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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条件变化、诱致机制失灵和效率补偿是任
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都必须慎重对待的问
题。 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诱致机制的失灵将导致效率
改进能力下降，需要结构服务化提供补偿，否则经济

经济通常能够获得长时期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这些
国家和地区重化工业的后向关联程度在 ２０１１ 年平
均高达 ０．８，即 １ 单位的重化工业产出需要 ０．８ 单位

的其他部门投入，形成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较强牵引。

会陷入转型过程的结构扭曲和震荡，阻碍高质量发

但是，当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阶段时，相对于重

展和可持续城市化路径的达成。

化工业较强的后向联系，作为现代经济支柱的服务

一、结构条件变化与诱致机制失灵
鉴于拉美国家城市化和中国经济转型呈现的诸
多问题，我们更加关注后工业化时期的诱致机制失
灵问题。 如果城市化的发展不能根据已经发生变化
的结构条件进行适应性调整，或者这种调整的步伐
缓慢，那么，由于诱致机制失灵所导致的问题积累将

业的拉动作用明显较弱。 例如，金融业为 ０．４ 左右，
房地产、信息技术、研发、教育、医疗均在 ０． ４ 以下，
这意味着 １ 单位的现代服务业产出对于上游行业的
产出需求不到 ０．４。 这种情景意味着，在结构服务化
过程中，随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较强的一些效
率改进诱致环节可能失去。

中国的情景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中国的持

阻碍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续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业化拉动，累积性的规模

出联系下降

道。 从数据估算看，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前向系数普

（ 一） 典型化事实 １：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投入产

扩张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２ 年，之后才进入结构性减速通

这里征引两类指标，对投入产出关联强度随着

遍高于发达国家，表明经济过程中有更多的产品用

增长阶段演进而变化的一般趋势给出描述。 一类是

于下游产品生产，相比于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制造

赫希曼（ １９９１） 所谓的诱致强度—
—
—部门或产业发

业产业联系；重化工业的后向联系较强，与发达国家

展的前后向联系程度，前向联系指的是特定行业对

一致。 这充分体现了工业生产供给主导的经济特

于下游行业的联系强度，后向联系则是特定行业带

征。 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的后向联系显著高于发

动上游行业要素投入扩张、 生产结构变化的强度。

达国家，这是服务业作为工业体系分工结果而被动

另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消耗系数，包括直接消

扩张的表现。 转型时期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未真正

耗系数—
—
—行业或部门在总产出中直接消耗某一特

定行业中间投入的比例，以及完全消耗系数—
—
—行
业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完全消耗某行业中间投入的
比例。

进入为制造业提供内生动力的发达阶段，业态层次
低、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同时也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带
来了障碍。

２．消耗系数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中国的行业

１．赫希 曼 诱 致 强 度 变 动 趋 势 的 国 际 比 较。 美

直接消耗系数普遍大于发达国家。 美国和日本的制

系普遍发生了比较显著的下降态势，这意味着发达

０．０１左右。 而中国的制造业直接消耗系数平均则在

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前向联

国家的制造业对于下游产业的推动作用减弱，更大
比例的产品被用于满足最终需求。 从部门比较角度
看，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前后向联系程度普遍低于制
造业。 典型的情景是，在规模经济效率较为突出的
重化工业化阶段，得益于重化工业极大的后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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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直接消 耗 系 数 平 均 在 ０． ０２ 左 右， 服 务 业 则 在

０．０２５ 左右，服务业的系数也在 ０． ０１ 以上。 中国的
信息技术、研发和设备租赁等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
数平均更是高达 ０．０２，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通过完全消耗系数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

的农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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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消耗系数都普遍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而美国

低端化也可能成为阶段跨越的瓶颈和阻碍，这一问

和日本的信息技术、研发、公共管理这些现代服务业

题在中国新常态下已经越来越突出。

的完全消耗系数甚至还要高于中国。 原因在于，现
代服务业普遍具有前后向联系的加总效应，通过前
向和后向的网络化联系提升了产业联系的强度，这

从开放角度来看，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资源再配

置弥补乘数下降。 以 ２０１４ 年为例，相对于封闭条件
而言，考虑了国际贸易条件的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效

种联系性不同于工业部门的后向带动机制。

率乘数分别从 １．６３、１． ５５ 提升到 １． ８４、１． ５９，而中国

中，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变弱，且服务业的后向联

２．２４、１．５９。 封闭和开放条件下的这种差异，源于发

３．基本判断。 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过程

系明显弱于重化工业，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纵向网

和韩国的技术效率乘数则分别从 ２．６２、１．８０ 下降到
达国家有能力通过全球资源再配置来弥补自身投入

络联系降低。 随着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到来，中国

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的经济结构的诱致机制将发生普遍下降，单靠要素

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还未完成工业产业链的上移，

投入驱动、产业选择性政策、非平衡发展等干预资源

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配置的发展方式也同样越来越不适用。

（ 二） 典型化事实 ２：结构变动导致技术效率乘

数先升后降

在一个投入产出经济中，最终产出增长率可以

分解为资本增长、劳动增长、行业 ＴＦＰ 的乘数增长
效应。 当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一定时，行业 ＴＦＰ 的

（ 三） 典型化事实 ３：诱致机制失灵与效率补偿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把转型时期的诱致机制失
灵和效率补偿的主要观点归纳为如下判断：经济结
构服务化导致了赫希曼诱致机制失灵。 工业化生产
供给主导转向城市化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过程中，
消费和投资的再平衡，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再平

提高，将通过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影响总产出增

衡，导致制造业部分甚至主要的增长和效率改进诱

长率。 而技术效率乘数正是衡量经济中投入产出联

致环节缺失。 同时，鉴于服务业前后向联系普遍偏

系强度的理想指标，因为一方面乘数可以进行全行

弱的内在特征，最终促使经济网络的关联程度下降。

业加总，另一方面又可以细分研究某个特定行业的

相关趋势和问题是，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的明

ＴＦＰ 变动对全行业的影响。

显下降，意味着行业效率提升对于整体经济的网络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效率乘数均

乘数效应也减弱了。 经济结构联系的这种弱化趋势

出现先上升到下降的过程。 发达国家在高度成熟和

使得赫希曼投资诱致机制变得不再有效，经济发生

发达的城市化时期， 尽管发生了从工业化向经济结

结构性减速。

构服务化的转换，但是服务业发展仍然带动了投入

中国即将进入诱致机制失灵的阶段，更严重的

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的提升。 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问题是，服务业的规模化、成本型扩张将加剧失灵所

１９９０ 年达到峰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出现技术效

化转型滞后的影响，虽然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赫希

年代到 ８０ 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效率乘数提高，

带来的风险。 受到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信息

率乘数下跌趋势，原因有两点：一是由美国和日本技

曼诱致强度和技术效率乘数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术进步放缓和经济泡沫化所引致；二是制造业外移，

但是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趋势在中国已经显现，同

破坏了其国内产业链的关联。

时鉴于中国服务业弱质的现状以及短期内难以彻底

从产业类别比较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技术效率

扭转这种弱势的前景，诱致机制失灵所带来的冲击

乘数明显强于欧美日，但服务业与之相反。 美国和

将影响未来较长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和结构服务业化

日本的技术效率乘数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２．４ 下降
到了目前的 ２ 左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的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迅速增加，从 ２．３ 上升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６２。 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重工业化过程，提高了整体

进程。 例如，在中国制造业扩张能力开始减弱的转
型当口，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先导产业向金融业和房
地产业的转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投入产出技术
效率乘数结束了上涨趋势， 结构服务业化进程采取
了成本扩张型的服务业替代有效率的制造业路径，

经济投入产出的联动效应，具有极强的产出乘数效

这种态势若不能得到矫正，必然推动投入产出技术

果，从而 维 持 了 那 个 阶 段 又 高 又 稳 定 的 经 济 增 长

效率乘数迅速下降，造成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

水平。

诱致机制失灵带来的结构性减速需要进行效率

房地产、计算机信息服务、公共管理、医疗、科学

补偿。 为了缓解诱致机制失灵引发的增速下降冲

研究这些行业的技术效率乘数测算数值，美国明显

击，需要结构服务业化过程的效率补偿机制的塑造。

高于中国。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是很直观的，中

如果服务业增长仍旧以规模化扩张为主，或者在业

国服务业发展的效率促进作用远远低于美国。 对于

态高端化方面无所作为，那么城市化将因为无效率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业的

的低端服务业的扩张， 导致鲍莫尔成本病，迫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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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离开发达的现代城市化路径，滑向拉美模式一
极。 效率补偿的形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国际贸易进
行资源的全球再配置。 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发

估计。
（ 一） 中国整体经济扭曲特征：资本扭曲主导

１．中国的整体经济扭曲消除可以带来 ４４％左右

达国家普遍将生产过程对外转移。 比较典型的是

的产出增加。 根据我们的估算，通过将全部 ５６ 个行

资布局等。 将国内中间品生产环节外包到国外、从

４０％ ～ ４４％左右。 然而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总

“ 日本制造” 的海外投资布局，“ 德国制造” 的东欧投
国外进口廉价中间品的方式，弥补了国内产业联系

业的要素价格扭曲消除，中国的最终产出可以提高
体扭曲损失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一方面表明新

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的缺陷，对于城市化

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

时期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未来的要素再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进一

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顶端位置，获取产品附

步，这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如果

加值收益，是对其国内诱致机制失灵最强大的补偿。
二是通过提高国内资源配置效率。 大规模工业化过
程中，非均衡的赫希曼诱致机制促使经济扭曲不断
累积。 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时期，随着结构条件
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再平衡将重塑经济过程。 此时，
资本和劳动如果不能自由地退出原行业、进入新兴
行业的话， 将进一步加大扭曲， 阻碍效率潜力的培
育。 在城市化时期，发达国家运用高效市场和制度
规则纠正扭曲，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部分补偿
了因为结构性减速带来的产出下降影响。 相对而
言，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干预体制，在城市化时期
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滞后影响：

在 １０ 年内进行，每年平均可以得到 ４％的产出增加；
如果分布在 ２０ 年内进行，则每年可以带来 ２％ 左右

的产出增加。 对于结构性减速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而
言，每 年 ２％ ～ ４％ 的 ＧＤＰ 增 长 率 增 量 是 十 分 可
观的。

２．劳动要素扭曲的损失下降，资本要素扭曲的

损失上升。 中国各行业的劳动要素扭曲带来的产出
损失水平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下降，并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迅
速显著减少。 劳动要素扭曲的产出损失从 ２０００ 年
的 １８．０％上升到 ２００２ 年的峰值 ２２．０％ 后，一直减少
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７％。 劳动要素扭曲下降和资本
要素扭曲上升相互叠加，导致中国整体扭曲损失并

制造业退潮背景下的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转型不力，

没有多大改善，其机制如下：体制改革增加了劳动力

大量服务业仍旧处于行政垄断、分割之下，资本和劳

的流动性，提高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

动难以充分地市场化流动。 三是通过研发投入，提

的收入，导致了劳动要素的更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了

高产业的附加值率。 为了获取微笑曲线的上端位
置， 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很高。 通过持续
的研发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水平，是发达国家产业阶
梯爬升的主要路径。 从全球投入产出表来看，中国
的产业附加值率只有 ３２％，而美、日、英、法、德等国
的附加值率都位于 ５０％左右。

二、中国效率补偿的反事实估计

扭曲程度。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资本扭曲损失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２．８％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３． ５％。 在这个
阶段中国资本日益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集中，助推
了资产泡沫，挤压了制造业实体融资能力。
（ 二） 中 国 经 济 扭 曲 的 行 业 特 性： 服 务 业 扭 曲
巨大

１．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制造业效率不断提升，扭

曲程度较弱。 我们的估算结果表明，经过多年开放

事实上，歧视性产业政策和规则导致的经济扭

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国的制造业扭曲程度已经

曲，在各国增长过程中都存在。 为了服务国家目标

很低，即使全部消除制造业的要素价格扭曲，也不能

和发展战略，无论是美国的信息技术规划战略，还是

带来最终产出显著的增长。 这个结论与直观经验相

欧洲的保护性产业政策，乃至日本积极协调的市场

符合，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目共睹，

经济，在经济的各个行业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其投入产出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能够进行大部分

要素价格偏差，这些偏差构成了经济结构的最基本

环节的工业生产。 我们发现，完全消除中国制造业

特征。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扭曲具有更加特殊
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
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以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非市
场化差异的形式，为工业化追赶服务。 改革开放以
后，尽管剪刀差取消了，但是形形色色的产业补贴政
策仍旧作用于价格扭曲。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国际

各部门的要素价格扭曲，甚至不能带来 １％ 的最终
产出增加。

２．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扭曲损失较大。 中国

的金融、房地产、批发贸易、建筑业的扭曲消除，分别
可以带来 ９．７％、４． ６％、４． ５％、２． ５％ 的产出增加。 现
阶段金融和房地产业主导的经济模式，极大扭曲了

化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中国制造业的扭

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扭曲通

曲，但是服务业扭曲的体制性原因却很难消除。 基

过投入产出网络，对上下游其他行业产出和效率改

于扭曲核算模型，这里提供效率补偿的一种反事实

进造成挤出。 主要判断是，中国的扭曲效率损失主

４０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５ 卷 总第 ２０７ 期

经济学研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要存在于服务业部门，尤以金融、批发贸易、房地产
业为甚。

３．当前扭曲的服务业很难提供效率补偿。 经济

结构服务业化导致工业化诱致失灵，只有通过服务

业提供效率补偿， 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与工业化不同，城市化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生产函数，

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 中国金融业的扭曲存在，使
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了 ０．８％，而房地产业的
扭曲则使这种乘数下降了 ０．３５％。 金融业和房地产
业扭曲的消除，分别可以使中国的技术效率乘数从

２．６２ 提升到 ２．６４ 和 ２．６３。

总之，中国现阶段金融和房地产业过度繁荣带

这个生产函数的本质，体现为有效率的服务业以其

来的扭曲，严重阻碍了资源配置优化路径， 降低了

提供知识和生产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成为上文所述

经济效率。 在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如果放任

的制造业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改进条件。 面对效率补

金融和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压，将进一步降低资

偿的要求， 中国服务业如果仍旧深陷于管制和扭曲

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消费

的泥潭，将无法提供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创新动力，

的升级，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而通过市场

现有规模化、成本型的扩张模式，无法使服务业成为

化改革消除这些服务业的扭曲，一方面可以提高整

真正的城市化增长支柱。

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缓解行业间挤

４．国际贸易促进扭曲消除效果。 利用国别投入

产出和全球投入产出，可以对封闭和开放条件下扭

压、提高技术效率乘数，从而缓解结构演进带来的结
构性减速。

曲消除的不同影响进行甄别。 国际贸易促进了可贸

三、政策建议

易部门的扭曲改进，制造业的扭曲消除可以通过贸
易份额的扩大和附加值率提高得以达成。 不可贸易

第一，将政府职能从工业化驱动转向城市化服

部门的扭曲消除也将有很大的益处。 尽管金融和建

务。 工业化赶超型的政府对于推动经济的工业化和

筑业属于不可贸易部门，但是它们的扭曲消除可以

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在经济

带来上游或者下游可贸易制造业的产出扩张，从而

结构转向服务业化的过程中，却进一步加大了资本

带来总体产出的增加。 因此，金融、批发贸易、建筑

和劳动的配置扭曲。 要将政府的职能从高速工业化

业的扭曲消除分别可以带来 １２％、７．６％、３．９％ 的产
出增加，远远高于封闭条件。

（ 三） 进一步的评估：经济结构的效率补偿

１．金融业对于其他行业产生了明显挤压作用。

的驱动者转变为高质量城市化服务的提供者。 具体
而言，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差异化的政策安排，减少政
府背书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方
面的公共福利支出，努力做到公共福利均等化，促进

消除了金融业的扭曲以后，金融业自身的产出份额

人力资本升级。

业的产出份额将得到普遍的提升，提升幅度平均为

对制造业而言，只要保持市场化的竞争与开放， 即

将大幅下降，降幅达 ６１． ３％ （ 相对下降） ，而其他行
４％左右。 事实上，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
经济结构中金融业的比重也是偏高的：２０１６ 年中国
金融业占比达到 ８．４％，而同期美国为 ７．５％， 英国为

６．６％，日本为 ４．５％，韩国为 ５．５％。 问题在于，在转

第二，针对不同产业制定差别 化 的 改 革 策 略。
使运用产业政策，中国制造业也存在很强的扭曲纠
正能力。 但是，对于服务业这类非贸易和垄断部门，
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升级。 因此对于制造
业部门而言，应该继续推动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通

型时期中国金融业不仅依靠扭曲的定价占有了较高

过市场化的手段来促进制造业自身扭曲的消除，提

的产出比重，而且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挤压。 当前受

升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效率。 而对于服务业部门，应

到广泛关注的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争论，主要

该致力于消除行业规制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降低服

集中于金融业扭曲挤压制造业及其后果的评估。 由

务业的垄断收益，减少服务业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压

于中国金融业的后向联系很强、前向联系较弱，高昂

作用，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和服务业效率补偿。

而扭曲的资金价格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使得制

第三，推动中国的价值链攀升和全球要素再配

造业的利润不断被侵蚀。 诱致机制失灵趋势逐渐显

置。 中国目前还处于国际代工型国家的阶段，全球

著的情况下，金融扭曲的网络效应将加剧宏观风险。

价值链地位较低。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应该

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产业协同发展、互助互进的关

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将部分低附

系，而不是这种一个行业挤压其他行业的模式。 改

加值产业转移海外，同时保留和开拓高附加值的产

革中国的金融业可以使资金效率得到提升，向着均

业领域，加大链条式创新和分布式创新的力度，努力

衡的产业体系发展。

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通过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和

２．服务业扭曲削弱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 由

于服务业的扭曲挤压了制造业部门的份额， 因此也
相应地削弱了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联系，降低了投

产能转移，中国才能真正加入以全球要素再配置提
升自身经济效率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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