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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阐述：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

　 　 历经多年发展，产业结构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展，
涵括了产业经济系统的所有内部构成（原毅军和董

琨，２００８）。 概括地来看，产业结构的两个核心结构

应当是产业间的组合关系（产出结构）和产业内生

产要素的协调关系（要素结构）。 学者们在产出结

构和要素结构的优化问题上虽然已经分别泼下了浓

重的一笔，但遗憾的是，鲜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分

析。 本文尝试将两者结合，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

结构配套的视角，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性优化分析。
１．产出结构优化的理论阐述。 在现有文献的基

础上，本文在优化产出结构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１）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

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经济增长已经不是中国唯一的

目标，而是应当在合理兼顾的条件下，最大化实现经

济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２）劳动

力就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能否有效就

业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在产出结构优化调整时，必须

保证劳动力享受到结构改革的红利。 （３）产业间关

联：判断经济体是否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产业

间是否能够协调发展，某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

产业的支撑，反过来也需要该产业去支撑其他产业

的发展。 （４）进出口结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

可以出口和进口相关产品，但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出

发，应当将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进口比率控制在一

定限度内。 至于出口量，亦不能无止境增长，亦受到

国际市场的种种限制。 合理的制造业产出结构应当

能够适应进口和出口方面带来的制约，降低商品短

缺和产品积压现象。 （５）国内最终消费结构：产出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内最终消费，各产业需要

提供适合于国内潜在最终消费结构和能力的产出安

排。 （６）技术贡献度：由于技术进步和产出结构演

变存在双向互动关系（Ｍｏｎｔｏｂｂｉｏ，２００２），所以合理

的产出结构应该能保障生产技术的持续发展。 产出

的总量固然重要，但这些产出有多大份额是由技术

水平引致的，则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实现高度化的

核心指标之一。
２．要素结构配套的理论阐述。 不同行业对就业

的支撑能力有很大差异性，贸然用基于行业层面数

据的计量模型去优化行业间的劳动力配置，所得的

结论有待商榷。 为此，本文认为可以将资本、劳动力

和中间产品投入这三个要素进行特征区分，进行如

下差异化处理：（１）劳动力。 鉴于每个行业在吸纳

劳动力上的差异性，将既定年份的劳动力吸纳数量

和经济产出建立联系，则一个确定的经济产出应当

支撑的就业量亦能得以确定。 （２）中间产品投入。
制造业的经济产出离不开中间产品的支撑，历年相

对稳定的增加值率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中间

产品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稳定关系。 （３）资本要

素。 一旦经济产出规模、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得

以确定，则根据要素投入和经济产出的历史关系，可
以倒逼计算出资本要素应当位于何处。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遵循如下层层递进的三个

步骤：第一步使用非线性规划技术，在节能减排视角

下，综合考虑就业保障、产业均衡、进出口潜力、技术

水平贡献度等多个因素，从产出角度对 ２０１５ 年的制

造业产出结构进行优化；第二步使用超越对数生产

函数模型，在提取出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非线性关

系的基础上，对优化后的产出结构配套相对适宜的

要素格局；第三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重点针对

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优化前后的产能利用率

水平。
本文采用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制造业两位数行业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所用数据是根据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

鉴》、分省份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

统计应用支持系统整理和计算而得。 为剔除价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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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本文所有和价格有关的数据均根据相应

价格指数或增长指数调整至 ２０００ 年价格水平。 此

外，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２００２ 和 ２０１１ 版本中对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分类有所差异，本文根据最大化

利用数据的原则，将相关数据做了必要的拆分与合

并，最终形成 ２９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１．制造业节能减排进程的总体演变。 自中国加

入 ＷＴＯ 以来，制造业总体在节能减排上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并收获了一定的成绩，总体来看：（１）能源

强度和碳强度趋于降低，节能减排成绩凸显。 能源

强度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６１０６ 万吨标准煤 ／亿元逐步降

低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３４８ 万吨标准煤 ／亿元，年均降低

率达 ７．８３％；同期的碳强度则由 １．６０２３ 万吨 ／亿元

降低至 ０．６７８４ 万吨 ／亿元，年均降低率则为 ６．５７％。
（２）在各行业内部，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排名在样

本期间存在一定的变迁。 如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的能源强度从小到大排名由 ２００３ 年的

第 ３ 位，降低为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６ 位。 再如农副食品业

的碳强度排名则由 ２００３ 年的第 １０ 名，降低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１６ 名。 （３）行业间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差

异极大，且差异程度趋于加剧。 以能源强度指标为

例，在 ２００３ 年，能源强度最高的是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２．３７３７ 万吨标准煤 ／亿元），最低

的则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０３６７ 万吨标准煤 ／亿元），前者是后者的 ６４．６８
倍，该年所有行业的变异系数为 １．３２１７。 随着节能

减排工作的推进，在 ２０１５ 年，两者的能源强度分别

降低至 １．３９５１ 万吨标准煤 ／亿元和 ０．０１０３ 万吨标准

煤 ／亿元，但两者的倍数扩大至 １３５．４５ 倍，至于总体

的变异系数则上升至 １．７２９６。 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

碳强度指标上。
２．制造业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 （１）制造业产

出结构优化调整后的潜在效果。 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总

产值为 ８９８５６４．０５ 亿元，优化后的总产值可提高至

９３８８３３．０１ 亿元，比前者提高了 ４．４８％，同时可以带

来较为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能够让能源消耗总量

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１０１７．２０ 万吨标准煤降低至 １８０６１８．７２
万吨标准煤（降低率为 １４．４１％），使二氧化碳总量由

６０９６１１．３９ 万吨降至 ５２６００１． ４６ 万吨 （降低率为

１３．７２％），从而让资源环境强度由 ０．４５６６ 万吨标

准煤 ／亿元降低至 ０．３７６３ 万吨标准煤 ／亿元（降低

率为 １７．５９％），其中能源强度由 ０．２３４８ 万吨标准

煤 ／亿元降低至 ０．１９２４ 万吨标准煤 ／亿元（降低率

为 １８．０８％），碳强度则由 ０．６７８４ 万吨标准煤 ／亿元降

低至 ０．５６０３ 万吨标准煤 ／亿元（降低率为 １７．４２％）。
（２）制造业细分行业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结果与分

析。 为便于深入把握各行业的调整状况与格局，本
文引入以下六个分类：强绝对增产、弱绝对增产、相
对增产、绝对减产、强相对减产和弱相对减产行业。
其中，强绝对增产行业指该行业的产出规模不仅大

于 ２０１５ 年原始值，而且大于 ２０１５ 年优化值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的平均增速（６６．５７％，以下简称基准增速）。
符合该标准的行业有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９ 个行业。 强相对减产行业指该行业的产出规模虽

然比 ２０１０ 年产出有所增长，但小于基准增速，而且

小于 ２０１５ 年原始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

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等 １７ 个行业属于强相对减产行业。 弱

绝对增产行业指该行业的产出规模大于 ２０１５ 年原

始值，并比 ２０１０ 年产出有所增长，但小于基准增速。
属于该类型的行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弱相对

减产行业则指该行业的产出规模小于 ２０１５ 年原始

值，但大于基准增速。 仅有饮料制造业和文教、工
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属于该类

型，说明即使和 ２０１５ 年原始值相比，需要适度减少

这两个行业的产出规模，但它们和整个制造业的基

准增速相比，依然领先于均值水平。 至于其他几种

类型则无任何行业归属于它们。
中国需要强绝对增产的 ９ 个制造业行业里，不

仅有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有
无穷潜能的互联网行业，还有往往被世人忽视的

“静脉产业”。 毫无疑问，先进制造、高端装备制造

业和互联网行业，以及进一步融合的“互联网＋”行
业无疑是“中国版工业 ４．０”和“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路

线图能否顺利实现的重中之重，其重要性无须赘述。
实际上，作为“静脉产业”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

收加工业，虽然产出比重不占优势，但优化增长势头

无疑是强绝对增产行业中的佼佼者，需要将 ３２７９．９２
亿元的原始产值提升至 ５９１７．６３ 亿元，增长幅度高

达 ８０．４２％。 从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

来看，近几十年来均较为重视发展“静脉产业”。 适

时大力推进“静脉产业”，将其融入“工业 ４．０”和“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路线图的大浪潮之中，是历史的趋势

和必然。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应当如何理解处于强相

对减产的行业？ 不可否认，处于这种类型的行业总

数高达 １７ 个，其中不乏纺织、食品加工等传统劳动

密集型轻工业，也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
这些行业有多个归属于有关部门提出的“十大产业

振兴规划”之列。 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减少这些高

资源环境强度产业的产出总量，是基于投入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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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在满足消费、投资和所有产业的中间品需求、
进出口格局约束和技术水平贡献度的前提下，做出

的一个宏观优化布局。 为了总体的资源环境强度最

小化，同时避免产能过剩问题，这些行业需要一定程

度让步于强绝对增产的行业。
３．制造业最优产出结构的要素结构联动配套。

根据制造业各行业的 ２０１５ 年合意产出值，可以计算

出相应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的合理

水平。 从总量上来看，制造业总体需要 １４７０８５．６１
亿元的资本存量和 ４８５０６７．６２ 亿元的中间产品投

入，分别比原始值降低了 ２６．０２％和提高了 ０．７４％，
并可以提供与 ２０１５ 年原始值极为接近的就业量。
相对而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岗位，并使用了最多的中间产品

投入，表明这三大行业将会在保障就业和带动其他

行业发展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深入对比分析制造业各行业资本存量的增减

变动格局，本文通过将其分为强绝对增投、弱绝对增

投、相对增投、绝对减投、强相对减投和弱相对减投

行业来进行分析，发现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６
个行业属于强绝对增投行业，橡胶制品业，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 １１ 个行业属于绝对

减投行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 ４ 个行业

属于强相对减投行业，而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

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８ 个行业则

属于弱相对减投行业。
对比分析资本存量规模和产出规模的增减格

局，发现两者的总体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有些行业

则差距迥异。 如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及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虽然在产出规模上处于绝

对增产格局，但在资本存量规模上却应处于弱相对

减投格局，说明资本投资虽然是保障经济的重要因

素，但过分依赖资本大量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

放型生产模式，往往也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本文注意到当前钢铁、电解铝、水泥、煤化工、风机设

备、多晶硅、造纸等行业被普遍认为是产能过剩较为

严重的行业，它们对应的则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 ６ 个行业（董敏杰等，２０１５）。
在前文产出结构的优化分析中，前 ４ 个行业均需要

在一定幅度上降低产出规模增长速度，并使资本存

量规模有更大程度的降低，但这种降低只是在接受

历史产能过剩和落后产能比重格局的前提下，对资

本存量规模做出的定位。

４．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系统性优化的进一步思

考。 中国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往来密

切程度不断加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但有两个特征不容回避：一个是出口产品往往集中

在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纺织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二是存在贸易 “增加值剪刀

差”，不仅体现在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而且存在于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相对低

能耗和低污染行业。 由此可见，辉煌的贸易成绩背

后存在诸多困境与无奈，中国制造业整体尚处于产

品代加工层次，或者自身有完整研发生产系统，但品

牌价值较低，缺乏国际竞争力。 处于“微笑曲线”低
洼阶段或低层次“微笑曲线”的产业格局，导致中国

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环境成本，才换来当

今的外汇储备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及大国地

位的稳固，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国际分工格局的优化，
实现工业增加值的稳步上升，让更少的成本特别是

资源环境成本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
中国应当强绝对增产的 ９ 个行业里，多数行业

的出口与进口比低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 对于这

些行业，中国首先要注重加大这几个行业的要素投

入和产出力度，降低国内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提
升国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强度。 其次要提高产品国

际竞争力，加强国外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强度。 这一

方面要注重推进民族品牌的国际精品化进程，打破

“微笑曲线”整体低位徘徊的格局，实现“微笑曲线”
的整体攀升；另一方面要注重实现由原有“微笑曲

线”低洼阶段向研发、设计和销售的高端阶段爬升，
进而提高强绝对增产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贸易主动

权。 至于需要相对减产和绝对减产的行业，则要根

据当前的贸易格局和资源环境强度，实现差异化的

发展策略。 对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资源能耗强度、高出口与进口比

的行业，要注重降低对用环境换外汇发展模式的依

赖程度，降低其发展规模，减少出口强度。 对于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等高资源能耗强度和低出口进口比的行业，可以

注重关停并转一批产能差、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
适度加大进口程度来满足国内中间产品的生产需

求。 当然，对于制造业的任何一个行业，注重推行品

牌的国际化、国际分工的高端化、落后企业的关停并

转、进出口产品的选择化、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有国

际竞争力企业的高层次“引进来”、并购及控股国外

先进制造业的高层次“走出去”、产业要素结构的配

套调整都将是贯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的基本思

路，要做到合理搭配，在新常态下轻重有序、有破有

立地推进制造业的节能减排进程和经济腾飞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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