０ ７６ＧＷ， 新增小型水电 １６ ６ＧＷ 以及新增抽水蓄能容量 ６ １２ＧＷ。 水电的

全部产能达到了 ３１９ ５４ＧＷ， 占全球装机容量总数的 ２７％ 。 在这些全部装机

容量中， 大型水电为 ２２１ ５１ＧＷ， 小型水电为 ７５ＧＷ， 抽水蓄能水电

２３ ０３ＧＷ。 中国的水电发电量为 １１０００ 亿千瓦时， 占全国电力产出的

１９ ４％ ， 占全部非化石燃料电力产出的 ７３ ７％ 。 全世界最大的 １０ 座水电站

中， 中国就占了 ５ 座。 全球所有装机容量在 ７００ＭＷ 以上的水电机组， 有一

半由中国三峡集团运营。
不仅如此， 中国目前仍有许多水电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见表 １）。 ２０１５

年， 新开工项目的装机容量为 ２０ ９ＧＷ， 这也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尽管从生产和上网电价的角度看， 水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形

式， 但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包括： 能够长期开发的时间、 相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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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在建的水电项目

类型 河流 ／ 电网 发电站

常规水电

金沙江 乌东德、梨园、苏洼龙、阿海站、鲁地拉、龙开口、观音岩

雅砻江 两河口、杨房沟

大渡河 双江口、猴子岩、黄金坪、安谷、枕头坝、沙坪二级电站

黄河 刘家峡（扩建工程）、黄丰

其他河流 马马崖、丰满（重建）、小漩、立洲、卡基娃、多布

抽水蓄能电站

华北电网 枫林、文登、沂蒙

华东电网 绩溪、金寨、川龙山

华中电网 天池、蟠龙

东北电网 敦化、荒沟

南方电网 琼中、深圳、梅州、阳江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７）。

安置和环境问题， 以及获取潜在可开发场地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因素

预示着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以后的水电投资规模将会开始下降。 大型水电安装所

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 是另一项挑战。 为了建设三峡大坝， 有超过 １５０ 万

人被异地安置。 移民已经成为水电开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将使得这个部门

的未来发展更为复杂。
在国际上， 主要的水电设备供应商包括通用 （美国）、 安德里茨水电

（奥地利） 和福伊特水电 （德国）， 每个供应商大致具有相同的市场份额。
它们一起占全球水电设备行业的一半。 其他著名的制造商包括： 哈尔滨

（中国）、 东方 （中国） 和电力设备 （俄罗斯）。
中国水电开发的放缓和市场的饱和， 正刺激着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提

升水电项目的参与程度。 它们的参与既有建设方面又有运营方面， 尤其关注

非洲、 南亚和南美洲市场。 ２０１６ 年初， 中国的三峡集团收购了巴西的两家

发电厂， 成为该国第二大的私营电力企业。
根据中国公布 “十三五” 规划中的水电发展部分， ２０２０ 年水电总装机容量

目标是 ３８０ＧＷ， 其中 ３４０ＧＷ 是常规水电项目， 而 ４０ＧＷ 是抽水蓄能项目。 每年

水电发电量将达到 １２５０ＴＷｈ， 在全部非化石燃料发电量中的比重超过 ５０％。
中国全部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为 ６６０ＧＷ， 年发电量大约为 ３０００ＴＷｈ。 但

是这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其中 ７０％的水电资源分布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在技术发展层面，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水电开发的领导者， 从规划、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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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建设到设备制造、 运营和维护。
近些年来， 水电的主要技术成就包括：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高 ３００ 米

的拱坝， 在沙砾土上建设一座超高的心墙堆石坝， 建设一座 ３５ 米宽的地下

水电站厂房、 开凿深层地下水多重引水隧道等。 ８００ＭＷ 的弗兰西斯式水电

涡轮机和水头达 ５００ 米的 ３５０ＭＷ 抽水蓄能水电机组， 都可以在中国进行制

造。 近几年建成的包括： 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双曲拱坝 （锦屏一级水电

站）、 深埋隧道水电站 （锦屏二级水电站）、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溪洛渡水

电站） 和一座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水电站 （大岗山水电站）。
新公布的中国水电开发计划， 主要集中在发展电网和水电系统， 这是由

全国水电资源分布不均所决定的。 根据目前的规划， 最终将会有超过

１００ＧＷ 的水电从全国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地区。
然而， 中国的水电部门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获得了

公众的关注， 从而使得新项目的执行越来越困难。 要将人口迁移出水电项目

开发区域， 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 新水电项目就向偏远地区和经济发展程度

较低的地区转移。 在这些地区， 水电被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 而较

低的人口密度也降低了移民成本。

生物质

生物质能源， 指的是来自农业残余和废弃物、 林业产品和废弃物， 以及来

自畜牧业和城市垃圾的生物乙醇、 生物柴油和沼气等的能源。 中国具有巨大的

生物质能源发展潜力。 长期以来， 政府一直推动着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利用， 包

括农村地区的秸秆和薪柴的发电。 几十年来， 农村的能源政策一直支持着高效

生物质炉、 生物质加热床和生物沼气池的利用。 现代生物质能利用政策开始于

２００５ 年。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的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５ ５ＧＷ， 固

体成型燃料的利用达每年 １００ 万吨， 沼气利用量 １９０ 亿立方米； 利用非粮食原料

生产的乙醇燃料达到 ２００ 万吨， 生物柴油达到 ２０ 万吨 （国务院， ２０１１）。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 中国就一直将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列入其五年规划之中。

在 “九五” 规划中， 开发用于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和城市垃圾的高效厌氧

技术， 就被列为一项重点科技项目。 在 “十五” 规划期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就已经引入了农业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规划。 自 “十一五” 规划之

后， 每个五年规划都包含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特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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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印发的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指出， 在此期间， 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方案就是对这一来源获得的产出进一步开发。 依照规划， 到 ２０１５
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８０％， 秸秆能源化利用率达到 １３％。 ２０１２ 年印发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和生物质能发展的 “十二五” 规划明确要求，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生

物质能的利用率将超过 ５０００ 万吨标准煤当量。 当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１３ＧＷ 以及相关的年度发电量增长到 ７８ＴＷｈ 时， 每年的生物质能供给

将增加到 ２２０ 亿立方米， 固体成型燃料将会达到 １０００ 万吨， 生物质液体燃

料达到 ５００ 万吨。 生物质能发展计划的 “十三五” 规划正在进行中。
一方面，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热能资源的替代提供了潜力， 从而

更好地保护了环境。 另一方面， 它目前的开发和利用成本还远远不能与那些

传统的能源来源相竞争。 为此，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减轻企业

和用户的成本负担， 并直接对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补贴。 主要的措施

包括： 在前端对生物质能生产链开发的激励， 在市场末端对生物质能销售和

使用的激励， 以及促进整个行业发展的间接激励措施。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生物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０ ３ＧＷ， 比上一年增长了

０ ８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４ 年， 发电量增长了 １６％ ， 大约达到了 ４８ ３ＴＷｈ。 “十二

五” 规划设定的目标是， 在 ２０１５ 年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３ＧＷ， 但是生物能发

电的真实装机容量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制约这一进展的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

偏高、 项目的协调性差以及技术层面操作困难等原因。
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生物乙醇制造国， ２０１５ 年中国生产生物乙醇量为 ２８

亿升———下降了 １４％ 。 这一年中国增加了生物乙醇的进口但没有增加新的

产能， 部分原因是暂停了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生产。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生产

国， 泰国， 其乙醇产量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亿升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亿升， 上升

了 １０％ 。 中国生物柴油产量预计显著增长———估计增长了 ２４％———２０１５ 年

的产量达到 ３ ５ 亿升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在 “十三五” 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基础上， ２０２０ 年生物质能发电的

总装机容量目标将达到 ３０ＧＷ； 固体成型燃料的年利用率将达到 ５０００ 万吨， 沼

气 ４４０ 亿立方米， 非粮食原料制造的生物乙醇 １０００ 万吨， 生物柴油 ２００ 万吨。

其他可再生能源

世界上直接使用地热发电容量最大的国家， 分别是中国 （６ １ＧＷ）、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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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 （２ ９ＧＷ）、 日本 （２ １ＧＷ）、 冰岛 （２ＧＷ）、 印度 （１ＧＷ）、 匈牙利

（０ ９ＧＷ）、 意大利 （０ ８ＧＷ） 和美国 （０ ６ＧＷ）。 同装机容量相一致， 中

国是世界上使用地热发电的电量最多的国家 （２０ ６ＴＷｈ）。
中国同时也在开发海洋能源技术———潮汐能与波浪能。 在 ２０１５ 年， 海洋能

源总装机容量为 １０ ７ＭＷ， 其中包括一些在开发中的项目。 江厦潮汐能电站于

２０１５ 年升级， 装机容量从 ３ ９ＭＷ 上升到 ４ １ＭＷ。 在所有新开发的项目中， 其中

一个是 １００ＫＷ 的瑞鹰波浪能转换器， 它开发于 ２０１５ 年。 迄今为止， 中国的经验

就是本国目前的潮汐能利用技术相比波浪能利用技术显著降低了成本， 但是所

有这些能源利用都受到技术不成熟、 缺乏经验和配套基础设施等的限制。

政策发展

在中国， 开发新型、 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国培育新兴产业的关键战略举措，
它对于整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也被看作是国家环境保护行动的一部分，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过努力， 中国目前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

源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１１ ４％， 并且规划到２０３０ 年年底占一次能源的２０％。
在全球性能源危机、 区域性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可再生能源

利用技术的发展， 对替代化石燃料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来说， 具有非常重

要的实践意义和长期效应。 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

题， 环境约束不断强化， 节能减排的形势也越发严峻。 在这个背景下， 政府

将调整中国能源结构和开发替代性的绿色、 清洁、 低碳可再生能源放在优先

发展的位置。 生物质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稳定的供给———可以在数量上

大幅度地替代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 它还可以显著地降低污染和实现二氧化

碳的接近零排放。 于是， 近些年来， 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加关注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 并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了 《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以及每个 “五年” 规划， 从而通过建立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更多的厂商和消费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来。

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颁布于 ２００５ 年，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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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施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能源法， 从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重

视程度。
《可再生能源法》 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底修正， 新版修正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开始施行。 该修正案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通过电网额外收

费的形式征集， 从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目标体系

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就是将可再生能源在全

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２％提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 ２０２０ 年计划

为 １６％ ， ２０３０ 年为 ２０％ 。 该计划将风力发电看作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
并设定了风力发电中长期发展目标 （见表 ２）。

这一规划强调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包括风能、 水能、 生物质能、 沼气

能、 固体成型燃料和生物液体燃料等。 表 ２ 给出了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需求和生物能利用技术所制定的发展目标。

表 ２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份额 ７ ２％ １０％ １６％

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消费量 １６０ ｍ ＴＣＥ ２７０ ｍ ＴＣＥ ５３０ ｍ ＴＣＥ

可再生能源（排除水电）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 — １％ ３％

水电发电容量 １１７ＧＷ １８０ＧＷ ３００ＧＷ

风力发电容量 １ ２６ＧＷ ５ＧＷ ３０ＧＷ

生物资源发电容量 ２ＧＷ ５ ５ＧＷ ３０ＧＷ

年度沼气消费量 ８ｂ ｃｕ ｍ １９ｂ ｃｕ ｍ ４０ｂ ｃｕ ｍ

光电池装机容量 ７０ＭＷ ３００ＭＷ １ ８ＧＷ

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 ８０ ｂｓｑ ｍ １５０ｂｓｑ ｍ ３００ ｍｓｑ ｍ

酒精年度消费量 １ ０２ ｍ ｔ ２ ｍ ｔ １０ ｍ ｔ

　 　 注： ＴＣＥ ＝ 吨煤当量； ｍ ＝ 百万； ｂ ＝ 十亿。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７）。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府的强力政策支持， 中国的可

再生能源开发尤其是风能与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发展， 已经超出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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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这些目标正在被不断地修订。 表 ３ 展示了这些修订中的发展

目标。

表 ３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修正目标

年份 目标

２００９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８０ＧＷ

２０１０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１５０ＧＷ，太阳能发电 ２０ＧＷ

２０１３ “十二五”规划：到 ２０１５ 年发展太阳能光电 ２０ＧＷ；风力发电 １５０ＧＷ

２０１３ 到 ２０１５ 年发展太阳能光电 ３５ＧＷ

２０１６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２５０ＧＷ，太阳能 １００ＧＷ

　 　 资料来源： 笔者。

２００５ 年版 《可再生能源法》， 授权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对风能发电给

予电价补贴， 这一措施涉及每年风电装机的上网竞价， 从而产生了标准定价

或核准定价， 这些价格在不同省份一般也不尽相同。
依据 《可再生能源法》 第 １４ 条， 电网企业 （国家电网） 必须与那些获

得政府批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署上网电价协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 上网电价就已经在中国开始应用， 以支持风能的开发。

一开始， 电价水平是通过逐个案例的竞价或谈判来确定的。 然而， 这种安排

导致了大型国有可再生能源发电站之间的激烈竞争， 它们通常会发出不足以

支撑项目真正实施的投机性竞标方案。 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有害于风能产业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此，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为风力上网电价设定了基

准价格。 电价的范围在 ０ ５１ 元 ／ ｋＷｈ 到 ０ ６１ 元 ／ ｋＷｈ 之间不等， 这要取决

于风电场的地理位置， 其中按顺序包含了四类风能资源。① ２０１１ 年， 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将 ２０１１ 年及以后启动的全国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设定在

１ 元 ／ ｋＷｈ。 为了支持上网电价，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０６ 年开征可再

生能源电力使用附加费， ０ ０００１ 元 ／ ｋＷｈ。 ２００９ 年， 这一附加费上涨到

０ ００４ 元 ／ ｋＷｈ， ２０１１ 年上涨到 ０ ００８ 元 ／ ｋＷｈ， 从而支持可再生能源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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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后对上网电价补贴的需求。 尽管翻了 ８ 倍， 但是这项附加费仍然低于国际

标准： 由于全国居民用电的平均价格水平为 ０ ５２ 元 ／ ｋＷｈ， 这就意味着附加

费率相当于总电价的 １ ５％ 。 作为比较， ２０１３ 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达

到了 ０ ０５３ 欧元 ／ ｋＷｈ （０ ３４ 元人民币 ／ ｋＷｈ）， 相当于总电价的 ２０％ 。 中国

较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附加费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非常重要， 这是因

为它为进一步提升上网电价补贴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 ２０１７ 年的新建项目设定了

更低的电价补贴水平。 以风能为例， 按照四种风能资源排序削减上网电

价的幅度分别为 １５％ 、 １０％ 、 ９％ 和 ５％ ， 费率分别削减到０ ４０ 元 ／ ｋＷｈ、
０ ４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４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７ 元 ／ ｋＷｈ。 对于太阳能， 分别对三类

太阳能资源排序①削减上网电价的幅度分别为 １９％ 、 １５％ 和 １３％ ， 费率分

别是 ０ ６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７５ 元 ／ ｋＷｈ 和 ０ ８５ 元 ／ ｋＷｈ。 分布式太阳能电力的补

贴保持在 ０ ４２ 元 ／ ｋＷｈ。 海上风能和潮汐地带风能的上网电价也保持不变，
分别是 ０ ８５ 元 ／ ｋＷｈ 和 ０ ７５ 元 ／ ｋＷｈ。

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的一项宣布， 要求电力企业发电来源的 １５％ 以上

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其中不包括大型水电企业。 这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又一个信号。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发展

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２℃以内的目标， 以及中国自身空气质量

目标都是促进中国能源体系转型的强有力推动因素。 基于中国综合政策

评价模型建模团队的一项研究， 中国的能源转型可以支撑全球的气候变

化目标， 同时还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图 ４ 展示了在全球升温 ２℃目标下的

一次能源需求。
到 ２０５０ 年， 可再生能源将占到中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的 ３３ ８％ 。 ２０５０

年， 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增加到 ２８９ＧＷ，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总量将达

到 ５７１ＴＷｈ （见图 ５ 和图 ６）。

４２３

① 类似于风能资源排序， 也存在建立在太阳能资源基础上的三类太阳能发电区域， 分别位列

第一类到第三类， 从而决定太阳能发电的基准价格。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图 ４　 在全球升温 ２℃目标下的中国一次能源需求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图 ５　 在全球升温 ２℃情境下中国的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图 ６　 在全球升温 ２℃情境下中国的发电量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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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乔纳森·里斯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ｅｅｓ）❋❋

回购协议市场 （ｒｅｐｏ） 是中国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短期融

资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操作来管理国内的流动性条件， 不仅

如此， 它作为一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将随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章概

述了中国回购协议市场的关键特征， 首先聚焦于银行间市场， 然后讨论其最

近的发展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我们认为， 过去两年中回购利率过低而且

波动更少导致了金融市场更大规模的风险行为， 中国的政策制定在此过程中

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 从而对这些市场的发展变化做出了响应。

引　 言

回购协议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一项协议。 在此协议中， 现金借款人向现金

出借人卖出或抵押一项证券 （通常是固定收益证券）， 然后在将来某个时期

购回该抵押物或者解除抵押关系。 因此回购协议在经济上等价于担保贷款，
它是许多经济体短期融资市场上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国， 回购协议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也可以在银行间市场柜台 （ＯＴＣ） 交易。 交易所交易市场在最近几年得

７２３

❋

❋❋

这一文章的另一版本还发表在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ＲＢＡ） 公告》 的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版上。
笔者来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国际部。 本章所表达的观点全为笔者的观点， 与澳大利亚储备银

行国际部无关。 本章最后成稿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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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迅猛的增长； 然而， 银行间市场———大量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活跃在这个市场中———相比在交易所交易的回购市场， 具有更大的市场份

额、 更高的成交量和未偿贷款余额 （见图 １ 和图 ２）。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也会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来调整国内市场的流动性条件。 在中国的银行

间回购市场上， 大约有 ５ 万亿元 （７２００ 亿美元） 的未偿贷款余额， 这一体

量相当于美国回购市场的三分之一。①

图 １　 中国回购协议的换手率 （分市场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 笔者自己的计算； 万德 （ＷＩＮＤ） 信息数据库。

图 ２　 未偿贷款余额 （分市场）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８２３

①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初级交易商统计数据库未偿回购协议的 ２０１６ 年数据显示， 美国回购

市场的规模要稍微高于 ２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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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主要集中于银行间回购市场， 这是因为考虑到： 它作为短期融资

的主要来源具有的系统重要性、 它在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的流动性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新兴渠道的事实。 我们

通过透视主要的现金出借人和借贷人来概述回购市场的主要特征， 并进一步讨论回

购市场的最新发展， 关注风险的集聚和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的变化。

抵押物的所有权

同世界上主要的回购市场一样， 中国的银行间回购市场中的低信贷风险

债券占抵押债券的绝大部分。 最近几年， 中国政府债券以及中国政策性银行

发行的债券， 占全部回购抵押物的将近 ９０％ （见图 ３）。 央行票据在历史上

占了回购抵押物的相当一部分， 但是随着未偿的央行票据存量逐步下降， 它

们的使用也在逐步减少。① 其他的工具 （绝大部分是公司债券和地方政府债

券） 在银行间回购市场的份额， 仅比 １０％多一点。②

图 ３　 回购协议市场上的抵押物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月成交量计算的市场份额）

注： 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９２３

①

②

目前已经不存在央行票据， 保留到最后的一批票据已于 ２０１６ 年到期。
在银行同业拆放市场中， 抵押物必须满足现金出借人提出的相关条件， 其他条件都是通用

的。 这就是说， 就像绝大部分主要市场中那样， 现金出借人并不能要求专门或 “特定” 的

证券作为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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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中， 回购协议通常基于 “抵押” 进行交易， 这与其他

主要市场通常基于 “买断” 有所不同 （见图 ４）。① 在一个买断的回购协议交易

条件下， 抵押物的所有权在交易持续期内转移到了现金出借人。 相反， 在抵押性的

回购协议中， 抵押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现金借款人， 只是抵押给了现金出借人， 从

而现金借款人不能将其用作其他目的， 直到现金的本金和利息如数偿还。②

图 ４　 中国银行间回购市场 （月度交易量）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由于在抵押回购协议中， 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到现金出借人， 那

么现金出借人在交易期限中就不能使用 （或 “再抵押”） 该抵押物。 这对于

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含义。 第一， 它排除了在其他主要

的回购市场中出现的交易商经纪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一个交易商作为一个

中间商， 通过出借现金给一个对手方从而交换获得抵押物， 然后使用该抵押

物从其他的对手方借得现金， 从而将两笔交易之间的利差作为利润。
尽管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基于机会主义准则像中间商那样操作， 但是中国

的抵押回购协议市场上的转贷资金过程， 相比抵押物所有权转让的买断回购

市场要求更多的抵押物。
第二， 抵押物回购协议相比买断式回购灵活性更差。 例如， 债券交易商

０３３

①

②

２０１６ 年， 抵押协议交易额占比高达 ９５％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ＣＣＤＣ）， 是一家负责登记、 托管和结算中国大部分固定收益证券

的国有单位， 它的职责是确保其持有的质押证券不可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包括用作另一个

回购协议的抵押品， 直至相关的交易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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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者通常会使用回购市场为债券头寸融资。 这就涉及直接购买债券， 在

回购协议中将其作为抵押物从而为需要购买的债券借入现金。 虽然净现金流

为零， 但是投资者获得了债券的风险敞口。 在一个买断式回购协议市场上，
投资者可以在回购协议期内通过在第二个回购交易中接入等量债券并将其买

断式卖出， 从而绕开债券头寸。① 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空头头寸， 从而抵

消了原有的多头头寸。 然而， 这在抵押性的回购协议市场上是不可能的， 这

是因为抵押物是不可以出售的。 结果， 那些使用抵押回购市场的投资者， 相

比那些在买断式回购市场中为头寸融资的相同投资者而言， 在他们希望获得

退出当前头寸位置的能力时， 就会偏好为短期头寸借入资金。 事实上，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抵押回购市场中的隔夜拆借回购和债券回购套利交易量一样， 都

有大幅度的增长 （下面将会进行讨论）。
最后， 抵押物不可以再抵押的性质， 缩小了市场参与者从利率差异中获

益的空间。 这也许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回购市场收益率曲线陡峭的斜率，
尤其是隔夜回购利率与 ７ 天回购利率之间的利差非常之大 （见图 ５）。 在一个买

图 ５　 中国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 （按等级分类）

注： 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固定回购利率， 使用每个交易日上午的交易利率

的总位数来计算。 Ｍ ＝３ 月结束的季度， Ｊ ＝ ６ 月结束的季度； Ｓ ＝ ９ 月结束的季度， Ｄ ＝ １２
月结束的季度。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１３３

① 在大部分主要市场中， 交易商可能会通过替换抵押物显示出债券头寸， 或者他们也可能会

使用开放式回购协议， 在这样的协议中交易回合开始时并未制定第二回合开始的日期。 但

是， 这些方法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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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式的回购市场中， 市场参与者以 ７ 天利率借出现金， 然后使用获得的抵押物

以更低利率借入资金， 从而充分地利用到了利率差异。 但是在抵押式回购市场

上， 这些市场参与者需要出示他们自己的抵押物， 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现金出借人

在历史上， 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是银行间抵押回购协议市场上最主要的

现金供应商 （见图 ６）。 特别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全部贷款份额的大

部分。 这反映了它们作为零售存款大型基地和相对保守的资产负债表管理的

特征， 从而导致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出借到回购协议市场中。①

图 ６　 未偿回购协议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从来源数据中的 “特殊会员单位” 重新标记而来。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 中小型银行 （图 ６ 中标记为 “其他商业银行和

合作社”） 在回购协议市场上作为净借款人 （下面会讨论）， 尽管他们也占

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份额。 这些机构同时参与到市场中大规模的借入与借出

２３３

① 从中国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提供的 “国有商业银行” 回购行动的数据不能在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和小型 “股份制银行” 之间进行区分， 但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的国

内银行体系资金来源与使用数据表明，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类银行中占据了回购借出协

议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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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就可能是贷款转借活动的信号， 从而这些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机会， 以

低于他们借出资金利率的方式借入资金。 然而， 这也可能反映了在这类银行

机构群体中的差异性。
银行间回购市场中另一个显著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一些政策性银行，

它们的金融活动被记录在 “特殊成员” 类别中 （Ｃｒｕ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政策

性银行不仅在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上作为融资渠道发挥了准财政的作

用， 而且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三个政策性银行

中， 国家开发银行 （ＣＤＢ） 是回购市场中最为活跃的银行， 其在抵押式回

购协议市场上作为特殊成员的净贷款额， 与国家开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回

购市场贷款记录密切相关。
自 ２０１４ 年年初以来， 政策性银行在回购市场上的借出量就有了显著的

增长， 在两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三倍， 从而使得它们已经成为市场中具有系统

重要性的参与者。 最近一些年， 政策性银行通过债券发行 （政策性银行的

传统融资来源） 和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工具 （２０１４ 年启动， 从而为政策性

银行提供低成本融资和支持开发性借贷）， 提高了它们提供贷款的能力。 很

有可能的是， 正是政策性银行在回购市场活跃程度的增加， 从而使其成为国

家主导推动下降低回购利率波动性的一部分 （参考下面的 “最新发展及其

启示”）。
央行通过其公开市场操作在银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上发放的贷款， 也在最

近两年中迅猛增长。① 这反映，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以来央行外汇储备呈现下降的

趋势， 央行更加偏好通过更多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而非变动要求的准备金率

来管理市场流动性条件。 就像政策性银行那样， 央行在回购市场中活跃程度

的增加， 很有可能是以降低回购利率波动性为目的。
资产管理公司将回购市场用作流动性管理。 随着近些年来资产管理规模

的逐年增长， 它们也增加了借出份额。② 然而这些机构仅占未偿贷款余额的

很小一部分， 它们在银行间回购市场上的现金借出量相比它们借入量的规模

小得多 （下面将讨论）。

３３３

①

②

央行回购的借贷数据可以使用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数据计算得到。 央行的借出或者借入不

能通过其他金融机构的数据刻画， 也不能通过加总的交易量或者余额数据来反映。
从本章研究目的出发， 我们将所有记录的机构一起分组为： 基金机构、 保险机构、 证券公

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作为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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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借入方

小型银行 （图 ７ 中的 “其他商业银行与合作社”） 和资产管理公司在银

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中占据了借入方的绝大部分比重， 其中小型银行的未偿贷

款约占一半。 相比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这些银行的零售存款基数较小， 但最

近一些年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不断地扩张， 结果导致了对批发融资如回

购协议等的更强依赖 （澳洲联储银行， ２０１６）。
近些年来， 资产管理公司不断增加它们在银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中的

借入量， 并在市场全部未偿贷款中占很大的比重。 这种增长与这些基金

所管理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有关， 部分地反映出某些类型的资产管理公

司一般比银行的活动面临着更少的监管。 资产管理公司很有可能在最近

几年中增加其借入资金的规模， 从而参与到债券套利交易中 （下面将讨

论）。

图 ７　 回购协议未偿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的移动均值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图 ７ 中 “国有商业银行” 分类下的金融机构借贷， 刻画了股份制银行

（与作为市场主要资金供应商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比， 这些机构的规模更

小） 的借入量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用于转贷的借入量。 银行间回购协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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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将同时基于所提供抵押物的质量和借款人的信誉而有所差异 （Ｓｈｅｖｌｉｎ 和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①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信用质量， 从而资金

借入的利率低于那些小型银行， 而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借入资金的利率要高于

小型银行。 评级更高的机构如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它们的信用优势， 以相

对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转贷给小型 （信誉更低的） 金融

机构从而获取利润。 图 ８ 显示了按照机构类型分组的抵押回购市场净贷款

余额， 其中忽略了转贷活动和组内金融机构的差异， 从而显示了资金的

最终供给方和使用方。 在净余额的意义上， 政策性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

相比国有商业银行， 是最大的资金供应商， 而小型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是

净借入方。

图 ８　 未偿回购贷款净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从来源数据中的 “特殊会员单位” 重新标记而来。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５３３

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借款人的信用质量在抵押回购体系中显得更为重要。 在一定程

度上， 贷款人很难在一个违约事件中要求获得抵押物。 我们意识到中国银行间回购市场报

告的唯一一起违约事件， 涉及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的一起规模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约合 ７００ 万美元）
的隔夜拆借违约。 但是这一报告的违约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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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回购利率波动性的下降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回购利率的波动性有了显著下降并且自那以后保持着较低

的波动水平， 尽管自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以来有所增加 （下面将讨论， 见图 ９）。

导致波动性更低的一个因素就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所引入的资本充足率均值

（ＩＭＦ， ２０１６）。① 然而， 随着政策性银行和央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回购协

议市场， 这就意味着中国抑制回购利率波动的宏大目标。 一篇与中国人

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合著的工作论文支持了这一论点。 特别地，

它强调将货币政策从目前的方法 （关注数量性贷款目标、 “窗口指导” 以

及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中央指导） 转换到利率缓冲方法， 并改善短期利率

（尤其是 ７ 天回购利率） 向经济中其他利率的传导机制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不仅如此，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的一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的署名文

章也重申了这些目标。 文章说， 从短期利率 （尤其是 ７ 天回购利率和央行

中长期贷款利率） 向债券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明显改善了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②

政策性银行从 ２０１４ 年年初以来增加了它们在抵押回购市场上的贷款量，

使得它们的未偿贷款份额从 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年初的接近 ４０％ 。 ２０１６ 年年

初，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其他回购市场中的参与度， 政策性银行和央行

的贷款份额进一步增长 （见图 １０）。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更加主动

地管理流动性， 扩大了市场流动性注入和退出的规模， 并从双周公开市场转

移到每日的公开市场操作 （见图 １１）。 同其他央行一样， 这就使得中国人民

银行更加有效地缓冲流动性条件的短期波动———例如， 大规模税收支付和现

金的季节性需求导致的短期波动。

６３３

①

②

该规则变动允许银行在某特定报告日期的资本金率比央行要求的资本金率低 １％ ， 只要其

在审查期内的资本金率均值符合要求。
众多市场分析师也讨论了这种向利率缓冲体系的转变，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２０１６） 强调了这一转变并鼓励其在最新的转变中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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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国回购利率 （７ 天固定回购利率， 日数据）

注： 小点表示央行在回购市场上的 ７ 天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２０１２ 年之前） 和 ７ 天逆

回购利率 （２０１２ 年之后）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图 １０　 政策性银行与央行的回购市场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ＣＥＩＣ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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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央行的流动性注入和退出 （公开市场操作， 净值）

资料来源： 彭博社。

债券套利交易

回购利率波动性的结构性下降导致了短期回购协议与长期债券之间存在

持久的利差。 这种利差有助于债券的 “套利交易” ———这是一个杠杆性的

债券投资， 其中投资者获得了更高的长期利率， 但是只需要支付较低的短期

利率 （这就是说， 投资者通过回购市场购买债券然后将其抵押换取现金）。

众多报告显示， 回购利率的低水平和低波动性确实导致了杠杆性债券投资的

增加 （例如参考： 彭博新闻， ２０１６； Ｄ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１６； 新华财经频道，

２０１６），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评论指出， 相关金融机构面临着期限错配的风险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在投资者通过短期回购协议投资长期债券的案例中， 交易受限于再

融资风险。 这是因为基于此交易赚得的利差会随着回购利率的上升而消

失甚至为负。 套利交易还受限于资本损失的风险， 因为投资者几乎很少

通过回购持有一项长期债券直到其到期。 这种风险会通过该投资的杠杆

本质而放大， 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在回购市场的融资头寸对债券收益率的

变动高度敏感。

隔夜拆借和长期债券之间的利差是最大同时也是最持久的 （见图 １２）。

这很有可能导致了 ２０１５ 年年初的隔夜回购交易的大幅度增长， 以及小型银

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回购协议市场上借入资金规模的增长 （见图 １３）。 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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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一侧， 使用买卖价差度量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在显著增长， 从而套利交

易在一个偏低和稳健的利率环境下增加了债券交易量。 然而， 尽管套利

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但是当利率上升时它的交

易量也会很快下降。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对应的季度为这一原理提供了一些证

据， 当时随着回购市场波动性和债券回报率的增加， 买卖价差拉大。 此

外， 杠杆债券投资的增长提高了债券市场对回购利率的敏感性。 例如，
在 ２０１３ 年， 回购利率的大幅增加对于债券市场影响不大， 但是其后在

２０１６ 年回购利率水平和波动性的相对较小幅度的上升， 都会导致收益率

的显著上调。

图 １２　 债券利率与回购利率 （日度， 新发行的债券）

资料来源： 彭博社。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的回购利率水平和波动性的部分上升反映了这段时期内

资产管理公司增加了它们借入资金的份额 （同时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

操作的转变， 下面将讨论）。 一般而言， 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比银行以更高

的利率借入资金， 所以这类机构在交易量中的份额上升就会导致平均回购利

率的上升，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更高的波动性， 因为这些机构可以借款的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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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回购市场交易量 （银行间市场， 月度， 担保抵押， 按等级分类）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利率对于信贷市场风险偏好更加敏感。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考虑到某些银行间

回购协议市场参与者存在 “代持” 行为的这种非正式回购协议， 资产管理

公司被要求在借入资金时支付比银行更高的溢价并且数值急剧上升， 最终导

致回购利率大幅度上升 （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代持” 市场

代持 （这个可以翻译为 “代替某人持有某物”）， 指的是出售债券以换

取现金， 然后在交易初期约定的价格和时间内回购债券的操作行为。 “代

持” 协议在经济上等价于回购协议， 但是它不发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体系，
而且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交易。② 由于这种非正式性， 在这一市场上进行的

一些交易可能不同通过法律执行———例如据报道， 代持协议使用即时通讯服

务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使得市场参与者可能选择在代持市场而非正式的银

０４３

①

②

资产管理公司被认为是具有较高的信贷风险， 从而很有可能比银行支付更高的利率

（Ｓｈｅｖｌｉｎ 和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中国外汇交易系统网站， 这个网

站处理是银行间回购交易数据） 上检索到 《抵押回购月度公报》 的数据显示， 其他金融机

构的平均回购利率总是比任何一家中国的银行要高 （尽管这并不能表明不同金融机构在回

购资金利率条件上存在潜在差异）。
关于代持市场的信息， 基于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 Ｍｏｒｉｙａｓｕ （２０１６）； ＢＩＳ （２０１７）；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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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市场开展交易。 代持交易可用于在贷款期内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资产，

从而规避对杠杆的监管控制。 代持同时也允许抵押物的再抵押， 从而相比抵

押回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杠杆率。

尽管关于这一非正规市场几乎没有可得的数据， 但这种操作却是被广泛

报道的。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的主席估计， 代持协议的未偿贷

款额度可能高达 １２ 万亿元人民币 （１ ７ 万亿美元）， 从而其体量相当于银行

间回购市场的 ２ 倍大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 在不知所使用抵押物类

型、 合约可执行性以及所涉及机构信誉的情况下， 很难评估这一活动所涉及

的风险。 然而， 代持市场的非正规性表明， 这一风险要显著高于正式回购市

场的风险。 不仅如此， 正式回购市场和非正式回购市场的参与者之间很有可

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结果使得体现在代持市场的风险可能会溢出到银行

间市场甚至交易所市场。

例如，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期， 国海证券宣布其两名前任董事伪造了 １６５

亿元 （２４ 亿美元） 的代持合约与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国海证券的公告

消除了该企业是否会回购涉嫌到欺诈交易债券的疑问， 彼时相当于市值损失

１０ 亿元 （１ ４５ 亿美元） 左右， 约占该企业股东权益的 ７％ 。

这一公告导致了利率市场的大幅波动。 在正式的回购市场上， 现金出借

人不再愿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从而使得这些机构支付的利率与银

行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利差大幅度上升。① 债券市场上， 收益率显著上升而且

买卖利差进一步拉大。② 不过， 这种错位是短暂的， 因为据报道，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介入此事的解决， 而中国的大型银行通过 “Ｘ—回

购” 的方式增加它们在回购市场上的资金供应量。 “Ｘ—回购” 是中国人

民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一项回购工具， 它要求在满足标准化的抵押品和

折扣要求下， 对银行间回购市场的贷款人和借款人实施匿名匹配。 “Ｘ—回

购” 的方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借入资金的融资条件， 而在传统的回

购市场上， 这些机构因为代持市场向银行间市场的信贷焦虑溢出效应， 无法

获得融资机会。

１４３

①

②

所有类型金融机构借贷的 ７ 天回购协议与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借贷的 ７ 天回购协议之间的

利率差异， 在 １２ 月底扩大到了 １００ 个基点， 而通常这一利差只有 ２０ ～ ３０ 个基点。
中国政府债券期货的交易也暂停了， 成交量下降到日度极限低值。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条件的延伸

杠杆性债券回购的使用增加以及非正式回购市场， 都加剧了中国金融系

统的风险。 为了对这些风险做出明确回应，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中国人民银行开

始在其 １４ 天公开市场操作和 ２８ 天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 推出了标准化的

７ 天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尽管在这一时期没有对这一操作方法改变提供官方

评论， 但是有许多研究报告 （例如，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

试图通过鼓励减少使用隔夜拆借协议和增加使用长期拆借回购协议， 从而降

低债券购买的杠杆率。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公

开市场在操作方面所发生的转变对于缓和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

险具有实际的效果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回购市场交易量在这些变化之后明

显下降， 从而使得一些债券套利交易的投资者可能因回购利率水平与波

动性的增加而望而却步。

结　 论

中国的回购市场在近些年来飞速扩张。 这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广阔发展相

一致， 并且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有效管理短期资产与负债所需的参与深

度与流动性。 不仅如此， 中国人民银行还认为， 回购市场的发展将进一步支

持未来以短期利率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 然而， 如同其他金融市场一

样， 短期融资市场的扩张也可能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风险， 特别是在这些

市场本质上是非正式市场的时候。 这些风险看起来随着中国回购市场的发展

在不断上升， 而政策环境正是对这些风险做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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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投资中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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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普雷玛 － 钱德拉·阿杜克拉拉

（Ｐｒ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引　 言

那些研究中国崛起为出口大国的早期文献， 将中国出口产品组成由标准

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全球生产网络内 “高技术产品” 的转变解释为中国

正成为先进技术大国的信号。 根据预测， 人们已经感知到的中国出口篮子构

成的复杂性， 已经飞快地接近那些最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 （ Ｌａｌｌ 和

Ａｌｂａｌａｄｅｊｏ， ２００４；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６； Ｙｕｓｕ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中国这种举世瞩目

的出口实力和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路区域内贸易的迅猛发展， 导致有观点

认为， 中国正摆脱对传统市场经济体发展前景的依赖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

济实体， 而且还有潜力维持蓬勃发展。
然而， 后续一些研究通过考虑全球生产网络内的国际联系， 挑战了这一

观点 （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８；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２００９； Ｒｏａｃｈ，
２０１４； Ｙａｏ， ２００９；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和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 ２０１２）。 这些研究阐述的是，
有关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解释忽视了这样的事实， 即中国主要集中在以

东亚为中心的全球高科技产业生产网络的最后组装阶段。 尽管东亚经济体已

７４３

❋ 笔者感谢 Ａｒｉａｎｔｏ Ｐａｔｕｎｒｕ 对本章早期版本提出的有价值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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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在中国所装配零部件的主要供应来源， 但大部分最终产品还是销往了

本地区以外的市场。 这就是说， 声称中国和东亚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脱钩还

言之尚早。
本章通过将研究时间跨度扩展到最近的若干年， 从而重新审视这场辩

论。 文章的分析目的， 来源于最近有许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在全球生产份额中

比重越来越大的问题。 有来自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 那些在中国从事最终产

品组装的企业开始从国内的渠道获得投入要素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Ｙａｎｇ
和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２０１５； Ｙａｎｇ 和 Ｔｓｏｕ， ２０１５； Ｋａｎｇ 和 Ｓｈｅｎ， ２０１６；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Ｋｏｎｇ 和 Ｋｎ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６）。 根据这些研究， 中国的工业深化过程

得益于外国厂商选址于中国， 支撑了中国境内最终产品组装活动的快速扩

张。 还有证据表明， 由于在中国当地投资企业的迅速扩张， 并且其中一些还

成为全球生产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使得外资企业 （ＦＩＥｓ） 在其国内制造业

中所占的份额明显下降 （Ｌａｒｄｙ， ２０１４）。 与所有制结构转变紧密联系的， 是

中国企业表现出的纯模仿战略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的信号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Ｙｉｐ 和 ＭｃＫｅｒｎ， ２０１６）。 据猜测， 这些结构转型导致了更大程度的国

内采购倾向； 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试图检验， 国内制造业转型是否已开始转

变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网的模式。 填补这项知识的空白， 对于加深理解中国

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阐述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时， 宣布将实施

“贸易战”。 清楚理解中国当前新兴的贸易模式， 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有关

“贸易战” 启示的争论紧密联系。 最新的贸易模式研究预测， 如果将特朗普

提出的关税税率提至 ４５％ 并付诸实施， 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 ７３％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在对一些中国专家采访的基础上， Ｗｕ （２０１７） 报告的

非官方数据表明， 出口确实可能存在类似的收缩趋势。 这些预测都是建立在

货物贸易从始至终一定发生在某个国家内部 （横向专业化分工） 的传统观

念之上。
然而， 这些预测的有效性应该受到质疑， 因为 “全球生产分享” 是将

生产过程拆分为若干个独立的活动， 然后分配到不同国家， 这已成为全球贸

易和中国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全球生产分享驱动的现代国

际贸易创造了不同国家的相依关系， 这是在原有水平专业化分工贸易模式不

能捕捉到的特点。 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通常使用进口零部件来生产， 而它进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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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产品通常有助于扩大国内生产量， 并间接地引致本国的出口。 关于生产

和贸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互补关系， 无论是对于特朗普总统能否实施惩罚

性关税， 还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成为现实产生的经济影响， 都具有直接的

启示。
本章其他部分结构如下。 下一节概述了中国成为全球出口大国的发展过

程。 第三节分析了中国致力于全球生产分工的兴起模式， 同时聚焦其商品构

成的变化和贸易地理概况。 第四节， 在特朗普办公室提出惩罚性关税并引发

有关政策含义争论的背景下， 检验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发展模式对中

美贸易关系的启示。 最后一节总结主要发现并给出政策建议。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崛起， 应该是二战后最重大的进展之一， 其影

响甚至超越了德国和日本令人惊叹的崛起程度。 中国的商品出口， 从 １９７８
年拉开市场化帷幕的 ８０ 亿美元 （约占全球出口的 １％ ）， 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０８０ 亿美元 （约占全球出口的 ７ ７％ ）， 及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

出口的 １４ １％ ）。① 在 ２００４ 年，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 紧

随美国和德国之后。 然后再经过三年以后， 它已经成为第二大出口国， 超过

了美国。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的出口

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 ３３％ ， 相比之下， 其他主要经济

体例如美国、 印度和巴西等的平均份额为 １０％ （世界银行历年数据）。
中国这种 “超常” 的出口扩张， 受到其出口商品组成结构急剧转变的

影响， 从初级产品的出口转向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中国全部出口商品中， 制

造业产品的份额在 １９７０ 年代不到 ４０％ ， 而在 １９９０ 年代末期以后， 这一份额

已经超过了 ９０％ ， 相比而言全球出口平均水平为 ７０％ 。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

国已经出口了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还多。 在这一时期， 国内制造

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整合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为一个出口大国的主要推动力。
在组织结构的意义上， 生产网络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买方驱动的生产网

９４３

① 本章所报告的数据均以美元现价计算， 除非特殊说明， 数据都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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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生产者驱动的生产网络。① 直到 １９９０ 年代初， 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扩张主要还是发生在买方驱动的生产网络内。 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组成仍然

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例如服饰、 鞋子、 玩具和体育用品

等。 香港的制造业企业将他们的厂址选择中国大陆新成立的经济特区

（ＳＥＺ）， 从而在将中国与这些生产网络联系起来过程中， 发挥了纽带作用

（Ｓｏｎｇ 和 Ｓｕｎｇ， １９９５； Ｒｏａｃｈ， ２０１４）。
自此以后， 中国的出口组成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型， 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品向生产者驱动生产网络内部的组装产品转变———特别是那些门类众多的

机械与运输设备中。 经过若干年以后， 中国在全球机械设备领域的增长速度

已经超过了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这种出口扩张得益于跨国公司

（ＭＮＥｓ） 大举进军中国设立组装工厂。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跨国企业子公司

的份额已经从 １９９０ 年代初的 １０％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０％ （Ｌａｒｄｙ， ２０１４）。
将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功地与全球生产网络相联系， 要求政策改革能够创

造一个有利于出口导向的经济环境。 然而， 将经济范围的改革与吸引跨国公

司建设生产基地而制定专门的公共政策相结合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生

产者驱动网络中的生产分工情形下尤其如此。
中国一跃而成全球最大组装中心的主要推动力包括： 其相对廉价、 可供

训练劳动力的充分供给， 贸易自由化， 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已实现贸易相关的

基础设施供给。 在劳动力供给层面， 中国在监管工人方面有特殊的优势从而

弥补了大量非熟练技能工人的不足。 在生产网络内的组装流程， 相比传统的

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 要求大量的中层监管工人 （以及可以获得大量可供

０５３

① 购买者驱动的生产网络在技术扩散的消费品工业中非常常见 （例如服装、 鞋类、 旅行用

品和玩具等）。 在这一网络中的 “核心企业” 是国际购买者 （例如沃尔玛、 玛莎百货和

海恩斯—莫里斯 （Ｈ＆Ｍ） 连锁等大型零售巨头）， 而生产共享大多是通过正常的合作关

系来实现的， 其中全球供应商 （价值链中介） 在将生产者和核心企业联系起来的过程

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生产者驱动网络在全球垂直一体化产业中常见， 例如电子器件、
电器产品和汽车等。 在这些网络中， 核心企业是跨国制造业企业 （例如英特尔、 摩托罗

拉、 苹果和三星） 而生产分享主要通过核心企业的全球分支机构和 ／ 或与已签订合约的制

造商保持的紧密合作关系来实现。 于是， 在这个网络中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之

间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为了对这两类生产网络的差异做一个分析性的区分， 可以参

考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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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低成本非熟练工人）。① 在全球生产分享的背景下， 发达国家普遍将

价值链中低技能密集型的生产环节，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然而， 这些低技能

活动可能比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最具有技能密集型的活动， 更具有技能密集型

的特征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１０）。
除这些因素以外， 冷战②结束后 “国家风险” 的显著下降以及中国于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对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顺利运转提

供了有利条件。 无论是设立子公司还是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国家风险

是一个企业将其生产流程外包到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因素。 这是因为在海外某

个地区的供应中断将可能会破坏整个生产环节， 而且也不可能通过签订完备

合约的方式来完全抵消这些风险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２００５；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６）。

贸易模式

为了研究跨国生产网络中的贸易规模和贸易模式， 很有必要将报告的标

准 （基于海关记录的） 贸易数据中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零部件贸易 （以下简

称配件） 与最终 （组装） 产品贸易区分开来。 附录 １ 中描述了数据收集方

法。 在下面的讨论中， “全球生产网络 （ＧＰＮ） 产品” 指的是配件产品与组

装产品的总和。
来自中国的 ＧＰＮ 产品出口， 从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年的 ４７０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５ 万亿美元，③ 此时这些产品已经占到中国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

的 ７０％以上。 这一时期， 在 ＧＰＮ 产品内， 组装产品比配件产品占有更大的

份额。 这一贸易模式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组装产品中心的绝对地位。

１５３

①

②

③

参考 Ｉｓａａｃｓｏｎ （２０１１） 中史蒂夫·乔布斯与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关于苹果在中国设

立总装工厂的讨论： 在那一时期， 苹果公司在中国雇用了 ７０ 万名中国工人， 而且这也就是

为什么需要 ３ 万名工程师来监督这些工人的原因。 但如果你可以培养出这些工程师， 他会

说， 我们可以将更多的制造工厂搬至这里。
冷战时期的国家风险考虑被认为是美国电子工业跨国企业在它们海外运作的初始阶段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０ 年代） 倾向于选择新加坡 （其后是马来西亚、 泰国和菲律宾） 来建立总

装工厂， 反而绕过了韩国、 中国台湾和香港 （特别是香港， 这一地区几乎完全遵循了

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 等这些对它们来说更为熟悉的国家和地区 （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和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 ２０１４） 。
为了减小随机冲击和测量误差的影响， 本章在做跨期比较时全部使用了两年平均的数据来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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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配件产品也在 ＧＰＮ 产品占据很大一部分， 而且比重在近些年逐渐上升，
反映了国内生产基地的不断深化。 具体详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从 １９９０ 年代初开始，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比重一直要高于其在全

球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比重， 而且在 ２００５ 年后两者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在世界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占的比重为 ２７％ ， 相比之

下其在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为 １８％ （见图 ２）。 无论组装产品还是

配件产品， 都要显著高于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图 ２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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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成

在生产者驱动的生产网络中， 中国出口产品在全部 ＧＰＮ 产品中的份额，
已经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５２ １％上升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４ ２％ （见图 ３、 表

１）。 信息技术产品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电信和录音设备以及电力机械）
是这类产品中的主要出口产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这类产品占全部全球生产

网络出口的比重达到 ４５％以上。

图 ３　 中国的厂商驱动、 买方驱动与全球网络生产的出口：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表 １　 中国在全球网络贸易中的出口商品组成：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①

单位： ％

产品②

零部件产品 最后组装产品 全部全球网络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ａ）厂商驱动网络中的出口 ７２ ０ ８５ ３ ３４ ８ ６４ ５ ５２ １ ７４ ２

化学品（５） ０ ３ ０ ７ — — ０ １ ０ ３

发电机（７１） ４ ０５ ５ ６ ０ ２５ ０ ５ １ ６５ ２ ７

特种工业机器（７２） １ １５ ２ ０ ０ ８ ３ ７ １ ６ ３ ０

金属加工机器（７３） ０ ３ ０ ４ ０ ６ ０ ７ ０ ５ ０ ６

一般工业机械（７４） ４ ３５ ８ １ １ ８ ７ ２ ３ ９５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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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②

零部件产品 最后组装产品 全部全球网络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７５） １８ ０ １４ ９ ５ ７ １５ ９ １２ １ １５ ７

电信和录音设备（７６） １８ ７ ２２ ３ ６ １ ８ ７ １３ ９ １４ ６

电力机械（７７） １８ ８ ２２ ０ ６ ７５ １０ １ １１ ５ １６ ２

公路车辆（７８） ２ ８ ６ １ ３ ８ ４ ６ ３ ４５ ５ ３

其他运输设备（７９） ０ ５ ０ ４ ２ ４ １ １ ４ ２ ５

专业和科学仪器（８７） ０ ５ １ ２ ３ ４ ７ ２ ２ １ ４ ６

摄影设备（８８） １ ６５ ０ ８ ３ ３ １ ９ ２ ７ １ ４

（ｂ）买方驱动网络中的出口 ２７ ９５ １４ ７ ６５ ２ ３５ ５ ４７ ９ ２５ ２

纺织品（６５６ － ６５７） ２８ １５ １４ ２ ０ — １０ １ ５ ９

服装与服装配饰（８４） ０ ２５ ０ ５ ４０ ７ ２４ ４ ２８ １ １３ １

鞋类（８５） — — １０ ７５ ７ ３ ６ ９ ４ １

旅游用品（８３） — — ３ ８ ３ ８ ２ ４ ２ １

总计（ａ ＋ 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①两年均值； ②括号中显示的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ＳＩＴＣ） 中的商品编码。
—为零或可以忽略不计。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产品组成从购买者驱动网络化产品向生产者驱动网络化产品的转型， 反

映的似乎是国内生产基地的扩大， 而非中国正失去购买者驱动网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 正如表 ２ 所示， 在两位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编码的层面上， 中国绝

大部分产品的全球出口份额在这一时期持续上升，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

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归因于不断上涨的国内工资水平。 然而有趣的是， 购买者

驱动的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大幅上升， 尽管这些产品被认为更加具

有劳动密集型特征。 中国这类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０ ９％上升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９ ２％ 。 在这期间， 中国鞋类和旅行用品产

品的世界市场份额， 从 ２１ ９％ 上升到 ４０ ５％ 。 在生产者驱动的出口中， 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 （ＳＩＴＣ７５）、 电信和录音设备 （ＳＩＴＣ７６） 展示了最快的全球

市场渗透率：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在这些产品的全球出口中， 中国的世界市场

份额分别是 ４９ ２％和 ３６ １％ 。 有趣的是， 在生产者驱动的生产网络中， 无

论是配件还是组装产品， 中国的世界市场份额都得到了提升， 这反映了中国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牢固地位。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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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在全球网络贸易中的份额：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①

单位： ％

产品②

零部件产品 最后组装产品 全部全球网络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ａ）厂商驱动网络中的出口 ５ ８５ １７ ８ １３ ６５ １６ ２ ３ ７ １１ ５

化学品（５） １ ８ １２ １ — — １ ８ １１ ９

发电机（７１） ２ ２５ ９ １ ６ ０ ８ ５ １ １５ ４ ８

特种工业机器（７２） ２ ０ ８ ４ ６ ０ ９ ７ １ ６ ７ ２

金属加工机器（７３） ２ ４ ９ １ ６ １５ ８ １ １ ７５ ６ ５

一般工业机械（７４） ３ ８ １３ ４ １０ ８ １６ ３ ２ ８ ９ ８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７５） １１ １ ２９ ９ ３９ ８ ７１ ３ ７ ７ ４９ ２８

电信和录音设备（７６） １２ ５ ４６ ３ ３７ ３ ３５ ４ ８ ３ ３６ １

电力机械（７７） ５ ０ １９ ２ １８ ８ ３０ ６ ３ ３５ １２ ９

公路车辆（７８） ２ １ ８ ６ ５ ３５ ３ ７ １ ２ ４ ０

其他运输设备（７９） １ ２ ２ ９ ３ ３ １１ １ １ ６ ７ ５

专业和科学仪器（８７） ２ ３ １０ ５ １０ １ １６ １ ３ ９ １３ ３

摄影设备（８８） ９ ５ １８ ５ １２ ８ １３ ３ ５ ５ １２

（ｂ）买方驱动网络中的出口 １２ ９ ３２ １ ３３ ８ ４６ ２ １９ ７ ３９ ６

纺织品（６５６ － ６５７） １３ ６ ３４ ５ １７ ３ — １３ ６ ３４ ８

服装与服装配饰（８４） — — — ４８ １ ３０ ９ ４９ ２

鞋类（８５） ８ ７ ２０ ６ ２５ ６ ４２ ６ ２１ ９ ４０ ５

旅行用品（８３） ０ ０ １６ ５ ４１ ８ ２３ ７ ４１ ６

总计（ａ ＋ ｂ） ６ ５ ２２ ４ １６ ７ ２７ ６ ５ １ １７ ６

　 　 注： ①两年均值； ②括号中显示的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ＳＩＴＣ） 中的商品编码。
—为零或可以忽略不计。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对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向全球市场跨国渗透的增加， 至少有四种

可能的解释。 第一， 尽管国内平均工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但是中国的

制造业工资水平仍然要远低于美国和那些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体 （见表

３）。 例如， 在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和大多

数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 即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下面将讨论），
这种 “国际化” 的工资差距可能是中国作为生产网络内选址考虑吸引力

的显著决定因素。 第二， 中国内陆省份和厂商中的劳动力市场依然比较

萧条， 从而跨国公司可以选择将生产流程配置在国内， 以对沿海省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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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稀缺和工资上升做出回应。 位于工业中心的大企业依然可以选择使

用转包协议的方式， 从而以乡镇企业 （ ＴＶＥｓ） 作为对工资上升的一种回

应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和 Ｗｅ， ２０１７）。 第三， 因为贸易与投资政策的改革以及更

重要的贸易相关基础设施供给的改善， 使得服务联系成本的下降抵消了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第四， 如前所述， 中国具有许多国际无法企及

的劳动力优势 （非技能型劳动力和监管人才）， 而这些优势正是全球生产

网络内大规模组装操作所需要的。

生产份额的深化

正如本章开头提及， 目前有一些零散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基地

在过去一些年中不断深化， 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配件在国内生产的比

重也在加大。 在中国的贸易数据中， 是否反映出这种结构随时间发生变

化的显著影响呢？
本文收集的两个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 并在图 ４ 中绘出： 配件出口占配

件进口的比重以及配件进口占组装产品出口的比重。 前一个指标表明中国作

为配件的供应商融合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程度； 后一个指标表明在中国的最

终产品组装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配件。

表 ３　 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

单位： 美元

国家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澳大利亚 ７１４２０ ８４７４３

加拿大 ５３４５４ ５８４５２

法国 ７２７７１ ７４４０３

德国 ７５５１９ ７８８９５

爱尔兰 — ７５２８８

意大利 ６３７５７ ７０４８３

荷兰 ７３８１６ ７５２１６

瑞典 — ７８０５０

英国 ６１９５８ ７０４００

美国 ７７０５５ ８７０２１

捷克共和国 — ２４８６３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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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波兰 ２３６０５ ２４０８８

巴西 ３２５９０ ３６７３５

墨西哥 １６０２１ １６６７５

中国 １５５０８ １６２８７

印度 １４０３９ １４７０８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０４８ １８７７１

日本 ６５６４３ ６６３３９

韩国 ４６２９３ ６００３９

马来西亚 １７７２６ ２１８９９

菲律宾 １０９９８ ９５２６

新加坡 ５４９９７ ６６８５２

中国台湾 ２９３０７ ３１８４５

越南 — １０６５２

　 　 注： —表示为了避免披露个别公司的数据而做的数据保密。 美国的数据涉及在美制造业中的外

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对于其他国家， 使用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结构。
资料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２０１４）。

图 ４　 中国： 零部件进口相对于零部件出口和组装产品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在 １９９０ 年代初， 中国的配件出口只占到其配件进口总额的 ６０％ 。 这一

份额在后续年份中持续上升。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配件出口超过了配件进口的

２５％ 。 进口配件占最终产品出口的比重， 从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的 ３８％ ，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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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的超过 ９０％ 。 这一时期正是从购买者驱动出口向生产者驱动出口急

剧转型的年代。 但是这一比重之后开始下降，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达到了 ６０％ 。
于是数据清晰地显示，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共享的程度得以

深化。①

地理概况

表 ４ 和表 ５ 总结了中国 ＧＰＮ 产品出口和进口的目的国与来源国数据。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有趣的趋势发展， 这些变动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

络的地理模式紧密相关。

表 ４　 中国全球网络出口目的国家与地区组成：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单位： ％

国家 ／ 国家组织

零部件 组装产品 全部 ＧＰＮ 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日本 １９ ４ ９ ４ １５ ３ ７ １ １７ ８ ８ １

韩国 ４ ５ ７ １ ２ ８ ４ ８ ３ ８ ５ ７

中国台湾 ５ ９ ２ ７ ３ ９ ２ ６ ５ ０ ２ ６

东南亚 １１ ５ １１ ５ ８ ６ １２ ５ １０ １ １１ ９

南亚 ２ ４ ５ ０ ２ ６ ４ ２ ２ ５ ４ ６

印度 ０ ４ ３ １ ０ ５ ２ ４ ０ ５ ２ ７

西亚 １ ８ ４ ３ ２ ５ ５ ０ ２ １ ５ ７

中亚 ０ １ ０ ６ ０ １ ０ ８ ０ １ ０ ７

大洋洲 １ １ １ ６ １ ７ ２ ５ １ ４ ２ １

澳大利亚 １ ０ １ ５ １ ５ ２ ０ １ ２ １ ８

北美自由贸易区＾ ２８ ８ ２７ ０ ３１ ７ ２５ ３ ２９ ６ ２４ １

美国 ２７ １ ２３ ４ ２９ ７ ２２ ２ ２７ ７ ２２ ７

加拿大 １ １ １ ４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１ ４

欧盟（ＥＵ） ２１ １ １８ ９ ２１ ４ １９ ９ ２１ ２ １９ ５

非欧盟西欧地区 ０ ４ ０ ３ １ ６ ０ ６ １ ０ ０ ５

俄罗斯 ０ １ ２ １ ０ ４ ２ ３ ０ ３ ２ ２

８５３

①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ｓｃｕ 等 （２０１５） 也报告了中国配件进口相比总装出口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从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的 ５５％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５％ 。 然而， 由于没有考察配件出口发生的情况， 他们

的研究错误地将这些数据解释为 “生产流程步骤的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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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 国家组织

零部件 组装产品 全部 ＧＰＮ 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非洲 　 １ ６ 　 ３ ５ 　 ３ ２ 　 ４ ６ 　 ２ ３ 　 ４ 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２ ３ ６ ９ ４ ４ ７ ９ ３ ３ ８ ５

全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备忘录项目

发达国家＃ ７０ １ ５２ ０ ７０ ３ ５０ ０ ６９ ７ ５０ ２

除日本外的发达国家 ４９ ３ ４２ ６ ５４ ９ ４３ ０ ５１ ９ ４２ ８

发展中国家＃ ２９ ９ ４８ ０ ２９ ７ ５０ ０ ３０ ３ ４９ ８

　 　 注：∗两年的均值；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基于联合国标准国家分类计算。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表 ５　 中国全球网络进口来源国家与地区组成：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单位： ％

国家 ／ 国家组织

零部件 组装产品 全部 ＧＰＮ 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日本 ２８ ５ ２２ ２ ２８ ８ １２ ８ ２８ ８ １５ ５

韩国 ８ ２ １４ １ ５ ３ １９ ４ ６ ７ １７ ７

中国台湾 １６ ２ １１ ４ １２ ４ １９ ６ １４ ３ １７ ２

东南亚 ８ ７ １４ ９ ３ ５ １２ ９ ６ ８ １３ ５

南亚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印度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西亚 ０ １ ０ ３ ０ ２ ０ ３ ０ ２ ０ ３

中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大洋洲 ０ ３ ０ ２ ０ ５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澳大利亚 ０ ２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北美自由贸易区＾ １５ ３ １０ ０ １６ ４ １２ ８ １５ １ １１ ４

美国 １４ ０ ９ ３ １７ ４ １１ ９ １５ ０ １０ ６

加拿大 １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５

欧盟（ＥＵ） ２０ ５ ２４ ２ ２８ ５ １９ ２ ２４ ３ ２１ １

非欧盟西欧地区 ０ ８ １ １ １ ３ １ ３ １ ０ １ ２

俄罗斯 １ １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非洲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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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 国家组织

零部件 组装产品 全部 ＧＰＮ 产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０ ３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０ ２ １ ６
全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备忘录项目

发达国家＃ ６４ ５ ５５ ４ ７７ ２ ４４ ４ ７０ ４ ４７ ６
除日本外的发达国家 ３５ ６ ３４ １ ４８ ４ ３１ ６ ４１ ６ ３２ ４
发展中国家＃ ３５ ５ ４４ ６ ２２ ８ ５５ ６ ２９ ６ ５２ ２

　 　 注：∗两年的均值；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基于联合国标准国家分类计算。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在出口端， 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 ＧＰＮ 产品份额有了显著下降，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９ ７％下降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０ ２％ 。 向日本的出口降幅

最大， 在此期间从 １７ ８％下降到了 ８ １％ 。 除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 在中国

ＧＰＮ 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 ４２ ８％ ， 相比而言，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这一份额

为 ５１ ９％ 。 美国仍然是配件产品和组装产品的最大市场， 占中国全部出口

总额的五分之一。
尽管中国在除中国台湾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 ／地区的市场份额显著上

升， 但是其向非洲、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和西亚 （中东） 地区的出口

产品渗透程度上升幅度更大， 尽管起点比较低。 中国向东亚发展中国家 ／地
区 （韩国、 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 的出口比重增速就慢得多， 从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１ ５％ ， 到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０ ５％ ， 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份额， 从 ２１ ５％上升到 ２８ ６％ 。
在进口端， 发达国家在 ＧＰＮ 产品出口份额中的比重以更慢的速度下

降———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７０％ 下降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７ ６％ ———与我

们观察到的出口端数据旗鼓相当。 然而， 这种度量具有显著的跨国差异。
占中国市场份额的最大赢家是韩国、 中国台湾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其中

韩国从中获得的收益最大。 相比之下， 日本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８ 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５％ 。 数据清晰地显

示， 中国的配件进口高度集中在临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包含日本）。
这些国家在全部配件进口中的份额，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５３％ 上升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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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份额与中美贸易关系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 制造业产品占主导， 而其他类型产品 （初
级产品） 在全部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不到 ５％ （见图 ５ａ）。 ＧＰＮ 产品占制造业

产品的绝大部分， 其份额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４５％上升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超

过 ６５％ 。
中国向美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 （美国向中国的出口）， 在全部进口产

品中的份额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的 ７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１％ 。 ＧＰＮ
产品在全部制造业产品中的比重， 在这一期间从 ７３％ 下降到 ４９％ 。 最近

一些年， 中国向美国进口增长的年均速度， 要比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增长

的年均速度慢得多 （见图 ５ｂ）。
这种贸易模式转变， 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 ＧＰＮ 生产基地在中国的深度

扩张相一致。 随着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跨国

公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向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进口份额随着时间的

增长在逐步下降。 特别地， 即使在中国配件生产扩张的情况下， 那些从事产

品组装的企业似乎也在从中国国内渠道获得配件投入。
中美贸易关系中出口和进口模式的转变， 可以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中鲜明地反映出来，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的焦点 （见图 ５ｃ）。 制造业

贸易占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ＧＰＮ 产品贸

易又占了这一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 相比之下再往前十年， 这一份额约为

５０％ 。 ＧＰＮ 产品贸易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真实影响， 要远远比数据显示

的大得多：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贸易数据分解步骤， 并未覆盖全部 ＧＰＮ 产品

贸易 （参考附录 １）。①

向美国的 ＧＰＮ 产品出口增长了 ５ 倍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从 ５００ 亿美元上

升到 ３０００ 亿美元）。 在这一时期， 配件作为美国制造业的最重要投入品，

１６３

① 本章的焦点只是记录到的贸易顺差， 这正是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焦点。 至于生产基地

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 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为全球化生产进程的一部分， 已经超出了

本文的研究范围。 在这一问题上， 可以参考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和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２００９） 和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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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ａ　 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图 ５ｂ　 中国向美国的进口：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图 ５ｃ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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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这些进口产品的平均份额为 ４５％ （见图 ６ａ）。
与人们基于沃尔玛和美国其他零售超市的媒体报道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不

同， 标准的消费者产品 （衣服、 鞋类和玩具等） 只占中国对美国出口全部

ＧＰＮ 产品中很小的一部分。 过去十年中， 属于生产者驱动网络中的产品在

两国全部 ＧＰＮ 产品贸易中的比重超过 ８５％ （见图 ６ｂ）。 这是因为， 绝大多

数垂直整合于全球产业的美国跨国公司将最终产品组装流程转移到中国， 而

将绝大部分的产品设计、 全球营销和其他总部职能保留在了美国。

图 ６ａ　 零部件和最终组装产品在全部ＧＰＮ产品出口额中的比重：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图６ａ　 买方驱动和厂商驱动产品在全部ＧＰＮ产品出口额中的比重：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

资料来源： 数据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收集而来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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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贸易失衡扩大的争论一度绝大部分聚焦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上。
这一争论所忽略的事实就是中国对美国跨国公司来说的重要性。 美国的跨国

公司正是通过将中国作为基地， 来扩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 ２０１３ 年，

在相关数据可得的最近一年， 在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 向其他地区的

产品出口额达到了 ３７５ 亿美元， 这几乎相当于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价值的 ３
倍 （见表 ６）。

表 ６　 在华经营的美国跨国企业销售额： ２０１３ 年
单位： １０ 亿美元

商品与服务 商品

销售总额 ２６１ ８ ２１７ ７

区域性销售额 ２０６ ７ １６６ ６

出口

向美国的出口 １５ ４ １３ ６

向其他国家的出口 ３９ ７ ３７ ５

　 　 资料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２０１６）。

本节的讨论支持了这一观点， 即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由全球化生产

分享过程所驱动以及双方经济体都能在此过程中受益的结构性现象。 贸易保

护政策反而有害于制造业的生产， 使美国失去更多就业岗位， 中国成为全球

制造业巨头背景下阻碍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运营的一大因素。

鉴于两国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 特朗普总统试图对中国实施的惩罚

性关税， 势必将面临来自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到目前为止， 除了

福特汽车和开利公司放弃了它们在墨西哥投资建厂的计划以外， 他意图

“将工厂带回美国” 的愿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实现。 有传闻消息提供的证据

表明，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经特朗普胜利当选短暂停顿之后， 又回到了它们走

向世界的惯常做法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２０１７； Ｂｌａｃｋ， ２０１７）。

甚至即使惩罚性关税最终得以实施，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内贸易流的影响

可能也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严重。 有证据表明， 全球生产分享在很大程度上

弱化了相对价格与贸易绩效之间的联系， 当我们谈论配件产品贸易时更是如

此 （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０； Ａｒｎｄｔ 和 Ｈｕｅｍｅｒ， ２００７；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１０；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和 Ｋｈａｎ， ２０１６）。 位于不同国家的价值链上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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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单元通常专业化于某一个特定的工序任务， 而这是专业化于其他特定任务所

在地区不可直接替代的。 这就是说， 有不同来源的配件产品的相互替代性是相

当有限的。 不仅如此， 海外生产基地和相关服务联系的建立涉及很高的固定成

本， 使相对价格 ／成本的变动在商业决策过程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结　 论

本章在中国经济实现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检验了中国在以东亚为

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角色演进的重要意义。 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

中的牢固地位， 一直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中国进口配件总额相

对于加工产品出口总额比例的显著下降， 以及中国作为配件净出口国的新兴

角色可以看出， 为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出现的生产基地深化提供了证据。
近些年来， 中国对东亚邻国配件供给的依赖性在逐步下降， 正是生产网络

内出现生产基地深化的反映。 中国也正在发展成为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生产网络

内重要的配件供应商。 东亚邻国向中国的配件出口在 （向全世界） 全部制造业

产品出口中的份额， 远比通常想象的要低。 不仅如此， 近些年来， 由于中国总装

产品对投入产品的需求更多地通过国内渠道得到满足， 这些份额也在显著下降。
尽管来自中国的总装产品在全球出口具在有明显的地理多样性特征， 但

西方国家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在全面上升。 虽

然起点比较低， 但是中国向非洲、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和西亚 （中东）
的市场渗透程度相比东亚地区更高了。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出口模式演进中具

有东亚偏向， 当然也无证据表明， 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东亚经济以成为一个

自足的经济实体， 并且具有独立于发达经济体维持经济活力的潜能。
这一章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 即在全球生产分享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

象征的背景下， 中国贸易差额背后的真实故事， 要比标准贸易流分析所揭示

的复杂得多。 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逐步拉大， 本质上是一种由全球生产分享进

程和中国在以东亚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所起的枢纽作用共同驱动的结构性

现象。 最开始， 在自身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美国公司将其他亚洲基地生产的

高端配件运往中国的条件下， 中国主要作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最终产品装配

点。 随着生产基地的更加深化， 中国对进口配件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 中

国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配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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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跨国企业的竞争性， 依赖于其利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向世界其他国

家提供产品的能力。 在两国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下， 特朗普总统提出对中国

实施惩罚性关税的企图势必面临着来自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甚至

即使惩罚性关税最终得以实施，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内贸易流的影响可能也没

有通常认为的那么严重， 因为全球生产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相对价格与

贸易绩效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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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贸易数据的收集

借鉴 Ｙｅａｔｓ （２００１） 的原创性文章， 使用零部件数据来度量 ＧＰＮ 产品贸

易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然而无论是零部件还是组装产品， 全球生产分享均出

现了显著的扩张。 不仅如此， 生产网络内部， 这两种生产任务的相对重要性

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 而且也随时间发生变化， 导致将零部件贸易数据

作为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 ＧＰＮ 产品贸易趋势和贸易模式的一般性指标，
存在很多问题。 在这篇研究中， 我们将 ＧＰＮ 产品贸易定义为， 融合了生产

网络内部所交易的配件产品和最终 （组装） 产品的总和。
这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除中国台湾地区以外， 全部来自联合国商品贸

易统计数据库。 中国台湾的数据 （作为一个经济地区没有包含在联合国贸

易统计数据报告系统中） 来自台北经济规划和发展委员会。 这一数据基于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第 ３ 版的 ５ 位数字 ＳＩＴＣ 编码类别收集而来。
通过采用映射到联合国广义经济分类 （ＢＥＣ） 和 ＳＩＴＣ 中的中间产品子

类零部件目录， 我们编译了产品种类列表， 并划定了所收集数据的零部件分

类。 正如这里所定义的， 在这里非常重要且要说明的是， 零部件仅仅是中间

产品投入的一个子集， 尽管这两个术语在最近有关全球生产分享的文献中交

替使用。 零部件———不像铁、 钢、 工业化学品和煤等标准的中间投入品———
是属于 “特定关系” 的中间投入品； 在绝大多数时候， 它们不具有对合同

环境要求更高的参考价格 （Ｈｕｍｍｅｌｓ， ２００２；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大部分 （如果

不是全部） 的零部件并没有其自身的商业生命， 除非它们被嵌入最终产品

之中。
从标准的贸易数据来看， 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最终组装产品进行的分类

并无硬性和快速的规则。 唯一可以做到这点的方法就是聚焦于专门的产品分

类， 而这个产品分类高度集中于 ＧＰＮ 产品贸易。 一旦识别了这些产品分类，
最终组装产品的近似贸易额就可以使用零部件之间的差异来估计， 而这些零

部件产品可以基于我们的清单和这些产品分类的总贸易额来直接识别。
根据现有可得的关于生产分享的文献， 我们识别了 １４ 种产品分类： 发

电机 （ＳＩＴＣ ７１）、 特种工业机器 （ＳＩＴＣ ７２）、 金属加工机器 （ＳＩＴＣ ７３）、 一

般工业机械 （ＳＩＴＣ ７４）、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ＳＩＴＣ ７５）、 电信和录音设备

（ＳＩＴＣ ７６）、 电力机械 （ ＳＩＴＣ ７７）、 公路车辆 （ ＳＩＴＣ ７８）、 其他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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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Ｃ ７９）、 旅行用品 （ＳＩＴＣ ８３）、 服装与服饰配件 （ＳＩＴＣ ８４）、 鞋类和体

育用品 （ＳＩＴＣ ８５）、 专业和科学仪器 （ＳＩＴＣ ８７） 和摄影设备 （ ＳＩＴＣ ８８）。
我们有理由假设， 这些产品分类中没有产品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某个给定的

国家内完成的。 其中， ＳＩＴＣ ８３、 ＳＩＴＣ ８４ 和 ＳＩＴＣ ８５ 可以归类为主要由购买

者驱动型生产网络内的贸易产品， 而其余的产品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生产网络

内的贸易产品。 这些种类产品的出口总额以及属于这些分类下的零部件产品

价值之差， 就可以看作最终组装产品的价值。 然而， 值得承认的是基于这种

清单的估计并没完全覆盖全球贸易中全部类型的最终产品。 例如， 最终组装

产品的外包确实发生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产品分类中， 例如服饰、 家具、 体育

用品和皮革制品等。 在这些产品分类中， 将报告数据中的零部件产品与最终

产品之间做出清晰划分并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因为它们还包含

了相当一部分 （尽管未知） 程度的横向贸易份额。
最近的许多研究通过将标准的贸易数据和国民投入产出表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４） 为此提供了一个综述） 相结合推导出 “增加值” 贸易数据， 从而分

析了贸易模式。 潜在的理论就是， 在全球生产分享驱动着零部件跨国贸易规

模迅猛扩张的背景下， 标准的 （总） 贸易数据 （基于海关记录的贸易数据）
倾向于对给定国家双边贸易不平衡和其全球贸易联系地理概况做出扭曲的刻

画 （Ｌａｍｙ， ２０１３）。 然而， 这一方法对于现有研究并无意义， 因为这里主要

是为了检验全球生产分享的模式和决定因素。 相关方法是分别按照零部件和

最终产品分析 （总） 出口中的报告数据。 贸易和产业政策只可能影响一国

所参与价值链的某个环节； 随着该国家逐步融入价值链， 其国内增加值就会

随着时间发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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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知识溢出

陈春来

引　 言

自 ２００１ 年 “走向世界” 的战略实施以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得到快速增长。 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２６ ９ 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３） 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０１ 万亿美元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中

国跨国企业 （ＭＮＥｓ） 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 除了寻找市场、
追求效率和寻找资源以外， 中国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寻找战略资产，
以获取先进的技术、 生产工艺、 现代化的管理技能和国际认可的品牌， 从而

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例如，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Ｌｉｕ 和 Ｓｃｏｔｔ⁃
Ｋｅｎｎｅｌ， ２０１１）。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然而， 早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或者是东道国吸引中国投资者

的区位决定因素 （例如，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Ｃｈｅｕｎｇ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９； Ｔｏｌｅｎｔｉｎｏ， ２０１０； Ｗｅｉ 和 Ａｌｏｎ， ２０１０； Ｃｈｅ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Ｋｏｌｓｔａｄ 和 Ｗｉｉｇ， ２０１２；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５ａ）。 但是， 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 不仅如此，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罕

见。 因此，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逆知识溢出效应， 并

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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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 本章研究了省属企业 （绝大多数为私营企业）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

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是否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中国 ３０ 个省份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在控制外商

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增长的知识溢出效应之后， 无论是省属企业还是中央所

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通过逆向知识溢出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省级经济

增长。 总体而言， 这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了中国经济增长。
本章在文献上做出了两个贡献。 第一， 这篇文章同时研究了外商对中国

的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① 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② 对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对外直接投资对

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第二， 这篇文章研究了来自省属

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省级经济增长。 这些发现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策制定者

来说， 在设计和执行相关政策方面从而促进和强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

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有着政策指导意义。
本章的其他部分结构如下： 下一节评述相关文献并讨论对外直接投资逆

向知识溢出效应的相关理论和作用渠道； 第三节讨论分析框架和实证模型，
描述数据和设定变量； 第四节讨论回归结果， 第五节提供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 理论与文献

“知识溢出” 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经济交易的情况下发生的知识

流动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９２）。 外国直接投资是最重要的一种国际知识溢出方式

（例如，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３； Ｄｕｎｎｉｎｇ 和 Ｌｕｎｄａｎ， ２００８）。 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

的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知识来源 （例如，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在理论文献中 （例如， Ｈｙｍｅｒ， １９７６；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Ｃａｖｅｓ， １９９６），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所有权优势和企业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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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形资产给东道国带去一揽子资本、 先进和专项技术、 现代企业管理、 成

熟的市场营销技巧、 组织良好的国际分销渠道、 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和谐

关系、 良好的声誉以及其他无形资产。 因此，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对东道国企

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可以是横向的———通过

在相同产业内的示范效应、 劳动力流动和信息流来实现。 但是外国直接投资

也可能对当地企业带来激烈的竞争。 一方面， 竞争可以迫使当地企业提高其

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从而变得更加具有创造性并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

源， 最终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竞争也可以将当地企业挤出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市场 （例如， Ａｉｔｋ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ｂ； Ｆｕ， ２０１１；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因此， 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横向知识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Ｇｏｒｇ 和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２００４）。
外国直接投资也可以产生纵向的知识溢出效应， 通过供应链内的上下游

产业联系来实现 （例如，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当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为它们的客户提供更

好的中间投入品， 或者当它们向其供应商传递知识以获得更高质量投入品和

准时交货时， 外国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东道国上下游企业的

生产效率。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对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出呢？ 从理论上讲， 产生

逆向知识溢出需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子公司获取并吸收东道国的具体

知识， 这既可以通过直接的跨国并购 （Ｍ＆Ａ）， 也可以通过间接的逆向知识

溢出来实现， 如示范效应、 劳动力流动以及与东道国大学、 科研机构和行业

协会保持的纵向产业联系与外部网络联系。 第二阶段， 这种专门知识直接通

过子公司传递回母国， 或者通过企业内的劳动力流动来实现。 第三阶段， 这

种获得的国外知识溢出给母国的国内企业或其他知识受体， 并为母国经济所

间接吸收。
有理由假设， 逆向知识溢出的传导渠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企

业的知识溢出传导渠道是类似的。 下面的讨论， 将聚焦在从母国跨国企业向

母国国内企业的逆向知识溢出的渠道上。 第一个渠道是示范效应和模仿效

应。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获取国外的先进知识， 就会将这些知识传递回总部并

将新技术应用于母公司的生产， 其他的国内企业可能会通过示范效应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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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仿该项知识， 从而从中受益。 然而，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

处于相同的行业， 示范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的加

剧， 不仅导致了母国国内企业模仿母国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技巧以求得生

存， 而且也迫使本国企业进行创新以改善经营绩效和更有效地使用现有技术

（例如，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和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Ａｉｔｋ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跨国企业向其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出的第二个渠道是劳动力流动。
那些曾经受雇于国外子公司并在委派期间获取国外知识的回国人员， 可能有

助于他们所在跨国母公司和母国经济的知识创造和创新。 回国人员也可能会

带回重要的外部网络以促进知识的交流。 因此， 母国国内企业不仅受益于产

品与流程相关的信息， 而且还受益于其雇员的特定国家知识， 这些都有助于

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所以， 母国跨国企业归国人员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增加

母国经济中的总体知识存量。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 等 （２０１１） 发现中国高技能劳动力

的回流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传播渠道。 Ｄ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使用中

国中小企业 （ＳＭＥｓ） 数据研究发现， 归国企业家可以利用他们在海外获得

的无形资产发展其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 他们研究还发现， 本地企业家也

能通过与归国企业家保持紧密的商业联系而受益。
逆向知识溢出的第三种渠道是母国跨国企业与本国经济之间的后向联系

（从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供应商） 与前向联系 （从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的客

户）。
母国跨国企业的后向联系能以多种方式有益于母国经济。 第一， 母国跨

国企业可能会通过对产品质量和及时送达施加要求， 从而有利于改善母国供

应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如果母国跨国企业愿意向它们母国的供应商提

供帮助， 以促进生产管理和技术的升级， 那么后者就可能加强其生产管理和

生产技术， 并因此获得帮助， 以改善产品质量和推动创新的形成 （例如

Ｌａｌｌ， １９８０；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第二， 母国国内企业为了成为母国跨国企业的供应商而产生的竞

争， 将可能进一步提升其生产效率———例如， 如果它们被要求更加有效地运

用其资源或者被要求采用新型的生产技术或生产流程 （Ｃｒｅｓｐｏ 和 Ｆｏｎｔｏｕｒａ，
２００７；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０９）。 第三， 出口导向型的母国跨国企业， 其拥有的商业

联系可能会为母国供应商提供外国市场条件的相关信息———例如， 消费者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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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设计、 包装、 产品质量要求和法规环境等 （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和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这类知识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母国供应商建立它们面向国外市场的直

接出口渠道。 第四， 通过提升母国供应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母国跨国

企业可能会将这种效益延伸到母国那些为最终用户生产消费品的其他下游厂

商。 因为这些厂商可以获得更加廉价， 技术也更加先进的中间投入品

（Ｋｕｇｌｅｒ， ２００６；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８）。
母国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前向联系将它们获得的国外知识扩散到母国经

济中， 无论它们作为母国经济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 还是将其先进的中间投

入品出售给下游母国企业。 首先， 母国下游企业可能会由于能够获得上游产

业部门中母国跨国企业生产的新型、 改进或低成本的中间投入品， 而变得更

加具有效率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其次， 母国下游企业向母国跨国企业购买中

间投入品时可能会获得其提供的配套服务， 而这些服务在购买进口品时是无

法获得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总体而言， 母国跨国公司供应商将通过提供母

国经济体之前不可获得的新型中间品而增加母国的知识库存。
于是， 在理论层面上，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母国经济产生逆向知识溢

出， 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

长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是相当有限的，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更是如此。
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 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 ｄｅ ｌａ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 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特

别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 １３ 个工业化国家母国生产率的影

响。 他们发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向研发密集型东道国的案例中，
这些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均得到了提升。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０） 使用 ５０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地影响母国经济体的经

济增长。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等 （２００９） 使用英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

这些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有着不同劳动力成本和研发强度的东道国。 结果

发现， 无论是投向高成本、 高研发强度的东道国， 还是投向低成本、 低研

发强度的东道国， 对外直接投资都显著地增加了英国的 ＴＦＰ。 于是他们得

出结论： 不仅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均

对母国 的 ＴＦＰ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 类 似 证 据 还 包 括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和 Ｃｈ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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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他们使用了行业层面数据研究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中国台湾对大陆

直接投资对中国台湾生产率的影响。 他们发现， 中国台湾的劳动生产率受

到流向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并得出结论， 生产率提升得益于垂直

或者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将低增加值的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

中国台湾低的大陆。 因此， 这两个研究———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等 （２００９） 和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和 Ｃｈ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显示， 生产率提升不一定要依赖于技术获取型对外

直接投资。 如果企业将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配置到低成本的地区并将高附

加值生产活动保留在母国， 那么母国的生产率也能通过效率寻求型对外直

接投资得到提升。
许多研究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企业生产

率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 一项由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开展的爱尔

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对爱尔兰跨国企

业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对爱尔兰经济中的国内企

业具有生产率溢出效应， 无论这些企业是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者， 还是隶属

于跨国企业的垂直价值链。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的研究发现， 只

有进行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从中受益， 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产率的提升源自成

本的下降， 而这种成本的下降得益于跨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廉价的投入品。 然

而， 这种能力只对跨国企业有效， 而不可传递回母国经济 （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Ｖａｈｔｅｒ 和 Ｍａｓｓｏ （２００７） 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基于爱沙

尼亚企业层面的数据， Ｖａｈｔｅｒ 和 Ｍａｓｓｏ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爱沙尼亚跨国企

业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 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母国其

他企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相反，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和 Ｚａｎｆｅｉ （２００６） 使用来自意大

利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 意大利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显著地受益于意

大利的跨国企业。
但是， 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逆

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还相当有限。 在仅有的少数文献中， 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１） 使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５ 年 ３３ 个发展中国家样本，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母

国 ＴＦＰ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Ｚｈａｏ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８） 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研究

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研发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从

东道国向母国传递技术溢出， 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提升。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０）
使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７ 年流向发达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研究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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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中国在发达国家的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 ＧＤＰ 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效应， 而通过示范效应和模

仿效应渠道引致的效率提升， 是比技术变迁效应更大的生产率增长来源。
上述提及的实证研究， 为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提供

了有价值的见解。 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 例如， 早期有关对外直接

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献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向母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

逆向溢出效应时， 没有在实证模型中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这将导致有

偏的估计。 因此， 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定

论， 尤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研究， 从而对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

济增长的效应获得全面的了解。

分析框架和经验模型

基准模型

　 　 我们用总生产函数方程 （１） 估计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

影响。

Ｙｉｔ ＝ ＡｉｔＬ Ｂβ１
ｉｔ Ｄ Ｋβ２

ｉｔ Ｆ Ｋβ３
ｉ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Ｙ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 Ａ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 ＴＦＰ 水平； ＬＢ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总劳动投入； ＤＫ ｉｔ是省份 ｉ 在

第 ｔ 年的国内资本存量； ＦＫ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外国资本存量， 它代表外商

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投入对省级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需要

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 正如第二节所提及的， 因为外商直接投

资给东道国带去了一系列企业特定无形资产， 它可能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而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参考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的文章， 我们假设一个省份的总资本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资

本存量的份额 （ ＩＦＤＩ ／ ＰＴＫ） 越高， 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对该

省经济增长的效应就越强。
我们在第二节讨论过，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产生逆向知识溢出，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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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劳动力流动和垂直的产业联系等， 从而促进母国

的经济增长。 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主要分为两类： 中央所

属的国有企业和省属企业。 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

资中占了绝大多数， ２０１４ 年约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６４％ 。 然

而，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 省属企业快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并在 ２０１４ 年超

越了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４）。 尽管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仍然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占主导， 但是省

属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因此， 我们分别从省

属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的影响。
我们假设每个省份具有相同的机会获得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逆向知识溢出。 我们还期望，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

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越高，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在全国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越高， 那么省级对外

直接投资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

增长的影响就越大。
基于上述的假设， Ａｉｔ可以用方程 （２） 定义如下：

Ａｉｔ ＝ Ｂｉｔ ｅｇ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ｉｔ－１，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ｉｔ－１，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ｔ－１( )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Ａ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的 ＴＦＰ 水平， Ｂ ｉｔ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年

的 ＴＦＰ 水平的残差； ＩＦＤＩＳ ／ ＰＴ Ｋ ｉｔ － １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 １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存

量在 ｉ 省全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代表了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对

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 Ｋ ｉｔ － １是省份 ｉ 在第 ｔ － １ 年的省级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在 ｉ 省全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代表了省级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 Ｋ ｔ － １是第 ｔ － １ 年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资本总量中的比重， 这一指标

代表了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

影响。
将方程 （２） 与总生产函数方程 （１） 融合———通过对劳动力变量

（ＬＢ）、 国内资本变量 （ＤＫ） 和外国资本变量 （ＦＫ） 取自然对数， 然后重

新整理方程右边的各项， 并加入常数项 （β０） 和误差项 （εｉｔ）， 我们得到下

面的实证回归方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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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Ｌ Ｂｉｔ ＋ β２ ｌｎＤ Ｋｉｔ ＋ β３ ｌｎＦ Ｋｉｔ ＋ β４ ＩＦＤＩＳ ／ ＰＴ Ｋｉｔ－１

＋ β５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 Ｋｉｔ－１ ＋ β６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 Ｋｔ－１ ＋ ｅｉｔ （３）

这一实证模型允许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和对外直接投资

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验。 第一， 如果系数β４显

著为正， 那么有证据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促进了东道国省级经济

的增长。 第二， 如果系数β５显著为正， 那么就有证据表明， 省级对外直接投

资的逆向知识溢出促进了母国省级经济的增长。 第三， 如果系数β６ 显著为

正， 那么就有证据表明，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

溢出促进了母国省级经济的增长。

数据和变量设定

省级 ＧＤＰ （Ｙ） 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ＰＴＫ） 使用 Ｗｕ （２００９） 的数据，
以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格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计价度量。① 中国的全国资本总存量使

用省级资本总存量加总， 以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格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计价度量。 劳

动力投入 （ＬＢ） 是每个省的就业总人数， 以百万人数度量。②

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外国资本存量 （ＦＫ） 采用每个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 并使用

下面的步骤计算。 第一， 将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③的美元价值使用年度平

均官方汇率转化为人民币价值。 第二， 将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人民币价

值用 １９７８ 年价格进行平减。 第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折旧率为 ５％ 。
最后，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使用每年的年末值进行累加得到， 并以 １９７８ 年不

变价的 １０ 亿元人民币度量。
每个省的国内资本存量 （ＤＫ） 可以通过该省的资本总存量减去外商直

接投资存量 （ＦＫ） 得到。
给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就可以计算得到外商直接投

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并且用于估计外商直接

１８３

①

②

③

Ｗｕ （２００９） 在最新公布的国民账户数据基础上， 使用了传统的永续盘存法推出中国 ３１ 个

省份和三个经济部门从 １９７７ ～ ２００９ 年的资本存量序列， 数据在 ２０１４ 年更新。
劳动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数据， 在 ２００５ 年及以前， 来自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
来自省级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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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理由假设，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

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时滞， 所以在模型中对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应用了一年的时滞。

计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计算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的方法与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 ＩＦＤＩＳ） 的方法

相同。 从省属企业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自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
给定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省级资本总存量， 就可以计

算得到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可以用它来估计省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

增长的影响。 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在全

国资本总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可以采用类似的计算方法， 并

用于估计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

的影响。 我们还假设，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知识溢

出会经历一个时滞， 从而在模型中设定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的

值滞后一年。

回归结果和解释

本章的实证研究使用了中国 ３０ 个省份①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库。②

首先， 我们使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总资本存

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来估计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

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稳健性分析， 我们还分别使用了省级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作

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变量估计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

长的影响。
表 １ 展示了方程 （３） 的估计结果， 其中分别使用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存

２８３

①

②

由于数据缺失， 西藏排除在样本外。
只有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才能获得省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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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省级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以及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在全国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作为对外直接

投资的解释变量。 第 １ 列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表明， 更倾向于使用固定效用

模型。 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揭示，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通过知

识溢出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 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可

能影响到省级经济增长的省级特质因素和随时间不变的因素。 所以我们的解

释将建立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

表 １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常数
０ １９３６
（１ ３６）

１ ０７５１
（６ １３）∗∗∗

ｌｎＬＢ
０ ２６９６

（８ ５２）∗∗∗

０ ０１１１
（０ ２２）

ｌｎＤＫ
０ ６１８１

（２３ ０５）∗∗∗

０ ６０５１
（２３ ６５）∗∗∗

ｌｎＦＫ
０ ０８２６

（４ ８０）∗∗∗

０ ０５００
（２ ８９）∗∗∗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２０１

（４ ００）∗∗∗

０ ０１７２
（３ ６０）∗∗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９４４

（２ ００）∗∗

０ １２３５
（２ ７９）∗∗∗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ｔ － １
０ ２３９７

（５ ２３）∗∗∗

０ ４２５７
（８ ８９）∗∗∗

观察值个数 ３２２ ３２２

分组数 ３０ ３０

Ｒ２ ０ ９８ ０ ９３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３７１２∗∗∗

Ｆ—统计量 ２５２２∗∗∗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括号中数字表示 ｔ 检验统计值。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部资本存量

的份额用来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变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２ ６( ) ＝ ７０ ３５，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０， 倾向于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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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资本投入变量 （Ｄ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劳动力投入变量 （ＬＢ） 为正， 但不显著。 这表明

中国各省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强于劳动力的投入。 外国资本变量

（Ｆ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而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作

为资本投入对东道国的省级经济增长产生直接贡献。
回到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 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省级总资本存

量中的比重 （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这一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一发现提供了一定的实证证据表明， 外商直接

投资通过对当地经济的知识溢出而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一发现与之前

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 （例如，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第二， 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省级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

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

溢出对母国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影响， 从而促进省级经济增长。
第三， 变量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

逆向知识溢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而表明中央所属国有企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溢出促进了母国经济增长。
我们使用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分别替代了 ＰＯ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 ＮＴＫ， 进行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表 ２ 报告了估计结果。 第 １ 列报

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倾向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省级经济

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 同样， 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可能会

对省级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省级特征因素和随时间不变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

们的解释将建立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 国内资本投入变量 （ＤＫ） 在 １％ 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 劳动力投入变量 （ＬＢ） 虽然为正， 但不显著。 外国资本变

量 （Ｆ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些结果与表 １ 中报告的估计结果相

一致。
变量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支持了我们早期的发现， 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具有显著为正的知识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了东道

国的省级经济增长。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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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对省级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常数
０ ５１６９

（３ ６３）∗∗∗

１ ０６８３
（６ ６７）∗∗∗

ｌｎＬＢ
０ ２８８４

（９ ６２）∗∗∗

０ ０７２６
（１ ４８）

ｌｎＤＫ
０ ５７３０

（２２ ７２）∗∗∗

０ ５８５２
（２３ ９１）∗∗∗

ｌｎＦＫ
０ ０８４０

（５ １５）∗∗∗

０ ０５３２
（３ ２０）∗∗∗

ＩＦＤＩＳ ／ ＰＴＫｔ － １
０ ０１６５

（３ ５４）∗∗∗

０ ０１４３
（３ １９）∗∗∗

ｌｎＰＯＦＤＩＳｔ － １
０ ０２９２

（６ １９）∗∗∗

０ ０２５７
（５ ７５）∗∗∗

ｌｎＳＯＥＯＦＤＩＳｔ － １
０ ０１６０

（２ ３４）∗∗

０ ０３８３
（５ ４４）∗∗∗

观察值个数 ３２２ ３２２

分组数 ３０ ３０

Ｒ２ ０ ９８ ０ ９５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５５８６∗∗∗

Ｆ—统计量 ２７８４∗∗∗

　 　 注：∗∗∗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括号中数字表示 ｔ 检验统计值。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用来代表对外直

接投资变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ｃｈｉ２ ６( ) ＝ ５６ ６７， 以及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０， 倾向于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的估计。

现在我们转向主要关心的变量。 变量 ＰＯＦＤＩＳ 和 ＳＯＥＯＦＤＩＳ 均在 １％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 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是来自省属企业还是来自中央所属国

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母国经济具有显著为正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 从

而有助于省级经济增长。 这些结果与表 １ 的回归结果相一致， 从而表明我们

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参考我们在本章第二节的讨论， 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央所属国有企业

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能是母国跨国企业向母国经

济的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 这些逆向知识溢出可能来自示范效应、 模仿效

应、 劳动力流动、 信息流、 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和帮助母国经济产业重构和技

术升级， 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促进母国经济的增长。 这一发现提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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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知识溢出的方式对母国经济

产生积极影响， 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当前深化全球化进程、 加速国

内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的环境下， 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结　 论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对中国省级经

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一个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无论是省属企业还是中央所属

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促进省级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种正

向效应可以看作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知识溢出对母国的省级经济产生影响的结

果。 这些结果可能是通过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 劳动力流动、 后向与前向产

业联系、 信息流、 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和帮助母国经济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

方式来实现的， 从而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效率改进， 推动了母国

经济的发展。 这篇研究还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知识溢出的方式也对当地

经济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 从而促进了省级经济增长。
这篇研究的发现表明， 中国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很多收益。 在对

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知识溢出、 促进出口、 加速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

方式为母国经济带来收益的条件下， 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推出相关政策鼓励对

外直接投资， 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知识溢出效应。 这些政策包

括： 让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更加开放和市场化， 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等提升中

国国内企业所有权优势， 以及鼓励中国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加强联系， 从而

强化和加速对外直接投资向中国经济逆向知识溢出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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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 “５ ＋ １” 合作， 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

❋

胡必亮　 刘清杰　 鄢 姣

引　 言

“５ ＋ １” 合作指的是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五国 （俄

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之间形成的特

定合作关系， 简称为 “５ ＋ １” 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

落地实施， 推进 “５ ＋ １” 合作有助于强化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中新兴经济

体之间的联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三国形成关税同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俄、 白、 哈三国总统在莫斯科宣布，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将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经济空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俄、 白、 哈

三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了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决定将统一

经济空间进一步发展为欧亚经济联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欧亚经济联盟正

式启动， 目标是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商品、 服务、 资金和劳动力在各国之间的自

由流动， 最终建成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 日， 亚美尼亚很

快就正式入盟； 吉尔吉斯斯坦原计划是 ５ 月初加入该联盟的， 但由于各种原

２９３

❋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和北京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重点项目 “组织国际力量共同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路径研究与实施”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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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最后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才正式入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

联合声明》 指出， “双方将共同协商， 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相对接， 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维

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目的是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一个繁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含了 ６５ 个国家和地区 （见附录表 Ａ１）， 其

覆盖人口达到 ４６ 亿人， 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６２％ ， 全世界陆地面积的 ４０％和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 ３１％ 。
正如这一章所提出的， “５ ＋ １” 倡议是 “一带一路” 倡议成功的关键，

而且目前尤其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方面的合作还存在巨大的空间。 在

这一章， 我们首先从三个角度解释其重要性： 地理、 资源和中俄关系。 接着

我们研究了 “５ ＋ １” 国家之间的潜在经济合作趋势， 最后讨论推动 “５ ＋ １”
合作的主要方式。

“５ ＋１” 合作与 “一带一路”

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对于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具有关键性

的意义， 这主要体现在欧亚经济联盟在地理位置、 资源优势和中俄关系方面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都具有特殊的关键作用。

地理位置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最重

要的一项工作， 而构建良好的 “５ ＋ １” 合作平台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抓手，
因为五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必经之地， 只有 “５ ＋
１” 合作顺利，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才有可能成功。

一方面， 从地理上看， 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是连接东

亚与欧洲的贸易通道和交通枢纽， 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就是经俄罗

斯、 中亚国家、 西亚国家等， 把中国与沿线国家连接起来， 直到西欧各国

家， 以亚洲为起点横跨亚欧大陆， 因此欧亚经济联盟五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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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和向北延伸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经之国， “５ ＋ １” 合作从地理条件上决定

了这一合作对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极其特殊的意义。 另一方面， 在中国

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中， 与欧亚经济联

盟的成员国相关的有 ３ 个， 包括经过俄罗斯国家的中蒙俄经济走廊， 这条走

廊的建设将俄罗斯的 “跨欧亚大铁路” 战略与 “一带一路” 倡议实现了对

接；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途经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 最终到达荷兰； 中

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从中国的新疆出发， 经过中亚五国， 而这其中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均属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这三条途经欧亚经

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走廊建设对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与实施具

有重要意义。 这也说明， 只有通过构建良好的 “５ ＋ １” 合作框架， 才有

可能从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 建设好欧亚

经济联盟地区并使其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物流运输通道和经济大动脉，
从而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的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目标的实现。

资源优势

欧亚经济联盟五国的基本地理、 经济和人口学统计特征决定了其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重要性。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２０１５ 年

“一带一路” 沿线 ６４ 个国家 （不含中国， 后同） 的土地面积为 ４０５１ 万平

方公里， 其中仅欧亚经济联盟五个国家的土地面积就有 １９５０ 万平方公

里， 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土地总面积的 ４８％ 。 ２０１５ 年这 ６４ 个国家

的 ＧＤＰ （现价美元） 总量约 １１ ８６ 万亿美元， 其中欧亚经济联盟五国约

１ ５８ 万亿美元， 占比 １３ ３２％ ， 但这五个国家占 “一带一路” ６４ 个国家

人口的比重却只有 ５ ６４％ ， 也就是说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以占 “一带一

路” 沿线 ６４ 国不到 ６％ 的人口， 贡献了近 １５％ 的 ＧＤＰ， 其产出效率相对

而言是比较高的。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耕地资源丰富。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①， ２０１３

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 “一带一路” 国家耕地总面积为 ５ ７５ 亿公顷， 其中欧

亚经济联盟五国为 １ ５９ 亿公顷， 占 ２７ ６５％ 。 尤其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的耕

４９３

①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公布的官方数据，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ＬＮＤ ＴＯＴＬ 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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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面积就达到了 １ ２２ 亿公顷， 居世界第 ３ 位 （仅次于印度和美国）； 哈

萨克斯坦为 ０ ２９４ 亿公顷， 居世界第 １２ 位， 但在 “一带一路” ６４ 国中排在

第 ５ 位。
从人均耕地资源来看，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分别以 １ ７２６ 公顷 ／ 人和

０ ８５２ 公顷 ／人， 居世界第 ２ 位和第 ６ 位， 在 “一带一路” 国家中高居前两

位。 白俄罗斯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０ ５８９ 公顷， 在 “一带一路” 国家中居第 ６
位。 丰富的耕地资源使俄、 白、 哈三国在农业方面的发展潜力巨大， 以哈萨

克斯坦为例，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指出， 哈萨克斯

坦农业潜力巨大， 希望中国增加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方面的投资①； 哈萨克斯

坦前副总理奥拉兹·占多索夫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

场研究院举办的 “一带一路” 京师大讲堂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②。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水资源也很丰富。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２０１４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内陆可再生淡水资源为 １２ ４２ 万亿立方米， 其中欧亚

经济联盟五国共有 ４ ４７ 万亿立方米， 占 ３６％ ， 其中仅俄罗斯一个国家的淡

水资源就高达 ４ ３１２ 万亿立方米， 人均 ３ 万立方米， 总量仅次于巴西位居世

界第 ２， 人均量仅次于不丹，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排第 ２ 位③。
根据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提供的数据， ２０１５ 年 ６４ 个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的化石燃料总产量为 ４７ ６ 亿吨油当量， 其中欧亚经济联盟

五国的生产量为 １３ ７７ 亿吨， 占比 ２８ ９３％ 。 当然， 俄罗斯的产量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 为 １２ ４１ 亿吨； 哈萨克斯坦的产量次之， 为 １ ３６ 亿吨。
２０１５ 年， 石油产量方面， 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为 ５ ４１ 亿吨油当量， 占世

界总产量的 １２ ４％ ，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５ ６９ 亿吨） 和美国 （５ ６７ 亿吨），
居世界第 ３ 位； 尽管非洲也是石油很重要的产区， 但 ２０１５ 年的石油产量只

有 ２ ９８ 亿吨油当量， 仅仅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石油产量的一半多一点。
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的天然气产量为 ５ １６ 亿吨油当量， 占世界总产量的

５９３

①

②

③

赵妍： 《纳扎尔巴耶夫称哈萨克斯坦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国际在线，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５ ／ ８０１１ｓ４９８７８２３ ｈｔｍ； 哈通社阿斯塔纳 ５ 月 ５ 日电 （记
者哈纳特·马梅特哈兹吾勒）， 纳扎尔巴耶夫 ５ 日在总统府召开的政府扩大会议上表示， 哈

萨克斯坦共有 ９００ 万公顷土地未被开发利用。
叶晓楠： 《中外知名人士纵论 “一带一路”》，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第 ２
版，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ｈｗ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６ －１２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７３６８４５ ｈｔｍ。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公布的官方数据，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ｔｏｒ ／ ＥＲ Ｈ２Ｏ ＩＮＴＲ 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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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 ， 几乎接近中东整个地区当年的天然气产量 （５ ５６ 亿吨）， 仅次于美

国 （７ ０５ 亿吨） 而居世界第 ２。
由此可见，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农业、 能源等资源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

势， 中国在这些方面正好拥有广阔的市场， 加上资金相对比较富裕， 因此中

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开展 “５ ＋ １” 合作， 将有助

于这些方面合作的进一步深入， 以取得更大成果。

中俄关系

维持中国与俄罗斯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同时也对促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实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 俄罗斯与

中国共同拥有 ４３００ 公里的漫长边界线。 “一带一路” 贯穿亚欧大陆并与非洲大

陆相连。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世界大国， 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向北拓展的

关键节点国家， 对于 “一带一路” 建设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中国将建设 “中
蒙俄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作为加强

与俄罗斯合作推进 “一带一路” 进程的重要内容，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签署具

有战略意义的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

联合声明》 的重要文件， 启动并开始实施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国

家在国际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项目。
在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背景下， 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 建设规

划和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一体化步伐， 都有合作的客观理由与主

观愿望， 因此两者之间实行有效对接就成为双方的最佳选择。 因此， 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中双方

明确地强调指出： “落实中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联合声明》 中确定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共识具有重大意义”； 甚至

提出了在这个基础上实施在欧亚区域内进行更大范围合作的实施思路， 中俄

之间的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应建立在开放和透明的基础上， 同时注重考虑双方

利益， 并在伙伴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建议吸纳欧亚经济联盟、 东盟成员国以及

上合组织加入①。

６９３

① 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新华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６ ／ ｃ＿ 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０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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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变动趋势

“５ ＋ １” 合作也有助于促进区域间可持续的经贸合作。 全球化背景下世

界各国面临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 相互依赖程度提高，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的四个是苏联的州， 并

在 １９９１ 年独立： 哈萨克斯坦独立于 １２ 月 １６ 日， 亚美尼亚独立于 ９ 月 ２１
日，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于 ８ 月 ３１ 日， 白俄罗斯独立于 ８ 月 ２５ 日。 在欧亚经

济联盟成员国独立以来， 中国与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联盟成

立后， 有利于在一个新的平台上， 进一步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合

作， 经贸合作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欧亚经济联盟近年来逐步减弱的贸易紧密度

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度测算对于未来贸易发展潜力的预测具有重要作

用， 因此我们先用贸易紧密度指数来衡量目前欧亚经济联盟五国在贸易方面

的依存度。 一般而言， 贸易紧密度越高， 就表示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

密。 测算贸易依存度的基本公式见方程 （１）：

Ｗｉｊ ＝
Ｘｉｊ ／ Ｘｉ

Ｙｊ ／ Ｙｗ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Ｗｉｊ指的是国家 ｉ 与其贸易伙伴国 ｊ 之间的贸易紧密度；
Ｘ ｉｊ是国家 ｉ 向国家 ｊ 的出口； Ｘ ｉ是国家 ｉ 的出口总额； Ｙ ｊ是国家 ｊ 的进口总

额； Ｙｗ是全球的进口总额。
本文依据此公式，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公布

的贸易数据①， 可以测算出欧亚经济联盟五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中任何一国分别对其他四个成员国之间

的贸易紧密度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贸易紧密度指数， 指的是两国之间的相

对贸易水平； 最高得分是 １００ 分， 最低是 ０ 分）。 经过计算， 研究结果可参

考附录表 Ａ２。 为了更清晰地强调研究结果中的趋势， 我们还基于附录表 Ａ２
绘制如图 １ 所示。

７９３

①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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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欧亚经济联盟各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紧密度

资料来源： 基于附录表 Ａ２ 的数据绘制得到。

从我们测算出的贸易紧密度结果来看， 图 ５ 显示在欧亚经济联盟五国

中， 白俄罗斯与其他四个成员国的贸易紧密度最高， ２００１ 年曾高达 ６７ ８，
虽然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经历了快速下滑的过程， 但目前仍然是五国中紧密程

度最高的国家。 总体来看， 五个国家的贸易紧密度都呈现下滑的态势， 其中

哈萨克斯坦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６ １ 下降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７ ９， 降幅达 ７０％ ； 白俄

罗斯从 ６７ ８ 降到了 ２８ ９７， 降幅为 ５７ ３％ ； 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降幅为

４９％ ； 吉尔吉斯斯坦降幅为 ２８％ 。
总之，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紧密度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

降， 部分原因是联盟成员国之间在产业结构上比较强的趋同性， 也就是说这

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比较小。 根据李建民 （２０１４） 的测算，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互补程度均在 ０ ５ 以下。 正是由于这些国

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比较小， 这些国家联盟内的贸易额占它们贸易总额的比

重一般都比较低。 我们随机选用目前可以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就能说明这

一点 （见表 １）。 这一分析结果表明，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具有与欧亚经济

联盟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建立经济联系的巨大潜力， 例如通过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等， 从而使这些国家从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受益。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公布的数据①， 表 １ 中所显示的 ２０１５ 年欧亚

８９３

①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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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盟五国合计的内部贸易额仅占全部贸易额的 １３ ５％ ， 但这些国家与

联盟外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到了它们总贸易额的 ８６ ５％ ， 联盟外贸易额是联

盟内贸易额的 ６ ４ 倍， 这说明欧亚经济联盟内成员国平均而言只能满足其所

需产品和市场的很少部分， 近 ９０％是通过对联盟外国家贸易而得到满足的。
从具体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看， 俄罗斯的贸易对联盟外的依赖性最高，
联盟外贸易比重高达 ９１ ９％ ， 仅 ８ １％的贸易额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

易实现； 其次是哈萨克斯坦， 对联盟外国家贸易比重为 ７９ ２％ 。 总体而言，
欧亚经济联盟的平均外部贸易比例都超过了 ５０％ 。

表 １　 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在联盟内部的贸易和其外部贸易的情况比较 （２０１５ 年）

联盟内贸易额占总贸易额比重（％ ） 联盟外贸易额占总贸易额比重（％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欧亚经济联盟五国 １３ ５ １０ ８ １８ ０ ８６ ５ ８９ ２ ８２ ０

俄罗斯 ８ １ ８ ４ ７ ７ ９１ ９ ９１ ６ ９２ ３

白俄罗斯 ４９ ５ ４１ ２ ５６ ８ ５０ ５ ５８ ８ ４３ ２

哈萨克斯坦 ２０ ８ １０ ７ ３６ １ ７９ ２ ８９ ３ ６３ ９

吉尔吉斯斯坦 ４４ ３ ３２ ２ ４９ ３ ５５ ７ ６７ ８ ５０ ７

亚美尼亚 ２６ ３ １５ ９ ３１ １ ７３ ７ ８４ １ ６８ ９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表 ２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情况 （２０１５ 年）
单位： ％ ； 亿美元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２ ８２ ０ ００１

白俄罗斯 ０ ３３３ — １ ２６ ５７ １４ ０ １５

哈萨克斯坦 ０ ０５６ ５ ７２４ — ３３ ４５ １ ９

俄罗斯 １２ ７４２ ２５９ ２８２ １５１ ７８６ — ３ ２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０５ ０ ６９ ８ ６３６ １４ ５４４ —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在联盟内部的 ４５４ 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
９０％以上是在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三国之间发生的， 而且主要是

发生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 其中俄罗斯与白俄罗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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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之间的贸易额为 ２５９ 亿美元， 占联盟内贸易总量的 ５７ １４％ ； 俄罗斯与哈

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额为 １５２ 亿美元， 占联盟内贸易总额的 ３３ ４５％ ； 联盟

内贸易额居于第 ３ 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的贸易额， 为 １４ ５ 亿美元，
占联盟内贸易总量的 ３ ２％ ， 其次是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为 １２ ７ 亿

美元， 占联盟内贸易总额的 ２ ８２％ 。 除与俄罗斯的贸易之外， 其他四个成

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不足 １０ 亿美元，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亚美尼亚与吉尔吉斯斯坦

之间的贸易额仅为 ５０ 万美元， 相当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贸易额的 ０ ００２％ 。
根据相关研究， 主要原因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存在比较高的产

业结构同质化问题， 基本上都是出口资源和能源类产品， 进口机电产品， 因

此相互之间进行贸易的需求比较弱， 同时在竞争同质度比较高的国际市场方

面又存在比较激烈的相互之间的竞争 （金瑞庭， ２０１６）。

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自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独立以来， 中国与其贸易往来就一直保持着较

快的发展态势。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公布的贸易数据， ２０１４ 年在欧亚经济联

盟贸易总额中 １２ ５％是与中国实现的， 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最大的对外贸

易伙伴 （见表 ３）。 由于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原料价格下跌， ２０１５ 年欧

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额有所下降， 但是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统计的数

据， 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仍然以占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３ ６％持续为其

最大贸易伙伴。 从双边贸易来看， 中国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主要成员国的重要

贸易伙伴， 中国是俄罗斯对外贸易的最大贸易伙伴， 并在欧亚经济联盟其他

成员国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外贸易伙伴排名中居于第

２ 位 （张国凤， ２０１６）。

表 ３　 欧亚经济联盟对联盟外贸易的前五大伙伴 （２０１５ 年）

年份 贸易伙伴 出口（亿美元） 进口（亿美元） 比重（％ ）

２０１４

中国 ４８０ ６０６ １２ ５

德国 ３９２ ３７７ ８ ９

意大利 ５２８ １４９ ７ ８

荷兰 ７８４ ６１ ６ １

乌克兰 ２２９ １３６ ４ ２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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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贸易伙伴 出口（亿美元） 进口（亿美元） 比重（％ ）

２０１５

中国 ３５１ ４３８ １３ ６

德国 ２６９ ２４１ ８ ８

荷兰 ４７０ ３７ ８ ７

意大利 ３０６ １０３ ７ １

土耳其 ２０８ ５６ ４ ６

　 　 资料来源： 欧亚经济委员会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的统计，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 ５ 个成员国相互间

的贸易总额为 ４５４ 亿美元， 欧亚经济联盟与联盟外的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５７９５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３７４１ 亿美元， 进口 ２０５４ 亿美元）。 在欧亚经济联盟

前五大贸易伙伴国中， 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７８９ 亿美元 （其中从中国进口

４３８ 亿美元， 向中国出口 ３５１ 亿美元）， 以占欧亚经济联盟与联盟外国家进

出口贸易的 １３ ６％ ， 位居第 １； 其次是德国， 贸易量为 ５１０ 亿美元， 占

８ ８％ ， 荷兰以 ８ ７％的贸易占比仅次于德国， 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伙

伴中排在第 ３ 位， 居于第 ４ 位和第 ５ 位的分别是意大利和土耳其， 其所占的

贸易比重分别为 ７ １％ 和 ４ ６％ 。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统计的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中国以占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的贸易总额 １５ ４％的比重持续成

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从长一点的时段来看， 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从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６ 年

的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总体上表现出上升的态势， 其中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５ 年增长比

较缓慢，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快速增长， ２００９ 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
后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继续快速增长， 涨幅达 ５３ ４３％ 。 但受原油价格等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近两年的贸易额有所减少。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投资关系

同时， 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些年也持续增长， 从

２００３ 年的投资存量仅有 ０ ９７ 亿美元增长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２８ １ 亿美元， 增长

了 ２３５ 倍 （见图 ２）。 具体来看，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２ 亿美元增长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０ ９５ 亿美元，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

从 ０ １６ 亿美元增长到了 １０ ７１ 亿美元， 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从 ０ ６２ 亿美元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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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到了 １４０ ２ 亿美元， 对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从投资几乎从 ０ 分别增长到

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７６ 亿美元和 ０ ０７５ 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对白俄罗斯

的直接投资增长幅度最大， 尤其是投资建立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中白工

业园区不仅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海外建设的工业园区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也

是白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一项对外招商引资工程， 中白工业园区在推动中国与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合作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 伴随着莫斯科—喀山高铁、
中白工业园、 中哈边境合作区等项目纵深发展， 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与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图 ２　 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直接投资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由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历年 《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

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 与 “５ ＋１” 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是连通东亚与欧洲的交通枢纽， 在促进 “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 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完善欧亚经济联

盟五国的基础设施水平的同时， 直接促进了连接亚欧大陆的经济大动脉

的形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 而 ９０％ 的中国出口和进口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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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通过海运来实现的 （李波辉， ２００７）。 一般而言， 远洋运输要慢于铁路

交通， 并且在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中， 铁路交通只需要花费海洋运输一半的时

间①， 而运输成本是基本相同的 （李果， ２０１５）。 因此， 对于中国来说更重

要的是， 更多地使用铁路运输而非海洋运输， 这同时对欧洲国家也有利。
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亚太经济圈与欧洲发达经济体相连接， 中欧铁路建设

贯通这一经济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正式开通的 “渝新欧” 国际铁运大通道

预示着中欧铁路大通道的建立。 “渝新欧” 铁路的出发点是重庆， 途经西

安、 兰州等后到达阿拉山口， 过境后经过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最终到达德国的杜伊斯堡。 这条线路是欧亚大陆桥的南线通道， 总长

１１１７９ 公里。 “渝新欧” 铁路建设是由沿途六个国家中国、 哈萨克斯坦、 俄

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德国合作建立的运输通道， 成为中欧铁路的主干

线路。
中欧铁路从中国出发途经欧亚经济联盟的俄、 白、 哈三个重要国家进入

欧洲， 从 ２０１１ 年开通至今已经发展形成多条线路， 这些线路形成东中西三

条运输通道， 中欧班列的始发城市主要包括中部和西部的郑州、 武汉、 重

庆、 成都等地区， 从这些城市出发的中欧班列居多。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

统计， 中欧班列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成功开行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中欧班列共开行

１８８１ 列， 实现 １７０ 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 中欧班列共有 ３９ 条运行线路，
分别从中国境内 １６ 个始发城市运行到达境外的 １２ 个城市。② 中欧铁路承担

着中欧贸易的桥梁作用， 促使双方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 已经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发展的重要部分。
中欧铁路线途经的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是欧亚经济联

盟的主要国家， 俄、 白、 哈三国作为获益方和投资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提出的建设欧亚运

输走廊的设想， 包括俄罗斯提出的远东地区发展战略、 哈萨克斯坦提出

的以基础建设为核心的 “光明大道” 战略、 吉尔吉斯斯坦的铁路干线建

设战略等， 都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强烈的

３０４

①

②

王姣娥、 景悦、 王成金： 《 “中欧班列” 成沿线国家贸易往来陆路运输骨干》， 中国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０６４９９５１ ｈｔｍ。
新浪财经， 《 “一带一路” 提速　 ２０２０ 年中欧班列将达每年 ５０００ 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 ／ ｄｏｃ － ｉｆｘｗｖｐｑｈ７７６１６４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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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 为实现战略对接促进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奠定基础， 开展 “５ ＋
１” 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欧铁路线建设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能源基础设施

当前，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作为世界级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以及中国作为世

界级能源进口和消费国仍然缺乏话语权， 俄罗斯受到乌克兰危机下美欧的能

源制裁， 中国石油的地理边界长期处于中东和非洲的 “动荡弧” 上， 中国

原油主要进口地区的中东和非洲政治动荡时刻威胁着中国的石油安全 （见
图 ３）。 为摆脱被动局面，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进行 “５ ＋ １” 合作促进

能源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行的选择，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便成为促进合作的首

要任务。

图 ３　 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ＢＰ， ２０１６）。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从位于阿姆河右岸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两个国家的边境出发， 途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 自霍

尔果斯进入中国， 形成 “西气东输二线”。 这条天然气管道全长大约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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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 公里， 其中中国境内的长度为 ８０００ 公里，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长度分别是 １８８ 公里、 ５３０ 公里和 １３００ 公里。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 Ａ、 Ｂ、 Ｃ 三线均已通气， 并

投入生产， 目前 Ｄ 线正在铺设中， 将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 全长 １０００ 公里， 预

计能够实现 ３００ 亿立方米的年输量 （见表 ４）。 假设 ２０１０ 年中国消费 ４０００
亿 ～ ４２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Ｄ 线的竣工可以满足国内天然气需求的

２０％以上①，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四条线路形成了中国从中亚引进天然

气的大动脉。

表 ４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

线路 起始国家 管道长度（千米） 年输气量（亿立方米） 通气时间

线路 Ａ 土库曼斯坦 １８３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线路 Ｂ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８３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线路 Ｃ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８３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线路 Ｄ 土库曼斯坦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ｎｅｗｓ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５ ／ ００１５０７２４２ ｓｈｔｍｌ。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途经的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重要成员

国， 在中国境外的 ２０１８ 公里长度的管道中， 哈萨克斯坦境内占比

６４ ４２％ ， 几乎占到中国境外管道总长度的 ２ ／ ３，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分别占比 ９ ３２％ 和 ２６ ２６％ 。 可见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 “５ ＋
１” 能源基础设施合作对于促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的顺利推进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展开密切合作。 中哈原

油管道是第一条中国的跨国原油进口管道， 对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来说都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这是直接由哈萨克斯坦运往中国的原油通道， 不经过第三

国直接输送到终端消费市场。 中哈原油管道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阿特劳地区

出发， 经过肯基亚克等四个地区到达我国阿拉山口。 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

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实现全线通油， 二期工程于 ２００９ 年投产， 并被列入 “十二

５０４

① 马鑫、 韦梦晨： 《 “一带一路” 六大经济走廊的发展现状与建设进展》， 第一财经研究院，
ｈｔｔｐ： ／ ／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１ ／ ｎ４７９７５７１８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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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时期能源输送通道建设重点①。 中哈原油管道 （阿塔苏—阿拉山口） 在

２０１５ 年向我国国内输送 １０８０ ５ 万吨原油， 在 “十二五” 期间输油量连续五

年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 累计共获得 ５６８０ 万吨原油。 中哈原油管道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投产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 已向国内输送 ８７２４ 万吨原油， 通过拓展能源进口渠

道保障了国家能源供应②。

通过 “５ ＋１” 合作促进政策的协调

以上我们从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讨论了如何通过 “５ ＋ １”
合作而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问题， 实际上 “一带一路” 建设涉及方方

面面的工作， 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合作机制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就显得更

重要了。 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各方面成熟的条件， 在目前情况下， 可以考虑

从政策协调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根据笔者之一近期对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两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实地调研， 结合我们以上讨论的内容， 我们提

出以下从加强 “５ ＋ １” 合作以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几方面的政策协调

重点。
第一个领域是融资。 我们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１ 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为欧亚经济联盟五国提供金融服务， 特别是应

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私营企业向这些国家开放金融业务。
２ 通过政策协调建立一系列专项基金。 中国已经根据 “一带一路” 建

设需要及时地建立了丝路基金并开始正常运营， 但仅仅依靠一个国家出资的

基金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中国和联盟国家都有大量的私人资本需要寻找新的

投资机会， 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各方面专项基金的方式将私人资本聚集起来，
以满足各行业的资金需求。

３ 通过政策协调在 “５ ＋ １” 框架下发行专项债券， 一些重要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可以获得其所需资金， 同时这也有利于扩展人民的投资渠道， 促

进中国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６０４

①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３〕 ２ 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３１８５５４ ｈｔｍ。
陈福来： 《中哈管道输油五连超千万吨》，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１５７５４６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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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考虑在中国证券交易所创建特殊的 “一带一路” 国际板块， 从而为

那些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开展投资的中国企

业提供筹资机会。
５ 近年来，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普遍存在汇率不稳的问题， 在人民币作

为 ＳＤＲ 篮子货币， 已经可以用于国际结算、 汇兑后， 可以通过政策协调逐

步建立起一个在人民币基础上的 “一带一路” 金融稳定区， 尤其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金融稳定区。
强化经济合作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投资政策的协调来实现。 经过实

地调查， 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投资政策沟通的要

求， 哈萨克斯坦尤其强烈。 实际上， 哈萨克斯坦政府与中国政府在投资

政策方面的沟通应该说也是最好的， 譬如说两国之间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

投资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已经签署了， 确定了主要的投资领域 （包括农业

以及农产品加工业、 化学工业等） 、 主要项目、 数量以及投资金额等。
然而， 即使是出于投资的目的， 要获得哈萨克斯坦签证也是比较困难，
因此这一方面的政策协调从增加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角度来说对双

方都有利。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关系进一步深化的第三种方式， 就是加强贸易政

策的协调。 由于为推动 “５ ＋ １” 合作， 中国与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签

署了一项协议， 因此我们应尽快提出 “５ ＋ １” 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这不

仅有利于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而且还有利于促进欧亚经济联盟五国的

贸易繁荣与经济增长。
最后， “５ ＋ １” 合作也有助于增强产业政策的协调性。 欧亚经济联盟五

国在农业、 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产业具有优势， 但制造业还不发达、 工业化程

度比较滞后。 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协调， 将直接有助于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在

相关产业上的互补性发展， 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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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表 Ａ１　 “一带一路” 沿线 ６５ 国基本信息 （２０１５ 年）

国家代码 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 亿美元）
人口

（百万）
国土面积

（百万平方千米）

１ 中国 １１００７ ７０ １３７１ ２２０ ９ ３８８２

２ 俄罗斯 １３３１ ２１ １４４ ０９７ １６ ３７６９

３ 蒙古国 １１ ７４ ２ ９５９ １ ５５３６

４ 新加坡 ２９２ ７４ ５ ５３５ ０ ０００７

５ 文莱 １２ ９３ ０ ４２３ ０ ００５３

６ 泰国 ３９５ １７ ６７ ９５９ ０ ５１０９

７ 马来西亚 ２９６ ２８ ３０ ３３１ ０ ３２８６

８ 印度尼西亚 ８６１ ９３ ２５７ ５６４ １ ８１１６

９ 越南 １９３ ６０ ９１ ７０４ ０ ３１０１

１０ 菲律宾 ２９２ ４５ １００ ６９９ ０ ２９８２

１１ 缅甸 ６２ ６０ ５３ ８９７ ０ ６５３１

１２ 柬埔寨 １８ ０５ １５ ５７８ ０ １７６５

１３ 老挝 １２ ３７ ６ ８０２ ０ ２３０８

１４ 东帝汶 １ ４４ １ ２４５ ０ ０１４９

１５ 阿富汗 １９ ３３ ３２ ５２７ ０ ６５２９

１６ 尼泊尔 ２１ １９ ２８ ５１４ ０ １４３４

１７ 马尔代夫 ３ ４４ ０ ４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１８ 印度 ２０９５ ４０ １３１１ ０５１ ２ ９７３２

１９ 巴基斯坦 ２７１ ０５ １８８ ９２５ ０ ７７０９

２０ 孟加拉国 １９５ ０８ １６０ ９９６ ０ １３０２

２１ 斯里兰卡 ８２ ３２ ２０ ９６６ ０ ０６２７

２２ 不丹 ２ ０６ ０ ７７５ ０ ０３８１

２３ 沙特阿拉伯 ６４６ ００ ３１ ５４０ ２ １４９７

２４ 阿联酋 ３７０ ３０ ９ １５７ ０ ０８３６

２５ 阿曼 ６９ ８３ ４ ４９１ ０ ３０９５

２６ 以色列 ２９９ ４２ ８ ３８０ ０ ０２１６

２７ 科威特 １１４ ０４ ３ ８９２ ０ ０１７８

２８ 卡塔尔 １６４ ６４ ２ ２３５ ０ ０１１６

２９ 巴林 ３１ １３ １ ３７７ ０ ０００８

３０ 伊朗 ４２５ ３３ ７９ １０９ １ ６２８６

３１ 土耳其 ７１７ ８８ ７８ ６６６ ０ ７６９６

３２ 伊拉克 １８０ ０７ ３６ ４２３ ０ ４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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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代码 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 亿美元）
人口

（百万）
国土面积

（百万平方千米）

３３ 约旦 ３７ ５２ ７ ５９５ ０ ０８８８

３４ 黎巴嫩 ４７ ０８ ５ ８５１ ０ ０１０２

３５ 埃及 ３３０ ７８ ９１ ５０８ ０ ９９５５

３６ 也门 ３７ ７３ ２６ ８３２ ０ ５２８０

３７ 叙利亚 ｎ ａ １８ ５０２ ０ １８３６

３８ 巴勒斯坦 １２ ６８ ４ ４２２ ０ ００６０

３９ 白俄罗斯 ５４ ６１ ９ ５１３ ０ ２０２９

４０ 格鲁吉亚 １３ ９７ ３ ６７９ ０ ０６９５

４１ 阿塞拜疆 ５３ ０５ ９ ６５１ ０ ０８２７

４２ 乌克兰 ９０ ６２ ４５ １９８ ０ ５７９３

４３ 亚美尼亚 １０ ５３ ３ ０１８ ０ ０２８５

４４ 摩尔多瓦 ６ ５７ ３ ５５４ ０ ０３２９

４５ 波兰 ４７７ ０７ ３７ ９９９ ０ ３０６２

４６ 捷克 １８５ １６ １０ ５５１ ０ ０７７２

４７ 斯洛伐克 ８７ ２６ ５ ４２４ ０ ０４８１

４８ 匈牙利 １２１ ７２ ９ ８４５ ０ ０９０５

４９ 拉脱维亚 ２７ ００ １ ９７８ ０ ０６２２

５０ 立陶宛 ４１ １７ ２ ９１０ ０ ０６２７

５１ 斯洛文尼亚 ４２ ７７ ２ ０６４ ０ ０２０１

５２ 爱沙尼亚 ２２ ４６ １ ３１２ ０ ０４２４

５３ 克罗地亚 ４８ ７３ ４ ２２４ ０ ０５６０

５４ 罗马尼亚 １７７ ９５ １９ ８３２ ０ ２３００

５５ 保加利亚 ５０ ２０ ７ １７８ ０ １０８６

５６ 阿尔巴尼亚 １１ ４０ ２ ８８９ ０ ０２７４

５７ 塞尔维亚 ３７ １６ ７ ０９８ ０ ０８７５

５８ 马其顿 １０ ０９ ２ ０７８ ０ ０２５２

５９ 波黑 １６ １９ ３ ８１０ ０ ０５１２

６０ 黑山共和国 ３ ９９ ０ ６２２ ０ ０１３５

６１ 哈萨克斯坦 １８４ ３９ １７ ５４４ ２ ６９９７

６２ 土库曼斯坦 ３５ ８５ ５ ９７５ ０ １９１８

６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６６ ７３ ３１ ３００ ０ ４２５４

６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６ ５７ ５ ９５７ ０ １９１８

６５ 塔吉克斯坦 ７ ８５ ８ ４８２ ０ １４０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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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２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度指数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年份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２００１ １９ ６６ ６７ ８０ ２６ １０ ２４ ４４ ３２ ２６

２００２ １２ ６４ ６０ ０７ １９ ２４ ２６ ４３ ３０ １９

２００３ １３ ７０ ５６ ００ １７ ７９ ２５ ８９ ２８ ９９

２００４ ９ ６ ４９ １０ １５ １４ ２７ ７３ ２６ ４９

２００５ １０ ０８ ３２ ６２ １０ ２４ ２９ １８ ２０ ２６

２００６ ８ ０９ ２６ ５３ ７ ８８ ２６ ０２ １８ ５３

２００７ ９ ８２ ２２ ３９ ６ ４２ ２０ ５０ １７ ７９

２００８ ９ ６４ １７ ３３ ４ ９２ １４ ２８ １５ ７１

２００９ ８ ９５ ２０ １５ ５ ５７ １４ ０２ １７ ８０

２０１０ ８ ６２ ２４ ３０ ３ ４０ １５ ６４ １７ ４４

２０１１ ８ ０２ １８ ９０ ４ ６１ １３ ４５ １５ ４０

２０１２ ８ ８４ １８ １３ ３ ９７ １６ ５８ 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３ １０ ６１ ２３ ４７ ３ ９０ １３ ８５ １２ ５３

２０１４ １０ ７６ ２４ ６８ ５ ００ ０ ００ １４ ０６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７ ２８ ９７ ７ ９０ １７ ５１ １６ ３５

　 　 注： 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指数最高可达 １００； 最低可为 ０， 意味着两国之间没有贸易联系。
资料来 源： 笔 者 基 于 联 合 国 统 计 办 公 室 的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提 供 的 数 据 计 算 得 到

（ｃｏｎ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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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务实的对外援助：
从全球化塑造到重塑全球化

❋

〔澳〕 江诗伦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德〕 马丽娜·鲁佳克 （Ｍａｒｉｎａ Ｒｕｄｙａｋ）

引　 言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说道： 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 全球经济 “蛋糕” 不容易做大，
甚至变小了， 增长和分配、 资本和劳动、 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 （习近平， ２０１７）。

但他还补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 他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自然结果。 因此， “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

化， 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 （习
近平， ２０１７）。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 其本身就意

义重大， 但是它没有为经济政策的方向提供实质性的指示。 不过， 习近平呼

吁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任何改变其本身就会是动态的。 他

声明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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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好处。 因此， 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以

及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估计说， 中国的 ＯＥＣＤ 等价对外援助净支出 （减去中国接收的援助）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年均增长大约 １１％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估计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净外援助净值已高达 ５４ 亿美元，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互利互惠的，
无论是捐赠还是贷款 （如图 １）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估计认为中国的净对外援

助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有所下降， 降低到 ４９ 亿美元， 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在国际

援助排行榜上的排名———第九名。 这个排名位列挪威、 瑞典和荷兰之后， 使

得中国在促进全球增长的同时依然有余力扩展其适应全球化和调控经济的

策略。

图 １　 中国的净对外援助 （估计值）

资料来源： Ｋｉｔａｎｏ （２０１６）。

非洲国家大约接受了中国对外援助总量的一半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４）。

非洲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经济潜力的互利性

（如，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这种重要性从中国现任领导人最近对非洲的访问可

见一斑。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访问非洲时就强调， 中非关系

已经驶入一个 “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习近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在埃

塞俄比亚非洲联盟总部的演讲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该快车道指明了

方向， 他指出了深化中非合作的四原则： 真诚平等相待、 增进团结互信、 共

谋包容发展和创新务实合作。 “创新务实发展” 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一个转折

４１４



中国创新务实的对外援助： 从全球化塑造到重塑全球化

点， 它首次为 “平等” 和 “团结” 的传统静态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４）。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４ 年非盟的演讲中所说的创新的蕴意很快就显现出

来———为了促进各领域的国际开发， 中国组建了多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即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丝路基金和一个南南气候基金。 此外， 中

国还对一系列现有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进行了新的可观的投资， 包括非洲开

发银行 （ＡｆＤＢ） 和欧洲投资银行 （ＥＩＢ）； 也投资了一些产业合作基金， 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ＣＡＩＣＣＦ） （Ｋａｍａｌ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６）。
加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领导力这一 “适应性” 方法可能根植于 “中国

特色” 的概念中。 不过， 本章中， 我们还是认为， 中国新的全球化战略和

潜在援助政策转型不过是更大的全球发展观的产物。 首先， 中国对外援助模

式的核心是由一种 “知识创造链” 塑造而成的集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

体模式， 这种模式源于苏联和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及

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南南合作经验。 其次， 作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

最大经济体， 中国自大约 ２００５ 年开始经历了持续的劳动力紧张和劳动成本

上升。 这种可用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与非洲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增

长恰好对应， 非洲将有巨大的 “ 人口红利” 前景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Ｃｈｅｎ 和 Ｎｏｒｄ， ２０１７）。

我们认为， 阐述清楚中国作为一个援助接收国的发展经验以及与中

国自身对外援助的联系， 将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这反过来

也有助于洞察对外援助在中国引领的适应性全球化中扮演的作用。 因此，
本章将概述中国对外援助接收和输出政策的演变历程。 一些重大的国内

和国际政治经济事件构成了中国约 ６０ 年对外援助政策发展历程的一系列

拐点。 我们将阐述中国对外援助对于接收国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于非

洲各国而言。 我们还将阐述中国如何影响全球发展的那些历史拐点以及

今后全球化趋势。

中国对外援助的演变历程

尽管中国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个 “新兴的” 或 “新的” 国际援助慷慨方

（如 Ｍ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６；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６）， 但实际上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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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援助的历史一样悠久， 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实际上， 它提供对

外援助的历史比许多所谓的传统慷慨者更加悠久。① 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特

别受援助接收国发生经历的影响， 特别是接收苏联优惠贷款的经历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接收日本贷款的经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后） 以及接收西方国家捐赠的经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这里我们围绕

几个特别的转折点展开介绍。

改革开放之前 （１９７８ 年以前）： 经济自给自足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在苏联影响下中国塑造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

系。 苏联还给予中国捆绑式优惠贷款， 这正是中国现今使用的对外援助模

式。 中国对外援助的两个核心原则是： 第一， 中国的对外援助不施加任何政

治条件②———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观察家称之为 “无附加条件的援助”； 第

二， 中国的对外援助应促进受援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紧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之后， 中国签订了第一

份优惠贷款协议， 价值约 ３ 亿美元， 年利率为 １％ ， 贷款支付期为 ５ 年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２０１３）。 这笔贷款仅限中国从苏联购买商品和军用物资。 中国

同意在 １９５３ 年后的十年内用商品供给或外汇偿还全部贷款。 随后， 中苏两

国还签署了大量其他类似优惠贷款协议， 大部分与负责完成援助计划的苏联

技术专家的供应糅合在一起。 在此过程中， 通过明确这些援助计划如何适应

于建设 新 中 国 的 伟 大 战 略， 中 国 领 导 人 牢 牢 掌 握 了 援 助 的 主 动 权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２０１３， ８８ ～ ８９）。 开发性援助必须主要服务于一个国家的自主发

展战略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对外援助专家的陈述中十分常见。 北京大学非洲

研究专家李安山在谈及全球对非洲的援助时说道： “我们不应该为非洲设定

计划， 我们应该加入他们的计划中去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个计划。” （Ａｄｕ⁃
Ｇｙａｍｅｒａｈ， ２０１４）

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 中国也在推进自己的援助项目， 从 １９５３ 年的

支持朝鲜战后重建到最近的对东南亚去殖民地国家的援助。 自 １９５５ 年召开

于印度尼西亚万隆的亚非会议之后， 中国逐渐开始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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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现有文献中， “传统慷慨者” 通常是指属于 ＯＥＣＤ 开发援助委员会成员的援助国。
不过， 一个显然的例外是， 受援国必须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 和不承认台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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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援助的接受国也随之扩展。 中国早期的对外援助具有明显的苏联特

色， 形式上基于 “互利平等、 互相尊重国家主权” 的理念。 它还将经济独

立自主 （外国援助有助于实现它） 与政治独立自主联系起来：

按照这个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经济关系。 苏联在

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中国的友好援助， 就是这种关系的伟大范例……中

国是一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 我们在经济上还

没有完全独立……但是， 由于我们认识到， 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

上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也愿意在

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 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周恩

来， １９５６）。

这些联系构成了当今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核心原则， 且几乎与中国对外

援助白皮书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４） 以及政府其他有关对外援助文件中的表

述一模一样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 中苏关系破裂。 这对中国早

期的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第二次意义深远的影响。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 苏联

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中国被迫单方面继续实施由苏联援助而兴的

那些项目， 同时依然偿还苏联贷款。 这使得中国更坚定地坚持对外援助必须

仅用于实现经济自力更生。 １９６４ 年，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宣布了 “中
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这是中国早期对外援助模式的体现。 除了

平等互利和自力更生， 这些原则还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

何政治条件， 这些原则构成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根本指导方针， 并一直延

续至今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因此， 从一开始， 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外交政

策就是相关联的。 不过， 在这一点上， 中国与其他主要援助国之间并没有什

么不同。 例如， 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帮助二战之后的欧

洲国家重建家园， 另一方面在于阻止苏联社会主义的蔓延。

改革开放早期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萌芽的互利

共同发展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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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新政策的实施， 对外援助从政治驱动为主逐渐转变为经济驱动为

主的趋势得到巩固。 同时产生的国有企业行政结构的转变， 为当前中国对外

援助的实施方式定下了基调， 即通常通过由国有企业负责的交钥匙工程来

实施。
改革开放后， 中国重新开始接受外国援助。 １９７９ 年， 中国与日本签署

了优惠贷款协议。 随后， 西方国家的开发性援助也进入中国。 １９８０ 年， 中

国加入了世界银行集团。 不过， 当时在中国政界， 关于中国是否应在国内开

发性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对外援助， 还存在诸多争论。 最后， 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援助仍然是外交政策的关键， 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

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石林， １９８９）。 不过， 对外援助支出有所减少， 且重

点放在那些直接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进程的项目上 （石林，
１９８９）。 这种转变在赵紫阳总理 １９８３ 年访问坦桑尼亚后得以巩固 （人民日

报， １９８３）， 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 赵紫阳宣布了 “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

原则”。 除了继续强调先前的互利平等之外， 该 “四项原则” 反映了邓小平

摒弃了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自力更生已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 邓小平提出了 “共同发展” 的理念， 因此强调了中国互利互惠对外援

助的经济方面。 换句话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 对外援助开始成为中国的

一个经济手段。
与此同时， 国内政策的改变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开始有计划地改为国有企业， 或者它们的职能被

划分给新组建的国有企业， 同时这些国有企业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 例如，
国家农垦部 １９８０ 年成立了一家直属企业， 即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

司， 并交由该公司执行农业对外援助项目 （唐丽霞， ２０１４）。① １９９４ 年， 该

公司再次改组为中国农垦 （集团） 总公司， 这家新公司目前是中国从事国

际农业综合投资的领军企业。 另一个例子是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的中国成套设备

出口公司， 该公司初衷是负责执行交钥匙工程项目 （例如非洲坦赞铁路）
以及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后来被改组为商务部） 的支配下提供对外技

术援助 （唐丽霞等，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３ 年， 该公司改组为一家综合型外经贸企业

集团， 并更名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简称中成集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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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４ 年， 该公司再次改组为中国农垦 （集团）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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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集团在许多非洲国家设有子公司， 从事援助、 贸易和投资事务 （唐丽霞

等， ２０１４）。 总的来说， 中国对外援助逐渐演变为服从于更具竞争力的力

量， 但这些公司在执行援助项目时依然保留了其作为国家机关以及作为它们

先前主管部门管理渠道的职能。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０ 年： 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体模

式的兴起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对于中国的全球贸易战略来说， 对外援助

变得至关重要起来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并因此逐渐转变为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

的一个渠道。 在早期，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策略的主要因

素。 不过， 在这一新的时期， 日本的开发性援助变得更为重要。 不过， 中国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对日本援助、 贸易和投资三位一体策略的模仿依赖于

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转变， 一个发生在中国， 另一个则发生在非洲。
这个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创造着后来被称为 “中国奇迹” 的盛世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３）。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中国工业化达到了一个里程

碑， 即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量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量 （Ｌｉｎ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同时， 中国在 １９９３ 年变为石油净进口国。 那一年， 中国国内石油消

费量的 ７ ５％ 必须进口 （Ｌｅｕｎｇ， ２０１１）。 中国的木材消费行业同样增长迅

猛， 到 ２０００ 年， 中 国 已 经 跃 居 为 世 界 森 林 产 业 的 主 要 加 工 中 心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６）。 这使得中国开始大量寻求更大的和更多样化的石油、
矿产和木材来源， 同时， 这也有助于为中国产品和服务寻找新的市场

（Ｐａｎｎｅｌｌ， ２０１３）。
而地球的另一块大陆正好盛产这些资源， 并及时进行了政治改革， 这就

是非洲。 例如， １９９４ 年， 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 使得这个当时非洲最

大的经济体开始整合其区域发展， 更加关注区域发展的统筹问题。 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都更加稳

定 （Ａｒｂａｃｈｅ 和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７）。 其间， １９９５ 年，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勒斯·泽

纳维 （他领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 １９９１ 年取得执政权） 对中

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 并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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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北京大学査道炯教授的采访，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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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协议 （Ｓｈｉｎｎ， ２０１４； Ｖｅｎｋａｔａｍａｒａｎ 和 Ｇｏｆｉｅ， ２０１５）。 这为当今中埃

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见 Ａｄｅｍ， ２０１２）。

日本对外援助的目标十分明确， 即促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 日

本的援助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完成目标， 日本的对

外援助具有三个特点： （１） 协调全部三种开发性金融资金流①； （２） 日本

官方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和贸易流， 密切相关；

（３） 公共和私人部门密切合作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 因此， 日本

当时的援助项目是根据请求授予， 散布于一些零散的用于发展受援国自

力更生能力的项目中， 而日本自身远离了国内政策问题和各种约束

（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２）。② 据说中国官员深受日本模式的影响。 首

先， 日本在中国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的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

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也促进了日本工业的国际化 （ Ｎｉｓｓａｎｋｅ 和

Ｓｃ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２０１３： ２５）。 其次， 这一时期， 大量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相关

官员在日本接收培训， 这也表明日本的援助方式是务实并且双边有效的

（Ｎｉｓｓａｎｋｅ 和 Ｓｃｈｉｍｏｍｕｒａ，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提出了 “大经贸战

略” 的构想， 该战略本质上体现了援助、 投资和贸易相互连接的日本式策

略 （马金， １９９４）。 此外， 大经贸战略提出了政府补贴的优惠贷款和合营项

目的构想。 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先前设立的一些机构， 中国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专门负责执行这种新型优惠贷款计划。

这种新的援助策略立刻就反映在中国的对非政策中。 １９９５ 年， 在访问

非洲七国之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强调， 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

一个新时代， 因此， 中国对于非洲的经济援助也应改革， 即 “鼓励有实力

的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展开经济合作” （朱镕基， １９９５）。 这种转变在 １９９６

年得以巩固。 １９９６ 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非洲统一组织总部时提

出了 “全面合作关系” 的新理念， 该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互利互惠和通过与

强大的中国企业合作经营谋求共同发展 （江泽民， １９９６）。 据统计， 借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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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官方开发性援助、 其他官方资金和私人金融。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 日本的对外援助面临着同中国 ２１ 世纪初期中叶以后一样的

批评， 即太过商业化， 发展导向不足且太注重于基础设施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２００７： １１０ ～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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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贷款完成合作经营和国际合作项目的企业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８ 家增加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７０ 家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这也为中国 １９９９ 年实施的 “走出去” 战略奠定了基础。 “走出去” 战

略是对中国外向投资者的一揽子激励计划， 它不仅支持中国企业获取国外自

然资源， 还支持有潜力的中国企业建设全球品牌。 这个日程表与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先前筹备工作一致。 “入世” 谈判始于 １９８６ 年， 止

于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作为 ＷＴＯ 成员国，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样

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先前创办的论坛， 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创办了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建立的集体磋商与对话平

台， 是南南合作范畴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 ２０１７）。 之后， 中非合作论坛由中国和一些非洲国家每三年召开一次峰

会。 其中， 在备受瞩目的 ２００６ 年峰会上， 中国承诺将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行动计划》 的框架下， 在 ２００９ 年前将其对非洲的援助翻倍， 并设立 ５０ 亿

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１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通常被认为是中非关系的转折点， 经济取代政治成

为双边关系的驱动力 （Ａｌｄｅｎ， ２００７； 江泽民， ２０１２；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６）。 中

国作为受援国以及日本援助见证者的经验使得中国能够类似地重塑中非关

系， 逐渐成为在非洲的一个主要经济参与者。

２０１０ 年至今： 中国对外援助的适时改革开放

在引言部分， 我们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全球发展史的一部分。 在上述

三节中， 我们更多地通过中国与其他援助国之间的联系来展示中国对外援助

的演变过程以及宏观经济变迁对这种演变过程的影响。 不过， 如果说全球化

塑造了中国过去的对外援助， 那么， ２０１１ 年之后就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重

塑全球化。 激发这种改变的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 （１） 外界对于中国对外

援助越来越多的争论； （２）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３） 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变化。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 《求是》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 中强调： （１） 在为受援国

提供最大利益的同时， 对外援助支持的投资项目不能有损国家声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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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应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心。
对外投资要与帮助受援国培养人才、 转移适用技术有机结合， 并切实遵

守当地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 注意生态环境保护 （陈德铭， ２０１０）。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作为 “对西方批评声音的回应”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ｂ）， 中国

发布了其第一份对外援助白皮书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１ａ）。 这是公开出版的关于中

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第一份全面的英文文件， 其中包含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金融资源和形式以及对外援助的分布和管理等方面的总体状况。 该白皮书还

勾勒了国家视角的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国际合作。 不过， 该白皮书并没有提供

双边援助数据， 这让一些西方批评者失望了 （如， Ｐｒｏｖｏｓｔ， ２０１１）。 该白皮

书仅提供了按地区划分的数据 （如图 ２ 所示）， 证实非洲接受了超过一半的

中国对外援助。

图 ２　 按地区划分的中国对外援助分布

资料来源： ＳＣＩＯ （２０１４）。

２２４

① 半年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陈德铭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刊登在 《求是》 的英文版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上， 这个时间刚好在中国第一份对外援助白皮书发布之前， 显然是试图显示中国正

在努力改善这个国际社会体系 （陈德铭，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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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习以为常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得紧张起

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严重依赖于无限

制的投资和低成本工业品出口的高速增长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 雷曼

兄弟公司 ２００８ 年轰然倒下之后， 中国国内以及世界经济形势骤变， 使得在

２０１１ 年前后， 世界和中国开始了一个低速增长阶段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后果之一， 便是更加迫切地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反过来意味着势在

必行的增长提速必须依赖于创新、 服务和外国投资， 以及它们的最优分配

（宋立刚等， ２０１５）。
造成这些紧张形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因素。 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在大约 ２００５ 年之后， 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和劳

动力成本上升问题逐渐加剧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许多接受中国援助项目的国家人口还非常年轻。 以非洲为例， 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低收入非洲国家不仅青年人口丰富， 而且得益于联合国

的千年发展目标 （其最近的优先投资目标正是初等教育领域）， 这些国家

完成了初等教育的孩童人数已经增加到总数的 ７０％ 左右 （参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ｂ）。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非洲联盟第 ２８ 次峰会以 “通过投资青年利用人口红

利” 为主题召开。 在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之

后， 人口红利就可能会出现。 其典型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数

十年增长， 从而引起加速增长———这正是人口红利名称的由来。 正如中

国近几十年经历的那样， 当人口红利正好遇上经济发展时， 其收益是十

分可观的。 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在当前政治优先理念和潜在的经济

潜力条件下，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仍在增长， 其主要目标是中国企业的劳

动密集型投资和用以维持它们竞争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参见林毅夫和王

燕， ２０１４；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然而， 中国在非洲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其援助计划之间的联系增加了

一些政治压力———正如 《求是》 杂志所述———援助体系更有效地满足中

国和受援国的期望。 仍然与之前日本的方法一样，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

长朱鸿杰在论及 “走出去” 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深度融合时说道：

当前， 审时度势地增加对外援助， 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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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促进南南贸易合作， 化解发达国家外需下降带来的困难。 应进

一步增强对外援助规划的科学性和统一性， 采用创新方式提高援助资金

的使用效率。 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贷款规模， 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实力、
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参与优惠贷款项目的实施， 在服务国家政治经济外交

战略的同时， 发挥优惠贷款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 （中国经济网，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２３）。

除了为现有国内企业在低成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创造机会之外， 新

的政策与中国寻求服务和创新的新理念不谋而合。 在非洲， 中国具有促进农

业创新和发展的悠久历史， 这被认为是与粮食安全和扶贫密切相关 （Ｘ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最近的文件，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显示， 中非双方承诺， 继续推进实施 “中非科技

伙伴计划”， 在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 ／联合研究中心， 共建

农业科技示范园。 一个例子就是坐落于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的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该中心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投入使用， 主要致力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 资源遥感监测、 微生物技术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 并与中国科学院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 ２０１７ 年中国南非科技园合作项目的启

动。 该科技园主要致力于采矿和矿产技术， 将在促进双边研究合作和联合研

究所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总体而言， 这些基于援助的中国投资项目是中国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从

而确保其对外援助能够满足先前所述的国际期望， 即做一个 “负责任” 的

援助国。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上明确指

出了其重要性：

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也是建设性的贡献

者。 倡议成立亚投行， 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推动完善现有国际

经济体系、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

共赢 （习近平， ２０１６）。

一些学者认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中国国际开发援助日程有关

期望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考验 （如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和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１６）。 前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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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２０１４ 年指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在开发性金融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林毅夫指出， 应逐渐从官方开发援

助 （ＯＤＡ） 转变为其他官方资金 （ＯＯＦ）， “从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转

变为其他官方资金贷款和其他官方资金投资” （林毅夫和王燕， ２０１４： １８）。
在中国的援助是否能够按照 ＯＥＣＤ 的对外援助标准进行管理这个背景下，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１１） 阐述了这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资金盆之间的复杂联系。
同时， 对中国而言， 这种转变也有助于支持中国货币即人民币的国际化。 例

如，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成功发行非洲首支离岸人民币

债券 （Ｄａｉ， ２０１７）。

讨　 论

中国自 ２０１１ 年前后开始的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外国援助对其自身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增加。 恰如其时地， 其他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

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当前的中国经济权重下， 这种形势对于全球化的

驱动者———那些大部分属于 ＯＥＣＤ 的全球化主导国家以及跨国公司———而言

是一个隐形的挑战。
然而， 国际上鲜有人意识到的是，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比重的逐渐增

加， 其国内援助和来自受援国的压力也会日益增加。 人们对于中国援助的范

围和数量的期待增长迅速， 包括： 支持中国企业的 “走出去” 战略、 支持

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 提升中国国际股东的形象以及帮助中国推进

全球治理改革和重塑全球化。 此外， 面临这些外部压力的同时， 中国也面临

着来自公众的日益强烈的质问， 即为何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摆脱贫困

的情况下政府还要如此慷慨地在国外花钱？ 外向型中国企业也没有使事情变

得简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 中国政府

和企业最多也只是略微意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接收国方面， 也有类似的

问题。 例如，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由于当地民众大规模的环境抗议， 柬埔寨首相

洪森终止了斯登柴阿润水电站建设， 其中就涉及中国国有水电巨头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 （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２０１５）。 类似的紧张局面也出现在许多非洲

的中国投资项目中，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博茨瓦纳的一个发电厂项

目。 中国复杂的对外援助制度和管理体系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不可比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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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非常不利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在受援国建立声誉， 也不利于援助的相互

协调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和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６）。
同时， 一些外部因素也迫使中国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意外地下降到 ３ 万亿美元以下， 这是近六年来的

最低值。 因此， 毫不意外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个由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建立的旨在确保改革措施贯彻执行的部门，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首次

以对外援助问题为会议主题 （Ｒｕｄｙａｋ， ２０１７； 人民网， ２０１７）。 那次会议之

后， 《南华早报》 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中国必须在援助外国时表现得更加

明智， 优化对外援助的战略布局”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７）。 因此， 有理由相信， 不

久之后， 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和管理体制机制不仅会更加创新务实， 而且会

更加高效和精简。 如大多数中国对外援助和相关的主导机构一样， 坐落于北

京的亚投行的创立， 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国际化的学习机会， 它很可能也会沿

袭本章所描述的演化路径， 成为改革过程中一个有益的学习机制。

结　 语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达沃斯论坛勾勒他对经济全球化构想时指

出：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
实现互利共赢。 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 那是永远不能到达

彼岸的 （习近平， ２０１７）。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让人想起邓小平

同志 １９７８ 年描述中国国内探索性改革过程时用的那个著名比喻， 即 “摸着

石头过河”。 类似的全球化理念在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也有体现。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李克强总理指出，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应该坚持务实创新的原则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４）。
本章中， 我们概述了中国从一个受援国到一个援助国的转变历程。 可以

发现，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需要， 同时也

受到全球政治经济局势重大改变的影响。 本章的阶段性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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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测中国现在将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开发其自己的经济利益， 从而更加强烈

和直接地塑造全球化。
为此， 我们查阅了对外援助方面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非常有限的关于中

国对外援助方面的资料。 在阐述中国互利互惠式对外援助策略的发展阶段

中， 我们强调了中国主要对外援助机构以及援助策略的外部来源， 特别是三

位一体策略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强调了努力帮助其他国家的过程中

中国自身进步的重要性。 正如许多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公布的对外援助数据非常有限和碎片化， 本文的分析也受此制约。

长远来看， 中国相对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否会使非洲及其

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入一个新的、 创新务实的、 广泛发展的新时代， 尚

不得而知。 此外， 非洲国家以及中国援助的其接受国将最终挖掘它们自身的

需求， 就像当前它们面前的中国一样。 反过来， 一个成功的、 由中国主导的

全球化可能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双边的全球化。 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行之有效

地 “摸着石头过河”， 但相当于这个过程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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