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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该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ꎬ并运用索洛残值法测算中国全

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状况ꎮ 结果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涨跌互现态势ꎻ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
式为要素驱动型ꎮ 由此提出ꎬ中国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ꎬ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和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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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

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１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期ꎮ 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改革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亮眼的成绩ꎬ

期间的高储蓄促进大量投资、制度变革带来大规模

但与此同时ꎬ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ꎬ如经

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对外开放带来先进技术的引进

济增速放缓、技术发展落后、人口红利消失等ꎮ

等ꎮ 在此期间ꎬ中国经济主要处于外延型经济增长

１.１

阶段ꎮ

经济增速放缓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

然而ꎬ经过 ３０ 多年的高速增长ꎬ中国经济面临

快速的增长ꎬ 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９.８％ꎮ １９９８ －

模式进入困局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万亿美元的跨越ꎻ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经济量则从 ２

中国也未能幸免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增长开

达到 １０.４ 万亿美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中国超越德国ꎬ成为

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ꎬ外延型经济增长
来ꎬ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步入了长期结构性调整期ꎬ
始 回落ꎬ增长率分别为９.６％ 、９.２％ 、１０.６％ 、９.５％ 、

７.７％、７.７％、７.４％ꎬ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向过去 ３０ 多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告别ꎬ进入了经济新常态ꎮ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要素供
应效率下降、科技创新能力滞后等难题将在中国长
期存在ꎮ 换而言之ꎬ中国过去 ３０ 多年依靠增加生产
要素投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受
到重大挑战ꎬ中国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经验
表明ꎬ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
素ꎮ 因此ꎬ研究中国当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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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中国用时 ７ 年实现经济量从 １ 万亿美元到 ２

万亿美元跨越至 ９ 万亿美元ꎻ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经济总量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ꎻ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超越日本ꎬ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ꎮ 在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爆发和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大背景
下ꎬ中国经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依然保持在平均 ９％

以上的增长率ꎮ 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组
成的“ 金砖国家” 中ꎬ中国经济体量最大ꎬ增长速度
最为强劲ꎮ
然而ꎬ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
和对外贸易ꎬ 消 费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相 对 较 弱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以现价美元计价的中国商品贸易
占 ＧＤＰ 平均比例为 ４９.９３％ꎬ远高于“ 金砖国家” 中
的印度、巴西、俄罗斯ꎬ也高于除德国以外的其他主
要发达国家ꎻ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中国资本形成总额
占 ＧＤＰ 平均比例为 ４２.８６ꎬ远高于“ 金砖国家” 中的
其他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ꎻ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中国
总储蓄占 ＧＤＰ 比例超 ５０％ꎬ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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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弱ꎮ
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ꎬ出口产品
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ꎬ技术含量低ꎬ核心竞争力缺
乏ꎬ可替代性强ꎮ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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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中 Ｒ＆Ｄ 研发人员数量仍未突破 １ ０００ꎬ而同期

最 高的是韩国ꎬ每百万中Ｒ＆Ｄ研发人员数量接近
６ ０００ꎮ
表１

他主要经济体出现疲软态势ꎬ贸易保护出现抬头ꎬ这
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巨大影响ꎮ 此外ꎬ中国长期

世界主要国家单位 ＧＤＰ 能耗
( 单位:万吨油当量 / 亿美元)

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难以为继ꎬ且目前正
处于“ 四万亿” 政策的消化期ꎬ并不适合采用大规模

年份

的投资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ꎮ 对外贸易减少、投
资计划受阻、国内消费不足这三大因素使得中国经
济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ꎮ 从图 １ 可知ꎬ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局部高点后开始持续下
降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均在 ８％ 以下ꎬ分别为 ７.７％、７.７％
和 ７.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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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趋势
图２

技术发展落后
中国的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ꎬ同时技术

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ꎬ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
家ꎬ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ꎮ
第一ꎬ中国经济的单位 ＧＤＰ 能耗高ꎬ 经济发展

１.３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主要国家 Ｒ＆Ｄ 研发人员数量
( 每百万人)

人口红利消失
中国近几十年的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了一个世

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大ꎮ 从表 １ 可知ꎬ 中国的单位

界“ 奇 迹” ꎬ 这 很 大 程 度 上 与 中 国 “ 人 口 红 利” 有

国家相比仍处于高位ꎮ 这说明中国经济对能源的消

速增长ꎬ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ꎬ社会抚养

ＧＤＰ 能耗虽然每年在下降ꎬ但是跟世界主要工业化
耗量大ꎬ同时也说明中国的技术发展落后ꎬ对能源的
利用效率不高ꎮ

关ꎮ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ꎬ人口绝对数长期保持高
率较低ꎬ形成了“ 人口红利” ꎬ 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
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口条件ꎮ 此外ꎬ农村数量

第二ꎬ中国的技术创新不足ꎬ 这在研发支出和

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提供了充分

Ｒ＆Ｄ 研发人员数量上均有体现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间ꎬ

的劳动力资源ꎮ 但是ꎬ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

国、德国、日本三国分别为 ２.６４％、２.６１％ 和 ３.２５％ꎮ

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ꎮ

同样超过中国ꎮ 从表 ２ 可知ꎬ中国每百万人中 Ｒ＆Ｄ

家建设需要ꎬ政府实行积极生育政策ꎮ １９６３ 年中国

中国平均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例为 １.３５％ꎬ而同期美

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放缓ꎬ目前ꎬ人口抚养比、人

而韩国同期的平均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例为 ３.００％ꎬ

第一ꎬ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ꎮ 建国初期ꎬ由于国

研发人员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中国每百

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峰值 ３３.３３‰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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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实行计划生育ꎬ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进
入下降通道ꎮ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下降至 ５‰ 以下ꎬ并将长期保持低水平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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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评价
为了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状况ꎬ本文

第二ꎬ人口抚养比已经见底ꎬ开始缓慢上升ꎮ 长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ꎬ试图建立模型并测算

期以来ꎬ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ꎬ且保持稳定增

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数据ꎮ 首先ꎬ介绍测算全要素

长ꎬ这使得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通道ꎮ 但是ꎬ

生产率的理论模型ꎬ本文选用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自

然增长率持续下降ꎬ新生数量迅速减少ꎬ这逐渐改变
了中国的人口抚养比状况ꎮ 从图 ３ 可知ꎬ中国的人

生产函数的索洛残值法ꎻ再次ꎬ确定合适的指标和数
据ꎻ最后ꎬ运用索洛残值法计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
发展状况ꎬ并对此进行评价ꎮ

口抚养比于 ２０１０ 年见底ꎬ此后开始正式进入上升通

２.１

抚养比将在 ２０７０ 年达到 ０.８ 的超高水平ꎮ

洛残值法构建模型ꎬ并以此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

道ꎮ 如果生育生平不能出现实质性回升ꎬ中国人口
第三ꎬ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ꎬ老龄人口比例上

升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０ － １４

模型的构建
本文采用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索

率数据ꎮ
设生产函数为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 ２６.６％ 锐减至 １６.４％ꎬ

Ｙ ＝ ＡＫ α Ｌ β  (１)

据联合国统计ꎬ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投入量ꎬα 和 β 分别为平均资本要素产出份额和平均

会ꎬ未来老年人口将持续上升ꎮ 少年儿童人口比例

劳动要素产出份额ꎮ 在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

减少ꎬ老年人口比例增加ꎬ 这加快了人口红利的消

中性的条件下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满足:

失ꎮ

△Ａ △Ｙ
△Ｋ
△Ｌ
＝
－α
－ (１ － α)
Ａ
Ｙ
Ｋ
Ｌ

而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则从 ６.２％ 上升至 ９.７％ꎮ 根

这三大事实说明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已经

其中ꎬＹ 为实际的产出ꎬＫ 是资本存量ꎬＬ 是劳动

同样ꎬ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下ꎬ即满足

发生逆转ꎬ同时说明多年来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ꎮ

 (２)

α ＋ β ＝ １ꎬ可将式(１) 化为:ｌｎ

Ｙ
Ｋ
＝ ｌｎＡ ＋ αｌｎ
Ｌ
Ｌ

 (３)

通过式(３) 估算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 αꎬ 进而

可根据式(２) 计算出全要素增长率ꎮ
在索洛残值法中ꎬ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产
出增长扣除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贡献份额之后的余
值ꎮ 使用该模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ꎬ巧妙地避开了
对生产函数具体形式的讨论ꎬ而且计算方法直观ꎬ实
用性强ꎬ这些优势使基于此模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图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中总抚养比

从上述的三个事实可知ꎬ中国过去凭借其巨大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ꎮ
２.２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测算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

人口红利ꎬ严重依赖能源消耗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

率发展情况ꎬ由式(３) 可知ꎬ测算方程涉及实际产出

长模式难以为继ꎬ中国迫切需要转型至创新驱动型

Ｙꎬ 资本存量 Ｋ 和劳动投入量 Ｌ 这三大指标ꎮ

经济增长模式ꎮ 全要素增长率ꎬ指的是在保持各种
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获得的额外生产效
率ꎬ该生产效率是长期可持续的ꎬ是保持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ꎮ 因此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促进中国
经济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实际产出和劳动投入量可直接使用中国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ꎬ分别选取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间扣除价格因
素变动的实际 ＧＤＰ 和全社会就业人数作为 Ｙ 和 Ｌꎮ

由于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直接公布资本存量 Ｋ
的数据ꎬ 故本文研究中采用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５１) 年开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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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资本存量数据ꎬ基本公式为:
Ｋｔ ＝

Ｉｔ

Ｐｔ

＋ (１ － δ) Ｋ ｔ － １  (４)

Ｉ ｔ 为 ｔ 时期以当期价格计价的投资数额ꎬＰ ｔ 为 ｔ
期的价格指数ꎬδ 为折旧率ꎮ
从式(４) 可知ꎬ估算资本存量需估计四个参数:
基期资本存量 Ｋ ０ 、历年投资流量指标 Ｉ ｔ 、价格指数 Ｐ ｔ

和折旧率 δꎮ 在估计基期资本存量 Ｋ ０ 时ꎬ采用 Ｋ ０ ＝

Ｉ ０ / ( ｇ ＋ δ) ꎬ其中 ｇ 是样本期扣除价格因素的真实投
资年平均增长率ꎬδ 为综合折旧率ꎮ 历年投资流量 Ｉｔ

和价格指数 Ｐｔ 分别选取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全社会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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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产出份额 α 为 ０.７１４９ꎮ 进而根据式(２) ꎬ测算出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状况ꎬ绘
制图 ４ꎮ 为了进一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
的贡献ꎬ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对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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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图 ４ 表明的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

率发展变化来看ꎬ其主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０ꎮ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ꎬ中国

国民经济开始迅速下滑ꎬ全要素生产率也处于负增
长ꎮ 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中国经济过热ꎬ政府采取紧
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ꎮ 全要素生产率在 １９９０

年出现低谷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
裁ꎬ限制中国对西方的技术引进ꎮ 此外ꎬ中国政府为
图４

表２

年份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状况

中国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４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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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避免经济硬着陆ꎬ采取了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
长ꎬ这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效率ꎬ以至于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一时期增长幅度下降ꎮ
第二阶段: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７ꎮ 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高速期ꎬ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１１.５７％ꎮ 同
时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范围明显扩大ꎬ国外
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模式得以引进ꎬ这
无疑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ꎬ同时也推

０.０７

动了技术进步ꎮ 在这一时期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始

０.１２

第三阶段: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ꎮ 这十年时间ꎬ中国的全

终保持正增长ꎬ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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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４１

要素生产率发展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ꎬ年平均

素生产率ꎬ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ꎮ 本文从以

增长率为 － ０.０１％ꎮ 其原因在于:第一ꎬ中国的经济

下几方面提出政策建议ꎬ希望对提高中国全要素生

体制改革在促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后遇到了瓶

产率有所参考ꎮ

颈ꎬ改革在短期内无法取得进展ꎻ第二ꎬ西方发达国

３.１

家对中国的技术进口进行限制ꎬ而中国自身的技术

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来源于技术进

研发能力短时间内无法促进生产力提升ꎻ第三ꎬ政府

步ꎮ 虽然先进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来掌握ꎬ但战略技

的过度投资行为形成过剩产能ꎬ市场不景气ꎬ许多企

术和核心技术是无法引进的ꎬ而且一味地进行技术

业面临经营困难ꎬ企业效率难以提升等ꎮ 这些原因

模仿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

导致全要素生产力在这一阶段难以提升ꎮ

足的问题ꎮ 此外ꎬ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突破性发展

第四阶段:２００８ 年至今ꎬ 全要素生产力出现断

可能使后发国家实现生产 力 的 跨 越ꎬ 从 而 后 来 居

崖式下降ꎬ长时间处于负增长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

上ꎮ 因此ꎬ构建自主创新体系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

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ꎬ许多经济体受到

有重大意义ꎮ 政府需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

影响ꎬ中国也未能幸免ꎮ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体

境和政策环境ꎬ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ꎬ给予政策支

制改革难以深入、技术研发难以奏效、技术引进受到

持、金融支援和税收优惠ꎮ 此外ꎬ政府应该重视技术

限制、外部经济发生恶化ꎬ种种因素使得全要素生产

创新成果ꎬ助力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ꎬ进而促进经济

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正向增长ꎮ

增长ꎮ

从贡献度来讲ꎬ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度为 １.０８ꎬ劳动投入要素的平均贡献度为 ０.０７ꎬ而

３.２

加大教育投入ꎬ增加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

全 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负值

成部分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ꎬ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不

－ ０.１５ꎮ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ꎬ全要素生

仅需要进行技术创新ꎬ还需要人力资本的增加ꎮ 人

产率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始 终 处 于 负 值ꎬ 峰 值 为

力资本的积累并非劳动者数量的增加ꎬ而是劳动者

２０１３ 年的 － ０.６８ꎮ 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增

整体素质的提升ꎮ 中国的“ 人口红利” 正在慢慢消

长主要依靠增加资本要素和劳动投入ꎬ仍属于要素

失ꎬ而中国经济需要实现健康稳定增长ꎬ这要求产业

驱动型经济ꎻ另一方面也说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

工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技能培训ꎬ整体知识能够得到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ꎬ也具

积累ꎬ进而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加ꎮ 一方面ꎬ政府应该

有重要的意义ꎮ

合理发展高等教育ꎬ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

３

度ꎻ另一方面ꎬ政府应加强在职工人的继续教育ꎬ使

对策建议
目前ꎬ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ꎬ如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技术发展落后、人口红利消失等ꎬ这些
问题都可以说明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凭借廉价

得在职工人的知识体系能够得以更新ꎬ更好地适应
工作要求ꎮ
３.３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高新技术为基础ꎬ对于推动

劳动力、牺牲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ꎮ 中国

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ꎮ 战略性新兴

需要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根本

产业存在以下特点:第一ꎬ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知识

性变化ꎬ需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型经济至创新驱动型

密集产业ꎬ其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ꎮ 第二ꎬ产品多

经济的转变ꎮ 创新驱动型经济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来

以知识等非物质形式存在ꎬ 且 存 在 高 度 的 外 溢 效

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ꎬ这意味着想要促进中国经济

应ꎮ 第三ꎬ战略性新兴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为高新

成功转型必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ꎮ

技术ꎬ其从最初的研发到最终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

从本文可知ꎬ长期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

程ꎬ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ꎬ

波动震荡ꎬ未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ꎮ 尤其是

导致其研发的失败率较高ꎮ 总而言之ꎬ一方面其对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断崖式下降ꎬ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

现负值ꎬ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发

义ꎬ另一方面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高失败率ꎬ

展不容乐观ꎬ还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用以提升全要

这要求政府在大力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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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制定相关保护政策ꎬ能够保证该产业健康、稳定
的发展ꎮ
３.４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ꎬ优化资源配置
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曾极大地实现了

资源的优化配置ꎬ提升了生产力水平ꎬ进而促进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ꎮ 当前ꎬ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改革
滞后、政府机构臃肿和腐败现象严重、 政府干预企
业、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等难题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生
产力水平ꎬ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ꎬ限制了经济

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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