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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 自

１９５０ 年至今，至少 ４９ 个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众多经济体一直或曾经定期公布经济增长目

标，比如中国、印度、欧盟各国等。
就这 ４９ 个经济体的实践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管

理呈现以下三个典型事实。 一是经济体宣布经济增

长目标的同时，明确了相应的资源配置。 比如印度

每次给出经济增长目标后，都详细说明政府将如何

配置资金，并给出有关资金使用的具体项目、行业

等。 二是宣布的经济增长目标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

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平均而言，经济增长目

标变动 １ 个百分点时，随后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也

将变动大约 １ 个百分点。 三是各经济体开始实施经

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并不一致，实施一段时间后，
一些经济体放弃了，一些经济体还在实施。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欧盟通过第一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欧盟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３％；欧盟委员

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布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则
没有再预设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 另一方面，一些

国家至今仍然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比如中国和

印度，尽管都曾暂停过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但是至今

还在实施。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把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定义

为：政策当局宣布一个某时间内的增长目标并相应

配置资源的行为。
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经济增长文献忽视

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 经济增长文献一直在寻

找经济增长的源泉，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强调资本

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８０ 年代则强调内生的技术

进步及其影响技术进步的政策等；２１ 世纪初定量分

析制度因素的影响，强调内生制度是深层次决定因

素（Ｈａｌｌ ＆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９；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这些

文献都是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鲜有明

确涉及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 当然，这可能也意

味着，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根本不存在实行经

济增长目标管理的可能性，需要放松某些假定条件，
才可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基于此，本文尝试

放松某些假定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经

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 内生经济增长文献通常把生

产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最终产品的生产、中间投入品

的生产以及新技术的研发，进而假定，一旦研发出新

技术，中间投入品厂商就可以直接采用该新技术投

资生产新的中间投入品，最终产品厂商则采用新中

间投入品等生产最终产品。 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对

企业生产活动的描述隐含地假定，在生产的各个阶

段或环节，企业自主投产，无须政府审批，无须支付

市场进入成本。 但从现实看，即使到了 ２０１５ 年，就
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而言，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最少 １
个政府审批程序，最多 ２０ 个，平均是 ７ 个；付出的费

用最低是 ０，最高是人均 ＧＤＰ 的 ３．３ 倍，平均是人均

ＧＤＰ 的 ２６．８％；所需的时间最短是 ０．５ 天，最长是

１８６ 天，平均是 ２６ 天。 基于此，本文假定政府审批

企业投资，把一个由中央和部委官员构成的政府嵌

入标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其中，中央任命部委

官员，其最大化目标为经济体实际增长速度；部委官

员负责审批投资，其最大化目标为审批权力租金。
因此，中央为了激励部委官员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

政策，设置增长目标并以此考核部委官员；部委官员

对增长目标做出反应，选择相应的审批通过率，从而

影响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活动。
本文把这个想法模型化，证明了当政府部门间

目标不一致时，增长目标管理是一种解决办法，将倒

逼部委官员提高审批通过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中央设定与部委官员利益相兼容的增长

目标并以此考察部委官员，与没有增长目标的情形

相比，提高了部委官员积极性，从而提高投资审批通

过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其在无审批情形的

增长速度。 这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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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里，政策当局进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可行

的，但并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进行行政审批改革、
放松市场进入管制才是根本之道。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手工收集了 ４９ 个经济体在 １９５０—２０２０ 年

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 我们主要通过访问其官网的

方式收集了除了非洲和南美洲以外全球各个经济体

１９５０ 年以来制定、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结果

发现这 ４９ 个经济体制定并公布了经济增长目标数

据。 这 ４９ 个经济体都位于亚洲和欧洲，在 ２０１４ 年，
占全球总人口的 ６４．８％、全球 ＧＤＰ 的 ５８．８％。 整体

而言，在 ２０１４ 年，这 ４９ 个经济体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

均值比全球的略大些，标准差比全球的略小些。 这

似乎意味着，本文所采用的这 ４９ 个样本是具有一定

代表性的。
这 ４９ 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不是一个

平衡面板数据。 这主要是因为，各个经济体开始实

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不一致，最早是 １９５１
年、最晚是 ２０１４ 年；最近一期经济增长目标终结的

时间也不一致，最早是 １９８５ 年、最晚是 ２０２０ 年；实
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跨度从 ４ 年到 ６６ 年不

等，而且每期经济增长目标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
基于此，本文把这个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为截面数

据，采用经济体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的平均

经济增长目标度量其增长目标。
经济变量数据来自 ＰＷＴ ９．０。 为了可比起见，

各经济体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来自 ＰＷＴ ９．０，并按照

各个经济体实施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跨度分别计算

其相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和美国的平均增长速度，最
终得到各个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的相对

经济增长速度。 平均而言，增长目标越高，其随后的

相对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三、实证结果

　 　 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
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其随后的经济增长。 回归方程

的拟合度为 ０．４４。 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这个变量

大致可以解释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 ４４％。 就本文

所关心的回归系数而言，为 ０．８９，能够通过显著水平

为 １％的统计检验，无法拒绝其等于 １ 的零假设。 这

说明，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平均而言，在经济增长目

标管理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长弹性为 １，即
增长目标每变动 １ 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将

变动 １ 个百分点。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本文所采用的样本可以

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欧洲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
ＯＥＣＤ 经济体和非 ＯＥＣＤ 经济体；ＯＰＥＣ 经济体和非

ＯＰＥＣ 经济体；１９９０ 年后终止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

体和其他经济体。 引入这四类虚拟变量后，回归方

程的拟合度从 ０．４４ 提高到 ０．５１，本文所关心的回归

系数略微提到 ０．９１，显著水平则没有发生变化，无法

拒绝其等于 １ 的零假设。 这表明，控制了经济体类

型后，经济增长目标依然对随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采用各个经济体实施经济增长目标时的人

均实际 ＧＤＰ 占美国同期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比重，度
量初始发展水平，原始数据来自 ＰＷＴ９．０。 从回归结

果看，初始水平的回归为 ０．０１２，不显著。 这时，本文

所关心的回归系数为 １．０２４，无法拒绝其等于 １ 的零

假设。 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的弹性是单位弹性。
本文分别引入以下四类控制变量，以检验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类是地 理 变 量。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１９９７）强调，地理环境影响了各经济体在新石器时

代从狩猎向农耕的转变，从而对其随后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持久影响。 经过 Ｇａｌｌｕｐ 等 （ １９９９ ） 以及

Ｏｌｓｓｏｎ 和 Ｈｉｂｂｓ（２００５）等的实证工作，地理变量现

已几乎成为跨国实证分析中的必备控制变量。 第二

类是文化变量。 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追

溯到韦伯（１９８７）。 Ｂａｒｒｏ 和 ＭｅＣｌｅａｒｙ（２００６）实证分

析发现，宗教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和 Ｌｅｖｉｎｅ （ １９９７ ） 以 及 Ａｌｅｓｉｎａ 和 Ｄｅｖｌｅｅｓｃｈａｕｗｅｒ
（２００３）跨国实证工作也发现，包括种族、宗教、语言

在内的分化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第三类

是制度变量。 Ｎｏｒｔｈ 和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３）强调制度是经

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源，Ｈａｌｌ 和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Ｌａ
Ｐｏｒｔａ 等（２００８）以及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０１）的实证工作

验证了这一点。 第四类是人类基因变量。 最近的文

献强调，由于人类自身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代

际传递，一些历史因素对当今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长

期影响 （ Ｓｐｏｌａｒｏｅ ＆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２００９；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 ＆
Ｗｅｉｌ，２０１０；Ａｓｈｒａｆ ＆ Ｇａｌｏｒ，２０１３）。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在经济

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长弹性

约为 １。 这个发现是相当稳健的，当进一步控制了

数据测量误差、地理、文化、制度、基因等变量后，本
文的发现依然显著存在。

本文的工作还是初步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

集整理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还存在部分缺失，还没

有办法考察为什么有些经济体选择了增长目标管

理，而有些经济体却没有；没有考察经济体退出经济

增长目标管理的情况；也没有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

短期变动情况。 另外，本文也没有实证考察增长目

标管理中的权力租金问题。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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