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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发，对一国增长动能的研

究离不开从生产要素角度的测算分析，即将经济增

长分解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贡献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 已有文献以 ＴＦＰ 为切入点研究中

国经济增长动能，有的只考虑宏观总体或部分行业

的 ＴＦＰ （ Ｃｈｏｗ， １９９３； Ｃｈｏｗ 和 Ｌｉｎ， ２００２； 张 军，
２００２），有的采用微观数据测算局部部门的 ＴＦＰ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杨汝岱，２０１５；盖庆恩等，２０１７），较
少研究在总体经济和行业之间建立系统联系。 传统

意义上，ＴＦＰ 被等同于技术进步，但资源在跨部门之

间的配置也是 ＴＦＰ 的重要来源（Ｃｈｅｎｅｒｙ 等，１９８６）。
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大量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业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ＷＴＯ）融入全球化竞争等一系列重大

改革事件（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发展动

力（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Ｓｏｎｇ 等，２０１１；蔡昉等，
２０１８；Ｔｏｍｂｅ 和 Ｚｈｕ，２０１９）。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

制度性约束仍然存在，阻碍了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张钟文，２０１５）。 因此，探究中国经

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需要从总量上分析 ＴＦＰ 的

表现，而且更需要建立一个保持行业与总体经济一

致性的框架，分析总体 ＴＦＰ 增长的行业来源，并且

重点分析行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
纵观已有测算中国 ＴＦＰ 的研究，结论差异大的

原因，主要在于估计方法和要素投入测算存在较大

差异。 在生产率测算方法中，增长核算法在揭示

ＴＦＰ 变动内在机制或驱动因素方面优势明显（白重

恩和张琼，２０１４），也是主要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

府统计部门普遍采用的方法，本文采用该方法从宏

观和行业视角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可比的全

要素生产率核算研究要求不同行业建立同质化的资

本和劳动投入（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等，１９９０）。 由于数据限

制，只有少数研究采用 ＫＬＥＭＳ 框架对要素投入异

质性进行处理 （任若恩和孙琳琳， ２００９； Ｃａｏ 等，
２００９；Ｗｕ，２０１９），大部分研究没有考虑要素投入的

异质性问题。 比如简单用劳动人数或劳动小时数近

似代表劳动投入；直接采用资本存量替代资本投入

或者对投资流量的选择没有区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差异。 正是已有研究大量

存在基础数据构建不恰当问题，导致最终结果与政

策建议的可信性存疑。
为了满足可比的生产率分析和本研究框架对同

质化资本和劳动数据的需求，我们依据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５）的研究和中国产业生产率（ＣＩＰ）数据库（Ｗｕ
等，２０１５）的方法构建符合要求的投入产出数据。
本文采用 Ｗｕ（２０１９）构建的劳动投入数据，根据性

别、年龄和教育程度三个属性对从业人员进行交叉

分组来考虑异质性问题，并且考虑个体经营户和农

户等自雇佣劳动者。 我们利用该数据测算中国行业

层面劳动投入符合 ＫＬＥＭＳ 原则，并且时间跨度长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年）。 该数据的行业分类采用 ＣＩＰ 行

业分类，涵盖三次产业，包含 ３７ 个两位数行业。

二、中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政策

变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 １９７８ 年中国开始

改革开放；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促进更为大胆

的改革探索，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方向；２００１ 年底中国加入 ＷＴＯ，开启了广泛对

外开放的新时代；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蔓

延形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了

很大发展阻力。 我们基于这些关键事件发生的时

间，将本文的样本期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从不同历史阶段分析中国行业层面 ＴＦＰ 的动态

演进过程。
分阶段看不同行业，我们发现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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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的 ＴＦＰ 表现较好（２．１％），这得益于

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农村改革。 工业很多行业

ＴＦＰ 表现欠佳，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１．９％）、
烟草制品业（－１２％）、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１８％）、化工原料及相关行业（ －１４．４％）以及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９．９％）。 改革开

放初期，这些行业的管制并没有放松，从而其 ＴＦＰ
表现为负增长。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最好，如
租赁、科学、技术和商务服务业（９．９％）、卫生和社会

工作（７．３％）、教育（６．６％）和房地产业（６．１％），改
革开放使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

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同时在政府设定赶超目标

的驱动下企业研发水平不断提升，从而这个时期行

业 ＴＦＰ 表现最好。 其中，表现突出的行业包括金属

矿采选业（２０％）、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１７．３％）、木
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１６．３％）、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１３．６％）、非金属矿采选业（１２．６％）以及金属制品

业（１２．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促进了经济高

速增长，同时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逐渐加强，资本积

累率快速上升，尤其是工业部门投资驱动的特征非

常突出。 很多工业行业资本投入增速远高于增加值

增速，从而导致这些行业 ＴＦＰ 负增长，如纺织服装、
服饰业（－７．４％）、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７．３％）、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６．１％）、金属矿采选业（－４．９％）。
房价快速上涨带动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存

在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给，该行业利润与生产率倒

挂（陈斌开等，２０１５），从而房地产业 ＴＦＰ 表现较差

（－５．９％）。 这一时期中国出口企业发展迅速，企业

直接面对全球市场竞争，通过“干中学”不断提升效

率。 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加工业和服务业，
改善了劳动力配置效率，从而一些行业有较好的

ＴＦＰ 表现。 例如，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１６．４％）、金融业（１２．９％）、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１１．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１０． ５％）、建筑业

（７．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７．１％）和农、林、牧、渔
业（３．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中
国各行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同时“４ 万亿”
财政刺激计划和后续城投平台的高速发展使投资维

持在高位，并且大部分资金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和

国有企业，从而使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下降。 在这

个时期，大部分行业 ＴＦＰ 表现差。 ＴＦＰ 表现较差的

行业有房地产业（ －９．３％）、水利、环境与公共管理

（－６．９％）、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５．２％）、住宿和餐

饮业（－５％），而租赁、科学、技术和商务服务业的

ＴＦＰ 表现非常差（－９．８％），该行业资本投入和劳动

投入的增长率均远高于产出增长率。

三、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分析

　 　 为了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所在，我们首先基

于 ＡＰＰＦ 测算框架对中国 ＧＤＰ 增长源泉进行分解，
一方面 ＡＰＰＦ 框架直接基于行业层面的测算数据，
另一方面 ＡＰＰＦ 框架不需要假定各行业的增加值具

有相同价格，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实现了 ９．４％的年均 ＧＤＰ

增速，从 ＧＤＰ 增长的行业贡献来看，成品及半成品

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增长的引擎，紧随其后的是其他

市场服务业。 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对 ＧＤＰ 增长的

贡献为 ２．５４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２７％；其他市场服

务业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为 １．７７ 个百分点，贡献率

为 １９％。 基础材料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分别

为 １．４３ 和 １．４２ 个百分点，贡献率均约为 １５％。 从动

态趋势来看，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伴随经济增速

的提升，工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组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

不断提升；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总体经济增速

下滑，相应行业组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也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 其中，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由于直接面

向终端消费和更多面向出口，从而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

献下滑也很突出，达到 １．０４ 个百分点；其他市场服

务业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也明显下滑，达到 ０．５１ 个

百分点；紧随其后的是能源工业和非市场性服务业，
分别下降 ０．４７ 和 ０．３９ 个百分点。 随着产业结构从

农业向非农业的持续转型，农、林、牧、渔业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也持续下降。 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由
于中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力

度，建筑业得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贡献。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看，资本驱动的经

济增长特征非常突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资本投入的

年均贡献达到了 ６．２７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６７％，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劳动投入的贡献相对

较小，对这 ３０ 年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 ０．８３ 个百

分点，贡献率为 ９％。 而 ＴＦＰ 的贡献比较明显，对这

３０ 年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 ２．３ 个百分点，贡献率

为 ２４％。
采用 ＡＰＦ 框架和 ＡＰＰＦ 框架测算结果的对比

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ＡＰＦ 计算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为 ９．８１％，ＡＰＰＦ 计算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９．４％，
增加值再配置效率为 ０．４１ 个百分点，说明各行业增

加值面临相同价格的假定是不成立的。 分阶段来

看，增加值再配置效率的波动很大，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区间均达到 １ 个百分点，进一步

说明在较短区间采用 ＡＰＦ 框架测算 ＴＦＰ 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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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等，１９９０）。 通过对比 ＡＰＦ 和 ＡＰＰＦ 框

架下测算出的 ＴＦＰ 增长率，我们发现 ２００１ 年以后

ＡＰＦ 框架下的 ＴＦＰ 增长率提升了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ＴＦＰ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４．８％，生产率

表现在样本时期最高；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ＴＦＰ 年均增

长率达到 １．１３％，在后危机时代有较好的生产率表

现。 这显然与 ＡＰＰＦ 框架下测算的 ＴＦＰ 增长率差别

很大。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生产效率提升的行业来源以

及行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贡献，基于 ＡＰＰＦ 框架

并结合跨行业直接加总法将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进行

分解。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总体经济的 ＴＦＰ 年均增长率

为 ２．３％，行业 ＴＦＰ 增长率的加权平均贡献了 １．６ 个

百分点，对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７０％；而资

源再配置效率的贡献为 ０．７ 个百分点，对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３０％。 因此从平均水平看，影响

总体 ＴＦＰ 增长的主导因素是各行业的 ＴＦＰ 增长，同
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总体 ＴＦＰ 增长的促进作

用也不容忽视。 从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水平看，成
品及半成品制造业的贡献最高，平均贡献为 ０．７８ 个

百分点；其次是农、林、牧、渔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平
均贡献分别为 ０．３４ 和 ０．３ 个百分点。 而行业贡献表

现最差的是其他市场服务业和能源工业，平均贡献

分别为－０．１９ 和－０．１２ 个百分点。 其他市场服务业

的表现如此不好，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业的负向贡献

比较突出，平均贡献为－０．２７ 个百分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农、林、牧、渔业获得改革红利

最大，成为行业 ＴＦＰ 贡献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初

期，包产到户和政府收购价格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生

产率的提升（Ｌｉｎ，１９９２），１９８４ 年乡镇企业的快速发

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因为农民去乡镇

企业打工不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袁志刚和解栋栋，
２０１１）。 伴随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林、
牧、渔业一直维持了较好的生产率表现，但随着产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占比持续

下降，其对行业 ＴＦＰ 增长率加权平均的贡献也在下

降。 目前，该行业仍然维持了较大贡献。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中国实现了最好的行业 ＴＦＰ 增

长，行业 ＴＦＰ 增长率的加权平均为总体 ＴＦＰ 增长

（３．８５％）贡献了 ３．３９ 个百分点。 成品及半成品制

造业和基础材料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主导

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平均贡献分别为 ２．０５ 和 ０．８１ 个

百分点，尤其是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对行业 ＴＦＰ 增

长率加权平均的贡献是整个样本时期各行业组中表

现最好的。 这主要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对外商

直接投资的开放，工业市场化程度和技术升级得到

了大幅提升。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行业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相

对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却下降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行
业 ＴＦＰ 增长率加权平均的贡献为 ２．９ 个百分点。 行

业 ＴＦＰ 增长贡献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品及半成

品制造业和基础材料工业这两个之前的主导行业贡

献率大幅下滑，这两个行业组的平均贡献分别为 ０．３
和 ０．３６ 个百分点。 因为在外需拉动和地方政府

ＧＤＰ 锦标赛刺激下，工业投资增速普遍大幅上扬，
导致工业生产率在这一阶段不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表

现好，这一发现与江飞涛等（２０１４）关于工业部门

ＴＦＰ 研究结论一致。 这一时期，生产性服务业成为

行业 ＴＦＰ 贡献的领头羊，平均贡献为 ０．９３ 个百分

点。 受益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建筑业的表现

也成为亮点，平均贡献为 ０．４４ 个百分点。
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增

速下滑，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４ 万亿”刺激计划，
地方政府依托城投平台进一步扩大投资。 基础设

施、房地产开发和国有企业是获得政府刺激计划的

主要受益者，大规模投资带来了资源配置恶化，从而

行业 ＴＦＰ 增长为负，平均贡献为－０．６６ 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业由于存在利润与效率的“倒挂机制”
（陈斌开等，２０１５），多轮房价疯狂上涨吸引了大量

投资进入房地产业，使该行业效率进一步恶化，从而

导致其他市场服务业的 ＴＦＰ 贡献为负，平均贡献为

－１．２４ 个百分点。 能源工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大
规模的财政刺激带来该行业投资的快速扩张和产能

过剩问题，从而导致 ＴＦＰ 贡献为负。 这一时期，没
有强有力的驱动行业，总体 ＴＦＰ 处于停滞状态，相
对而言，基础材料工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显现了一定的拉动贡献。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贡献为

０．７ 个百分点，对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３０％。
其中，劳动再配置效率的贡献为 ０．６１ 个百分点，对
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２７％。 资本再配置效

率的贡献为 ０．０９ 个百分点，对总体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

献率仅为 ４％，说明中国过去 ３０ 年来，户籍制度、国
有企业等改革带来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对效率提升起

到很大作用，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种体现。 在以间

接融资为主导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

获取资本上面临非中性竞争，从而导致严重的资源

错配，使资本再配置效率乏善可陈（Ｄｏｌｌａｒ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７；Ｓｏｎｇ 等，２０１１）。 在各样本阶段，中国资源再

配置效率都为正，这一特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是不存在的（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Ｗｕ，２０１５）。 这说

明，一方面中国要素市场还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制
约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提
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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