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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通过供
给侧改革，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目标，这两个目标落到实处就表现为经济具有规模

报酬递增的特征。基于规模报酬的视角，在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对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经济区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而西部经济区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

征；技术创新、市场开放度和所有制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规模报酬的重要因素，并且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程

度越高，国企占资比越低，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越大。因此，为了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应提高技术创新和市

场开放度，鼓励大众创业发展民营经济，优化所有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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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

能过剩以及供需错配等深层次问题逐一暴露，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越来越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

展的实际，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
改革。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是适

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了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研究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因素，探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措施，不仅具

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相关文献看，部分学者从需求侧的对立面来论证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苏剑（２００８）［１］批评了
“相对于需求侧而言，供给侧管理仅适用于长期调控”的错误观点，并指出供给侧短期管理的核心是调

节生产者的激励。李智等（２０１５）［２］指出，“三驾马车”拉动需求的边际效益下降，若要成功解决当前
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吴敬琏（２０１６）［３］指出，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指导我
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一种误用，长期运用“扩大需求，促进增长”的政策不仅实现不了预期目标，而且

还会引发杠杆率被不断推高等副作用；并同时指出，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因素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

中等式右边的三个因素：劳动力、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经

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形成实现的，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这种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刘伟和苏剑（２０１６）［４］认为，我国经济当前总体呈现“需求萎缩、供给中性偏扩张”的态势，同时去产能很
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面对这种局面政府应当采取需求和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林卫斌等（２０１６）［５］

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中供需错配问题严重，仅靠需求侧管理是无法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故而需要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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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李罛（２０１６）［６］指出，在短期，供需可能出现失衡，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对供需失衡进
行调控；在长期，价格机制的调控能够实现供需的动态均衡，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属于供给侧因素。李

停（２０１６）［７］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和路径选择进行分析后指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
题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并且结构性特征是其主要特征。因此，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管理理论

很难奏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我国经济形势倒逼的结果。

另外，部分学者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支撑进行了探讨。杨沐和黄一硋（１９８６）［８］是国内最早强调
从供给侧进行经济管理的学者，他们认为应当从供给侧实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强调满足有效需

求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性。贾康（２０１５）［９］指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如何实现供给侧
的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胡鞍钢等（２０１６）［１０］从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一条符合我国经济实际的供给侧改革路线图。蔡窻（２０１６）［１１］基于供给侧的视角探讨了导致我国经
济增速下滑的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是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经济发
展阶段换挡的结果。徐康宁（２０１６）［１２］指出，当前我国供需错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满足社会的有效
需求，即有效供给不足，所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而提高有效供给水平的核心

在于优化供给结构，并指出优化供给结构的前提是改进生产要素的供给。

现有文献表明，虽然诸多文献基于不同视角对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理论支撑进行了论证，但对影

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因素分析并不深入，作为一个例外，吴敬琏（２０１６）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分析框架，
同时指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影响因素，但其并没有就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供

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满足社会有效需求，这两点落到实处就体现在经济

的规模报酬上，这主要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能够吸收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从而能够提高各生产要

素的使用效率，这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能够提升有效供给水平以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

本文基于规模报酬的视角对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具体而言，就是从所有制

结构、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对规模报酬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出有利于实现供给

侧改革目标的相关要素，从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

了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规模报酬测算模型；第三部分基于 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影响规模报酬递增的有
效因素；第四部分为结论及启示。

二、经济规模报酬情况的测算

从现有文献看，测度规模报酬的主流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利用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ＤＥＡ）；另一类是利用Ｃ－Ｄ生产函数。相对于ＤＥＡ而言，利用Ｃ－Ｄ生产函数对测度规模报酬更
具有比较优势。鉴于如上原因，本文采用 Ｃ－Ｄ生产函数，首先把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划分为东、
中、西三部分，对我国经济规模报酬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接着（除港澳台地区外）按省级行政单位，对

各省、市、区经济规模报酬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一）模型构建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Ｙ＝Ｆ（Ｋ，ＡＬ），其中，Ｙ为总产出，Ｋ为资本存量，Ａ为全
要素生产率，Ｌ为劳动，并且ＡＬ被称为有效劳动。当资本存量和有效劳动按同比例增加 λ（λ为正常
数）时，则得到的总产出为Ｆ（λＫ，λＡＬ）。如果λＹ＞Ｆ（λＫ，λＡＬ），则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
征；如果λＹ＜Ｆ（λＫ，λＡＬ），则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如果λＹ＝Ｆ（λＫ，λＡＬ），则生产函数
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

本文采用如下形式的Ｃ－Ｄ生产函数：
Ｙ＝ＡＫαＬβ （１）
其中，α表示资本存量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β表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如

果α＋β＜１，则意味着所采用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如果 α＋β＞１，则意味着所采用
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如果α＋β＝１，则意味着所采用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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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由于Ｃ－Ｄ生产函数对参数α和β而言是非线性的，所以很难利用总产出Ｙ，资本存量Ｋ和
劳动Ｌ的值估计出关于 α和 β的线性无偏最优估计量，为了能够获得 α和 β的线性无偏最优估计
量，本文对式（１）两边取对数，从而得到如下对参数α和β而言的线性函数：

ｌｏｇＹ＝ｌｏｇＡ＋αｌｏｇＫ＋βｌｏｇＬ （２）
与式（２）对应的具有随机扰动项的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可以表示为：
ｌｏｇＹｔ＝ｌｏｇＡｔ＋αｌｏｇＫｔ＋βｌｏｇＬｔ＋εｔ （３）
其中，εｔ为白噪音。
（二）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及处理
模型中的三个变量：总产出Ｙ，资本存量Ｋ和劳动Ｌ，分别采用支出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

本存量和就业人数。样本区间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数据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６０年汇编》《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７８－２００４）》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

国内生产总值：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

市场价值。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统计年鉴中的ＧＤＰ平减指数将样本期间每
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折算成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相应年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固定资本存量：我国统计年鉴没有直接公布固定资本存量数据，目前学术界对固定资本存量的测

算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借鉴张军等（２００４）［１３］在《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
中所使用的方法，鉴于中国没有做过全国性的资产普查，我们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在估计一个基

准年后利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计算各省级行政单位的资本存量，该方法可写为：

Ｋｉｔ＝Ｉｉｔ＋（１－δｉｔ）Ｋｉｔ－１ （４）
其中，ｉ为第ｉ个省级行政单位，ｔ为第ｔ年。式（４）共有三个变量：当年投资Ｉ，折旧率δ，基准年资本

存量Ｋ。把资本品折算到不变价格时还需要知道投资价格指数，关于投资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只
给出１９９１年及以后的数据，对于１９９１年以前的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张军等（２００４）的方法用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指数来代替，并用消费价格指数来替代缺失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各省级行政单位１９７８年的固
定资本投资除以１０％作为其基准年的资本存量。另外，参考张军等（２００４）的设定，取δ为９．６％。

就业人数：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数。

２．估计结果
首先将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划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分别考察东、中、西三个经济区的规

模报酬情况。东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山东、海南、辽宁、广东和福建；中部地区：

河南、湖北、黑龙江、湖南、山西、江西、吉林和安徽；西部地区：宁夏、陕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广

西、云南、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

本文对数据进行 Ｄ．Ｗ．检验发现数据存在自相关性，故而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ＧＬＳ）分别对三个经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和就业人员进行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
表１。

表１ 东、中、西部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ｎＡ
－１０．０３７４７

（４．６４９８５２）
－２６．６９２８７

（６．６９１２８５）
－２１．０７４０９

（７．３００３０５）

ｌｎＫｔ
０．３７５３９

（０．０５５７４３）
０．３４８８４

（０．０６１６６６）
０．２９００８

（０．０４９２６０）

ｌｎＬｔ
０．７９３７３

（０．３９４４１２）
０．７８７３９

（０．３７１４４９）
０．６５１６０

（０．３３００４９）
Ｒ２ ０．９７１５ ０．９６６２ ０．９７５５

Ｒ
－２ ０．９６９８ ０．９６４１ ０．９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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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３８ ３８ ３８
Ｄ．Ｗ． １．８６ １．９５ ２．１３
Ｆ ５６２．８６ ４７１．５６ ６５７．９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水平下显著

表１估计结果显示：ｌｎＫｔ和 ｌｎＬｔ的估计系数在５％水平下均显著，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可信性。
结果同时显示：东、中部经济区的ｌｎＫｔ和ｌｎＬｔ的系数之和均大于１，而西部经济区的 ｌｎＫｔ和 ｌｎＬｔ的系
数之和小于１，这表明我国东、中部经济的发展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而西部经济的发展呈现规模
报酬递减的特征。所得结论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基本吻合，自１９７８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
资金、物质，还是人力资本均向东、中部聚集，而很少有向西部转移的情况，这意味着我国东、中部经济

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已经形成，而西部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还未形成。

为了进一步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形成的影响因素，我们把全国按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

台地区外）划分为３１个单位，并基于ＧＬＳ进行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各省级行政单位的估计结果

地区 α＋β 地区 α＋β 地区 α＋β 地区 α＋β
北京 １．１７４０ 天津 １．１６２１ 上海 １．２１３２ 浙江 １．１５２８
江苏 １．１５７９ 河北 １．０６９７ 山东 １．０９６５ 海南 ０．８８５４
辽宁 １．０２０６ 广东 １．１９４２ 福建 ０．８９５９ 河南 １．１３７８
湖北 １．１３９８ 黑龙江 １．０４１７ 湖南 １．１０１２ 山西 ０．９２５１
江西 ０．９０７９ 吉林 １．０３４３ 安徽 １．１０５２ 宁夏 ０．８６３８
陕西 １．０２００ 甘肃 ０．９１００ 四川 ０．９６５８ 重庆 １．２０５８
贵州 ０．８３０９ 广西 ０．９１５９ 云南 ０．９８４５ 西藏 １．０４１４
青海 ０．８４６２ 内蒙古 ０．９９４１ 新疆 ０．８２０１

　　

表２估计结果显示，在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中，规模报酬递增的有１８个，规模报酬递减的有
１３个，这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的情况并存。结果同时显示，东部的１１个
地区中，有９个是递增的；中部的８个地区中，有６个是递增的；西部的１２个地区中，有３个是递增的。
由此来看，东、中部地区整体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西部地区整体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该结论与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回归的结论是吻合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东、中部

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已经形成，而西部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还未形成。

三、影响规模报酬递增的有效因素分析：基于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来自经济体内部或外部。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部

因素，舒尔茨（２００３）［１４］指出，规模报酬递增的内部因素包括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另外，以 Ｒｏｍｅｒ，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Ｈｅｌｐｍａｎ为代表的第二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归因于创新，这两种
理论都强调技术创新对规模报酬递增的意义。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外部因素，由 Ｒｏｍｅｒ，Ｋｒｕｇｍａｎ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提出的开放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市场开放有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此外，以科
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和诺斯等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决定性作

用。因此，在分析我国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时，除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度两个因素外，所有制结构

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一）模型设定

本文把所测算的规模报酬情况分为“规模报酬递增”和“非规模报酬递增”两种情况，同时定义规

模报酬递增情况为１，非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为０；记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为 ｐ（ｙ＝１），非规模报酬递增
的概率为ｐ（ｙ＝０），这两个概率均为无条件概率。从单个区域看，事件 ｙ＝１发生的概率与事件 ｙ＝０
发生的概率之和等于１，所以可以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来讨论规模报酬递增的有效影响因素。结合上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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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文设定的Ｌｏｇｉｔ模型如下：
ｙｉ＝αｉ＋βｉＴＥＣＨ＋γｉＤＯＭＯｉ＋φｉＳＯＯｉ＋εｉ （５）
式（５）中，ｉ（ｉ＝１，２，…，３１）表示按省级行政单位划分的３１个区域，ｙ表示区域规模报酬情况（根

据前文界定，若某区域经济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则ｙ取１，否则取０），ＴＥＣＨ表示技术创新，ＤＯＭＯ表示
市场开放度，ＳＯＯ表示所有制结构，ε表示随机误差项（为白噪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描述

１．变量选取及测算
（１）技术创新：鉴于各省级行政区域在人口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专利数／万人作为衡量

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这将使各区域的技术创新水平具有可比性。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各省级行政区
域的专利申请数取平均值，人数取平均值，然后各区域专利的平均值除以人数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各

区域的技术创新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市场开放度：本文用于测量区域市场开放度的指标是一个复合指标，其由外贸依存度、外资依
存度、国际旅游依存度、对外工程与劳务合作贡献度、国外技术依存度和国际互联网普及率等六个指

标构成。参考庞智强（２００８）［１５］构造的指标，这六个指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０．２９３１、０．２７５８、０．０６８９、
０．１５５２、０．１０３５、０．１０３５。样本区间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３）所有制结构：鉴于我国当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很大比重，本研
究采用区域国有企业投资额／区域总投资额来衡量各省级行政区域的所有制结构。样本区间为１９７８
～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统计描述
表３列出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主要统计情况。

表３ 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Ｙ ３１ ０．６１２９０３ ０．４９５１３７ ０ １
ＴＥＣＨ ３１ ７．４６２４７３ ９．２１２７５２ ０．５４９４０６ ３７．７８２９１２
ＤＯＭＯ ３１ ０．０３３５０３ ０．０２４６２９ ０．００１９０３ ０．１０２２３１
ＳＯＯ ３１ ０．３６５５４７ ０．１３９６１４ ０．１２９６８６ ０．８０４８６９

（三）计量估计结果及分析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所构建的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计量估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ｚ Ｐ
ＴＥＣＨ １．６０７８４ ０．５９５６１ ２．７０ ０．００７
ＤＯＭＯ １．８１４６６ ０．５９９４７ ３．０３ ０．００２
ＳＯＯ －１．５６３５２ ０．４６３５０ －３．３７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１．７４６２３ ０．７６７５２ ２．２８ ０．０２２

在Ｌｏｇｉｔ模型中，系数的估计值不能被解释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而只能从符号上判断
自变量对因变量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式（５）考察了技术创新（ＴＥＣＨ）、市场开放度（ＤＯＭＯ）和所有制
结构（ＳＯＯ）对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影响。表４估计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为正，
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技术创新水平和市场开放度越高，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概率也越高；所有

制结构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高，则规模报酬递增

形成的概率越低。所得结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吻合。

鉴于在Ｌｏｇｉｔ模型中，系数的估计值不能被解释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而只能从符号上
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为了进一步明确ＴＥＣＨ，ＤＯＭＯ和ＳＯＯ对规模报酬递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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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具体影响，还需要就式（５）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ｙ／ｄｘ Ｓｔｄ．Ｅｒｒ． ｚ Ｐ Ｘ
ＴＥＣＨ １．８７０２８ ０．３８００３ 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７．４６２４７３
ＤＯＭＯ １．２７２４５ ０．３５３４５ ３．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５０３
ＳＯＯ －１．２２１４０ ０．３７１９７ －３．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５５４７

　　注：Ｘ为变量ＴＥＣＨ，ＤＯＭＯ和ＳＯＯ的样本均值

表５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创新（ＴＥＣＨ）和市场开放度（ＤＯＭＯ）均在１％水平下显著，所有制结构
（ＳＯＯ）在５％水平下显著，所以估计结果具有可信性。估计结果同时显示，技术创新提高１％，规模报
酬递增的概率提高１．８７％；市场开放度提高１％，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提高１．２７％；所有制结构提高
１％，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降低１．２２％。由估计结果可知，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度两个因素对规模报
酬递增形成的影响要强于所有制结构因素对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影响。所以为了更有效地促进规模

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形成，在重视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度的同时，也要关注所有制结构的优化。

四、结论及启示

供给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家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主动提出引领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

重要目标，这两个重要目标落到实处就体现在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驱动机制上。为了分析

影响规模报酬的因素，探讨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本文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将全
国划分为东、中、西３个经济区，利用 ＧＬＳ，考察了我国经济规模报酬的整体差异情况；其次，将全国
（除港澳台地区外）按省级行政单位划分为３１个单位，在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基于极大似然估计考察了影响
规模报酬的因素；最后，为了进一步明确所考察要素对规模报酬的具体影响，就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

际效应进行了估计。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的情况并存。具体而言，我国东、中部经济发

展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而西部经济发展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第二，技术创新、市场开放度和所有制结构是影响我国经济规模报酬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技

术创新水平和市场开放度越高，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越高；所有制结构越得到优化，即国有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占比越低，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越高。

第三，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度两要素对规模报酬的影响要强于所有制结构要素。具体而言，技术

创新提高１％，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提高１．８７％；市场开放度提高１％，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提高
１．２７％；所有制结构降低１％，规模报酬递增的概率提高１．２２％。

以上研究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促进技术创新。供给侧改革旨在转变当前我国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技术创新成

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在当前提出万众创新的政策指导下，应加大技术创新的投

入，夯实技术创新的基础，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及应用。技术创新水平的

提升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形成规模报酬递

增的内生驱动机制。

第二，优化所有制结构。在保证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大众创

业的指导下，鼓励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民营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此以来，所有制结构

的优化，不仅能够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而且能够提升国有经济的效率，从而有助于形成规模报

酬递增的内生驱动机制。

第三，提高市场开放度。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复合指标，其由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国际旅游依

存度、对外工程与劳务合作贡献度、国外技术依存度和国际互联网普及率等六个指标加权而成。从市

场开放度的指标构成来看，任一个指标的提升，不仅可以促进市场竞争，而且可以提升市场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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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从而有助于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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