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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高度化、经济效率化与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经验和启示①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就是工业化的深入。工
业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伴随而来的经济效率提升。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
的含义：一是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转变，主要是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迅速提高，这是量
的层面的变化；二是经济效率的提升，即所有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
提升，这是质的层面的变化。只有量和质两个层面的同步推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如果用“产业结构高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变化，它应该既是各产业的份额
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度量，同时也是各产业的经济效率的衡量。若仅仅是一种份额和比例关系
的度量，则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发生“虚高度”
，即通过有悖经济成长逻辑的方式超越经济发
展的客观约束，以严重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提升所谓产业结构高度（虚高度）
。因此
产业结构高度的度量本质上必须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
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才能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的真实性。
产业结构的转变方式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两种基本类型，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关键在于：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把产业结构变迁统一于
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对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我
国而言，产业结构高度的推进，关键在于如何在深入改革和完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市场机
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产业结构既产生量的变化，也产生质的变迁，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
1978 至 2007 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根据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特征，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978-1983 年为第一阶段，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高速增长的启动阶
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经济建设成为我国发展的重点，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
展和深入，对我国后来改革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为 1984-1991，中
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进入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发展周期；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为 1992-2002 年，我国明确了把建立市场
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国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周期；经济增长的第四个阶段
由 2003 年到现在，这是以加速工业化为特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周期。
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年均 GDP 增长率达到
了 9.8%。虽然各个年度的增长率有一定起伏，但是各个阶段的平均增长率都很高，而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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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加速趋势。四个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7%、9.6%、10.2%和 10.8%。长期的高速
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明显扩张，和 1978 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以 GDP 反映的 2007
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当年了 14.96 倍，第一产业为 3.65 倍，第二产业为 23.15 倍，第三产
业为 18.96 倍。中国现在一个月创造的 GDP，比 1978 年全年的还要多。
在第一阶段，由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农业生产首先得到了启动，并且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各个产业中较低
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体制创新
能够把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这也是在那个阶段农村经济成为中国生产力中最活跃部分
的基本原因。1981 年到 1984 年，第一产业连续 4 年保持了 7%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使第
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从 1978 年的 28.2%迅速提高到 1983 年的 33.2%，
提高了 5%。而从进入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以后，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开始下降，以后一直保持
着相对较低的增长率，改革开放 30 年来，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4.6%，明显地低于中国
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和第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较低的现象是由农业生产本身的特
点所决定的，但无论和世界农业的一般增长率还是和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增长率而言，4.6%
的年均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业在经济起飞前的发展对中国后来的
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增长周期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开始提高，1984 年到 1991 年间，
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11.4%，远远高于启动阶段 2.4%。在这一阶段，和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等得到迅速发展，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为代表的新型
家电工业的发展，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升级。轻纺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对外
贸易，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反过来又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发展。如果从加速工业化时期产
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中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
即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为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经济增长周期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这一扩张趋势继续延
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有继续提高，年均增长率达到 12.7%，第三产业仍然保持高增长，年
均增长率为 10.3。而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则回落到 3.8%。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是中国由第一
次产业升级向第二次产业升级的过渡。这一阶段初期，轻工业仍然是工业化的主流，但具体
的主导行业有所变化，消费产品的升级带动了工业产品的升级，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产品如
电脑、通信产品、电子产品、空调等发展了起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了新的特点，在传统
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现代第三产业(金融、通信、房地产、航空与高速公路运输等)也发展
了起来。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也就是在世纪之交前后，由于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和产业
调整等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从 10%以上(1996 年以前)下降到 10%以下，从 1992
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也转为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和加
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对经济结构加以调整，推动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或者说是第二次
产业升级，即主导行业由轻纺工业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型。新一轮的转型是仍然在新的消费升
级的背景下发生的，汽车、住房等更高级的需求，以及国际市场上对中国工业产品扩大的需
求，对中国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拉动作用，而改革开放后到当时中国长达 20 年的
经济增长造成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为这一次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 2002 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第四个增长周期。不仅增长率在加速，其主
导产业也和上一周期开始时完全不同，钢铁、水泥、建材等原材料和技术装备的产量迅速上
升，许多产品的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重化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作为新的国
际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升级的原
因，从需求方面看，在于国内外投资和消费的持续拉动，而从供给方面看，是由于长期增长
积累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已经使中国能够在较高的水平上发展自己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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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都迅速提高，中国开始真正
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经济影响力的大国。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
1978 中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比为 28.2：47.9：23.9，从数字上看，以工业为主
的第二产业似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实
质进展的程度并不大。由此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中第二产
业虽然已经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标准，但实际上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十
分落后。这表明产业结构量的变化只是一种表象，不一定代表经济效率和真实的经济发展水
平。
如果我们用“产业结构高度”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应该既是各产
业的份额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度量，同时也是各产业的经济效率的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
构高度较高，表明这个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只有当产业结构的
演进能使得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至更高的水平，同时，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提升
速度越快的产业和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以及比重提升的速度越快，这样的产业结构
演进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所谓“结构效益”的提升。否则，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产业结构倒
退或者说是“虚高度”。对经济发展有长远意义的产业结构高度演进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原有要素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新增的要
素和资源也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的份额不
断上升，使得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实际上包含
了两个内涵：一是比例关系的演进；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者是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量
的内涵，后者才是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质的内涵。
产业结构高度化量的内涵服从于质的内涵，长期来看，量的内涵绝不会违背质的内涵；
在短期内即使人为地违背质的要求以“虚高度”的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最终也会被经
济发展强制纠正过来，当然这种纠正会伴随着巨大的成本。
为此，我们设立了一种既可用于横截面数据比较、也可用于时间序列比较的产业结构高
度指标。这个指标的数值越接近 1，表明其离完成工业化的终点越近。测算产业结构高度的
指标，并进行横向和纵向数据的比较，我们得到以下几个有意义的结论（刘伟、张辉、黄泽
华，2008）
。
首先，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
现明显的相关性，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 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则显
著地低于 1。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看，至 2006 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完了三分
之一多点。但是，产业之间并不是均衡的，第三次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快于第一、二次产
业，第一次产业和第二、三次产业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
其次，对产业结构高度进行时序比较发现，从 1985 年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
时期。除了 1989—1991 年期间出现短暂的波动以外，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从 1998
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提升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
式的良性发展轨道。以 1998 年为界，1978—1998 年期间产业结构高度年均增长 0.5 个百分
点，1998 年之后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年均增长 3.5 个百分点，以这个速度继续发展，中国
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将在 2024 年达到 1，也就是完成工业化。与此相对应，1978—1998 年
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 17.9%提升至 30.4%，年均提升 0.625 个百分点，而 2007 年则提升至
44.9%，1998-2007 年期间我国城镇化进入纳瑟姆城市化曲线中的加速增长阶段，年均提升
1.61 个百分点。按此进度，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将于 2023 年结束。由此可见，按照目前发
展态势，我国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将在 2024 年左右完成，而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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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在 2030 年，这也进一步表明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充分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的。
最后，对国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研究发现，根据产业结构高度的水平值，各省市
可以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于 1，处于第一阶梯；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在 0.5 和 1 之间，处于第二
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则在 0 和 0.5 之
间，处于第三阶梯。从平均的视角来看，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增长造成的，除了上海较接近以外，北京、
天津距离完成工业化尚有一段距离。中国各省区的数据普遍显示，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产业结
构高度的带动很大，第一、二产业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
那么，改革开放后有哪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为中国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
创造了条件呢？概括地说，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逐渐得到提升。
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间，中国并非没有取得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
现在估算的数据，这一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6%以上，这一速度虽远低于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率，但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
，
仍然属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初期获得的实际发展并没有数据上
表现得这么明显。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上考察，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发展
中形成的存量存在着大量的浪费，例如三线建设中形成的许多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并不能为
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服务，最后都废弃了；二是每年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流量，并不一定为经
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形成了实际的贡献，例如 1958 年大跃进中形成的 GDP，相当大的一个部
分是无效的成果，反而因为生产过程中的过度投入，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拖累。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虽然还处在计划体制下，但对人民生活的改善有了更大的关注。与之相适应，和
人民生活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那些不适应社
会需求的企业发展放慢，许多在计划体制下生存得很好的国营企业甚至进入了困境，第二产
业的发展速度和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都下降了。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转型，它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供给决定的计划经济向需求拉动的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由传统的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高度仿佛是下降的，即第一产业
的比重在增加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下降，第一产业产值从 1978 年的 28.2%上升至 33.2%，
但由于这种结构适应了社会本身的需求，它反而是一种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
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农业增长以及后来的轻纺工业及第三产
业的加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供给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的转化，在另一方
面，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次产业升级，是对以往背离经济发展
内在逻辑的“虚高度”的强行纠正。
第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鼓励了生产效率较高或改善较快的部
门和企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效率的提升。效率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即要用较小的
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我们可以把国民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划分为三个大的类别，即时间的投
入、劳动的投入以及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的投入，那么国民经济的
效率就按不同层次分为经济活动的时间效率、劳动效率和技术效率。在经济起飞或经济加速
的初期，
（1）要强调的当然是时间效率，即在单位时间里获得较高的增长率，同时还要保证
在各个连续的单位时间里保持持续的增长。
（2）要提高劳动效率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可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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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时间效率。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是由创造这些成果的劳动者及其他们周边的人所分
享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用人均 GDP 来衡量，而人均 GDP 的提高可以有两个
途径，一个途径是提高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单位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值，另一途径是提高
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生产份额。这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
创新。而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制度创新更为根本，因为技术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
制度创新来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和制度创新一样，技术创新也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要
有一定的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积累作为基础。劳动生产率越高，越要强调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提高技术效率，即资本、土地和能源、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经济起步的初级
阶段，人们更加重视的是经济活动的时间效率和劳动效率，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
济规模的扩张，资源稀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技术效率就会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那么，如果提高中国经济的这三方面效率呢？在传统体制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就
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并带动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也是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为什么产生如此巨大的推动的原因。
第三，市场化进程加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产业结构演变更加合理，
更加遵循效益原则。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实行着价格管制政策，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不能反
映现实中的供求关系。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而价格
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实际上反映了在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对于各个部门发展和利益
分配的调节作用。
从 1978 年至 2007 年，以 GDP 平减指数反映的价格总水平的年均上涨幅度为 5.39%，
这对于一个经济处于常态运行中的国家来看是相对偏高的，如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GDP
平减指数经常保持在 3%以下。但对于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这种上涨
幅度则不算高。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初期，两位数的价格上涨幅度是常见的，随着体
制变革趋于稳定，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减小，物价的波动幅度也会降低，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
的（世界银行，1989）。分部门看，第一产业的价格年均上涨幅度最高，为 7.14%，第三产
业次之，为 6.30%，都超过了整体经济价格上涨水平，分别高出 1.76%和 0.91%；而第二产
业则相反，比整个经济的价格上涨水平低了 1.52%。我们可以发现，各个部门的价格的长期
变化，恰好和它们的增长率及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增长率越高的部门，其价格长
期变动的幅度也就越小，反之亦反。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个产业部门的较快增长，其主要
动力在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提高较快的生产部门，其产品单位价格的上涨幅度必然要
低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这在中国过去近 30 年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在其它国家的
长期增长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这说明市场经济一旦建立，价格杠杆就会发挥作用。如果
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形成了扭曲，那么，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
这种扭曲在改革开放后的长期增长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因此，以现价反映的产业结构，
从动态上看，是各个部门总量增长和价格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量和价的共同作用下，中
国的 GDP 部门构成的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保持了稳定，而第三
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和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共同趋势是一致的。

四、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升。从 1998 年
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的良性发展轨道。这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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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投入产出分析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研究的是中间投入和总投入间的技术关系，而中间需求系数则衡量各
个部门总需求中的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效
率的变化。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主要反映的是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关系，它的变动需要通过长期
的技术进步而逐渐反映出来，而中间需求系数矩阵则反映了生产活动中各个部门间的经济关
系，对它的改善的时效性相对较强。
我们用历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 1992 年以来直接消耗系数和中间需求系数的变化
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三大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中间需求消耗矩阵时间序列研究了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及价格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刘伟、蔡志洲，
2008）
。
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对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水平和改善经济增长效率
做出了贡献，但由于价格关系的改变和中间消耗水平较高的部门比重增加，用现行价格反映
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反而是上升的。要改变这一趋势，保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
高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要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1.如果用现行价格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动态分析比较，1992-2005 年的国民经济的中
间消耗水平整体上是上升的。中间消耗率由 0.6060 上升为 0.6223，其中，由于技术因素使
中间消耗因素提高了 0.38%，而由于部门结构因素使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 1.25%，二者共同
作用的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 1.63%。这说明，在包含价格变动在内国
民经济投入产出价值量分析中，结构变动对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大于技术因素。
2.按可比价格计算，1992 年至 2005 年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即直接消耗系数由
0.6060 下降到 0.5745，这反映了在消除了价格变动因素之后，技术进步对降低经济增长过
程中的中间消耗的贡献。其中，技术进步使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降低了 4.56%，由产业
结构变动所形成的影响为-1.41%(即使中间消耗水平提高了 1.41%)，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降低了 3.15%。这说明技术进步对提高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
的效率做出了贡献。
3.对比按照不变价格和现行价格分别进行的分析，我们看到，对于技术进步，不仅要从
技术角度考察投入产出关系，还要从经济角度考察产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即使在技术进步
的条件下，由于市场原因，还是可能出现一个部门单位产品的中间消耗比率上升的现象。我
国近些年的发展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这就需要通过更大的技术进步，来抵消这种由于市场条
件的变化造成的中间消耗的提高。
4.第二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同时又是增长最快的生产部
门。由于第二产业本身的生产性质，无论从现行价格还是可比价格来看，它的中间消耗率都
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高的。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经
济中间消耗水平会随着轻纺工业替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制造业替代轻纺
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升级而有所提高，但是随着第三次产业升级即中间消耗水平
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
平会逐渐下降。中国目前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在改善各个部门中间消耗水平的同时，注重新
兴产业的发展和部门结构的优化，是降低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
（二）从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贡献
如果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我们可以将产业结构变迁对
中国经济效率的贡献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刘伟、张辉，2008）
。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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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一直大于 50%，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贡献；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基本持平；1998
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
结 构变 迁所代 表的 市场化 的力 量已经 逐步让 位于 技术 进步的 力量。 这样 ，克 鲁格曼
（Krugman ,1994）所指出的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与我国 1998 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是比
较类似的。不过 1998 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
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产业结构变迁
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也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可见，1998 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
模式已经越来越体现出了其自身的可持续性。
1.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我们利用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式实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效应（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
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被称为结构效应）的趋势以及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及其
趋势。这些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1）在二十八年（1978-2006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效应对总体劳
动生产率增长的累积贡献度为 38.5%。第一产业的结构效应是负值，但第一产业的产业内增
长效应更显著，因为第一产业有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起到
正面效应，但低于第二产业的产业内增长效应，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大程度上
取决于产业内的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结构效应最显著。第
三产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但第三
产业的结构效应大于产业内增长效应，表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结构效
应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而不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
（2）结构效应受到宏观经济和有效需求的影响而呈现波动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
结构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结构效应呈现负值。结构
效应的波动性表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由需求结构的变化而推动的，这一特征对于二元经济特
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
（3）在 1978-2006 年中，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的贡献度是逐渐降低的。1991 年之
前，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的贡献度都大于 50%。从 1991 年开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开始摆脱依赖结构效应的状态，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高等导致的产业
内增长效应开始在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1998 年之前，第三产业依
赖于粗放式地增长，1998-2002 的通货紧缩对第三产业则是因祸得福，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供
过于求的状况促进优胜劣汰，逼迫企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效率、
加快技术进步，因此 1998 年是中国第三产业提高产业内技术效率、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起点。
（4）结构效应的贡献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资源非效率配置和资源有效率配
置之间的落差（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不断减少。不过，结构效应并不会趋向于
零，它仍会持续存在，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2.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
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通过全
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不仅度量了结构变迁的作用，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而
且还分析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结构变迁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为 43.5%。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
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1998 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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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逐步让位于技术
进步的力量。
（2）资本要素的结构变化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出现资本深化过快的现象，资本劳动比
增长远快于资本产出比，但更致命的是，资本边际报酬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对于依赖投资推
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投资增速一旦下降，经济增长则会减速。
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的分析显示单位资本所能带动的劳动正在减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
了资本正在迅速地替代劳动。这一方面可能导致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劳
动就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加大了城市的第二、三产业与农
村的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差距。
（3）对三次产业的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资本和劳动边际报酬上升很慢，中国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仍很漫长。第二产业的高速的资本存量积累是出现资本深化过快和资
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恶劣后果的主要原因。工业部门（第二产业的主体）资本深化速度过快，
一方面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过快以及投资需求的增长趋缓，产出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另一
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化所能带动的劳动就业增长率正在下降，这不利于劳动工资水平和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资本深化速度比较合理，资本和劳动要
素的组合比例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且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远大于第二产业，约为
第二产业的四倍。尽管如此，第三产业的技术效率并不高，依然以外延式的增长为主，提高
经济效率的任务仍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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