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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裕条件下的有效经济增长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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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丰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两种，分别为资源依赖型与创新导向型，且后一种模式下经
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优于前一种模式。基于超效率松弛变量模型与全局参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５２
个资源丰裕国家增长与发展的有效性，发现创新导向型国家的得分显著高于资源依赖型国家。这主要是因

为在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一国的增长与发展严重依赖于丰裕的自然资源，而在创新导向型经济模式

下，资源丰裕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因此认为，经济体在资源丰裕条件下，若想实现

有效的经济增长，必须摆脱对资源经济的依赖，实现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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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资本、技术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这样的论断是在给定资源

禀赋条件下得出的。资源丰裕度会对经济增长路径及其有效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效的经济增长不

仅要求实现数量上的增长，更重视增长的系统性与持续性。而系统性、持续性增长的实现，主要得益

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的改善。

如图１所示，对比资源稀缺与资源丰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路径不难发现，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
表的资源稀缺国家，它们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的十年间呈现出持续并加速的经济增长，之后虽然在数量上实现
了进一步的增长，但是增长幅度有限，且波动较为明显。而资源丰裕国家形成了两种差异十分明显的增

长轨迹，如图２所示。一类是以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源丰裕国家，它们在２０世纪七
八十年代，凭借丰裕的自然资源，基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积累财富，奠定了增长的基础。

但是，与资源稀缺国家相比，这一时期它们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然而，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８年间，其经济
增长速度大幅提升，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轨迹也发生了明显的波动。但

是这一类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总量大于日韩等资源稀缺国家。另一类资源丰裕国家主要分布在中南美

洲与非洲地区，如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等。纵观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发现，它们在增长的数量与

速度上都一直没能实现明显的突破，人均ＧＤＰ一直处于２００００美元以下。
基于上述增长与发展事实，不禁引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一是，资源稀缺国家的高速增长期为何

会早于资源丰裕国家？二是，资源丰裕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两类差异较大的增长轨迹？这些问题的答

案应当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是“诅咒”还是“福祉”开始追根溯源。在一定时期

内，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仅可以使一国通过贸易市场迅速地积累大量的财富，还能因为生产资料的富足

而获得成本优势，吸引资源型企业及上下游企业，逐渐形成产业链。但是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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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两面性，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指向“资源诅咒”。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资源出
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现象等，研究相对零

散。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Ａｕｔｙ［１］给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使这方面的研究由碎片化转向系统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资源诅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合，实现了研究方法的正规化［２］。其

中，“资源诅咒”的内在机理与传导机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Ｉｓｈａｍ［３］、Ｍｕｒｓｈｅｄ［４］指出资源密集型产业
的“独大”发展，会对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良好的制度及投资造成严重的“挤出”。与此同时，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存在。如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ａｎｄＧｅｒｌａｇｈ［５］在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的分析框
架中加入了控制变量———教育，则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出口间的线性关系不再显著。

Ｓｔｉｊｎｓ［６］基于资源分类探讨资源出口、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只有石油资源极易使出口国
陷入增长的“陷阱”中。

关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支持“资源诅咒”的一方更占主导地位［７］。但是，对比图１
与图２的增长轨迹，发现“资源诅咒”更多的发生在中南美洲与非洲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挪威、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加速增长期虽然出现的较日韩等资源稀缺型国家晚，但是现阶段的增长表现却更

胜一筹。因此，有必要就资源丰裕条件下的有效增长实现机制与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述。

基于上述增长实践与研究背景，本文以理论推演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利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

济模型分析资源丰裕国家在资源依赖与创新导向两种经济模式下产出的变化趋势。接下来利用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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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检验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有效性，并初步判断哪些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相对稳定且可持续的。

论文的第四部分进一步剖析影响增长有效性的因素。第五部分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与国际实践给出研

究结论与启示。

二、资源丰裕条件下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实际跨期模型

依据“卢卡斯批判”①，本文建立的实际跨期模型是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８］。

前提假设如下：分析典型消费者、典型企业、政府三方主体的决策行为；涉及当期与未来两个时期；包

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对于典型消费者而言，在当期和未来都要对消费和闲暇进行权

衡取舍。典型企业利用资本、劳动、技术在当期与未来进行产品生产，并通过投资实现资本积累。在

当期，政府通过税收和发行政府债为政府购买筹资；在未来，政府利用一次总付税偿还政府债的本息，

并进行这一期的政府购买。三方经济主体所面对的约束条件、最优化决策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典型消费者的当期预算约束：Ｃ＋Ｓ＝ｗ（ｈ－ｌ）＋π－Ｔ （１）
典型消费者的未来预算约束：Ｃ′＝ｗ′（ｈ′－ｌ′）＋π′－Ｔ′＋（１＋ｒ）Ｓ （２）
将（１）、（２）两式联立消除Ｓ，可推导出典型消费者的一生预算约束：

Ｃ＋Ｃ′１＋ｒ＝ｗ（ｈ－ｌ）＋π－Ｔ＋
ｗ′（ｈ－ｌ′）＋π′－Ｔ′

１＋ｒ （３）

典型消费者实现最优决策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ＭＲＳｌｃ＝ｗ；ＭＲＳｌ′ｃ′＝ｗ′；ＭＲＳｃｃ′＝１＋ｒ （４）
典型企业当期生产函数：Ｙ＝ｚＦ（Ｋ，Ｌ） （５）
典型企业未来生产函数：Ｙ′＝ｚ′Ｆ（Ｋ′，Ｌ′） （６）
典型未来资本存量：Ｋ′＝（１－ｄ）Ｋ＋Ｉ （７）

典型企业利润函数：ＭａｘＶ＝π＋π′１＋ｒ （８）

通过对利润函数进行一阶求导，可以得到典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

ＭＰＮ＝ｗ；ＭＰＮ′＝ｗ′；ＭＰＫ′－ｄ＝ｒ （９）
根据政府的当期预算约束Ｇ＝Ｔ＋Ｂ，未来预算约束 Ｂ′＋（１＋ｒ）Ｂ＝Ｔ′，推导出政府的现值预算

约束：

Ｇ＋Ｇ′１＋ｒ＝Ｔ＋
Ｔ′
１＋ｒ （１０）

在实际跨期模型中，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利率ｒ及总产出Ｙ由产品市场决定。产品市场由产出需
求曲线Ｙｄ＝Ｃｄ（Ｙｄ，ｒ）＋Ｉｄ（ｒ）＋Ｇ及产出供给曲线 ＹＳ组成。利用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利率 ｒ可以确
定劳动供给曲线的位置，典型消费者的行为决策也将影响当期劳动供给。典型企业的行为决策决定

劳动需求。在劳动市场上，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形成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 ｗ及就业量
Ｎ。利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利率ｒ及总产出Ｙ可以确定名义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即Ｍｄ＝ＰＬ
（Ｙ，ｒ）。为简化模型，假定货币供给水平一定，即 Ｍｓ＝Ｍ。货币市场实现均衡时，得到价格水平 Ｐ。
初始均衡状态如图３所示。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实际利率提高或一生财富减少，劳动供给增加，ＮＳ（ｒ）右移；全要素生产率或
者资本存量增加，劳动需求增加，Ｎｄ右移。就产品市场而言，当期或（和）未来政府支出增加，或当期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ＹＳ右移；税收现值降低、未来收入增加、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当期资本存量减
少、当期政府购买增加都会使Ｙｄ右移。就货币市场而言，当期实际收入增加或利率下降，Ｍｄ（Ｙ，ｒ）线

·２２·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宏观经济学以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关注消费者总体行为、企业总体决策、政府行为、经济增长与经济

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开放经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宏观经济
学在分析主体行为对经济整体的影响时开始利用与微观经济学相似的分析工具。



绕原点顺时针旋转；基于货币中性，货币供给保持不变。

（一）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应当基于资源禀赋选择增长与发展模式。因此，资源丰裕国家大多

建立了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实践，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对增长与发展产

生了不利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独大发展、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单一化、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弱

化、寻租与腐败现象滋生等，这些都会使投资环境恶化，造成投资水平下降。在实际跨期模型中，投资

的减少一方面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引起未来资本积累程度的降低。

投资减少引起总需求下降会对产品市场的初始均衡状态造成影响，此时Ｙｄ左移，产出下降，利率
下降。间接打破劳动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初始均衡状态。在劳动力市场上，ＮＳ（ｒ）左移。在货币市场
上，由于产出效应大于利率效应，因此货币总需求减少。与初始均衡状态相比，产出减少（直接作用结

果）、就业减少、工资增加、物价上升。

投资减少引起未来资本积累程度的降低主要通过 ＭＰＫ′的增加及 ＭＰＮ′的下降对初始均衡产生影
响。为保证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ＭＰＫ′－ｄ＝ｒ的实现，ＭＰＫ′增加要求ｒ增加，致使Ｎ

Ｓ（ｒ）右移。依据企
业利润最大化有另一条件ＭＰＮ′＝ｗ′可知，ＭＰＮ′下降要求 ｗ′下降。当企业预期到未来工资下降时，会
减少当期劳动需求。但是，由于实际跨期模型中的未来并不是“指日可待”的，是一个长期概念，因此

未来工资下降对当期企业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与初始均衡状态相比，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直接作

用结果）、工资下降（直接作用结果）、物价上涨（直接作用结果）。

由此可知，在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减少会对初始经济均衡产生如下影响：产出减少，

就业增加，工资下降，物价上涨。当产出减少与就业增加并存时，表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工资下降而

物价上涨会对消费造成极大的冲击；产出减少而物价却在上升则表明经济面临通胀的威胁。总之，资

源丰裕国家在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最终会陷入衰败的泥潭中。

（二）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当资源丰裕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模

式时，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永久提高，即ｚ与ｚ′同时提高。
当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效应：依据典型企业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ＭＰＮ＝ｗ可知，工资水平不

变时，ｚ提高，要ｄＦ／ｄＮ同比例减少。因为ｄ２Ｆ／ｄＮ２＞０，所以劳动需求增加，Ｎｄ右移。劳动供给不变，劳
动需求增加，致使均衡就业水平提高，进一步引起产出总供给增加。由于产出总需求不变，产出总供给增

加，产品市场的初始均衡状态发生改变，即产出增加，利率下降。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改变，对货币市场

产生影响。均衡产出增加与均衡利率下降，都会引起货币需求增加。由于货币供给外生给定，因此价格

水平下降。当利率变化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利率下降引起劳动供给的减少；且实际利率变化对

劳动供给产生的跨期替代效应相对较小，因此ＮＳ（ｒ）左移的幅度小于Ｎｄ右移的幅度。由此可知，当期全
要素生产率提高时，新的均衡状态下产出增加、就业增加、工资增加、价格水平下降。

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效应：依据典型企业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 ＭＰＫ′－ｄ＝ｒ可知，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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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
ｄＦ′
ｄＫ′减少。因为

ｄ２Ｆ′
ｄ（Ｋ′）２

＞０，所以Ｋ′提高。已知 Ｋ′＝（１－ｄ）Ｋ＋Ｉ，所以 Ｉ提高，产出总需求增

加。产品市场均衡状态发生变化，产出增加，利率上升。利率提高引起劳动供给增加，致使就业增加，

工资下降。当货币市场的收入效应大于利率效应时，产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大于利率增加

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减少，此时价格水平下降。由此可知，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时，新的均衡状态下

产出增加、就业增加、工资下降、价格水平下降。

当全要素生产率永久提高时，一般认为ｚ提高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大于ｚ′的作用力。因此认为，当
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创新导向型时，均衡产出增加、就业增加、工资提高、价格水平下降，

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三、资源丰裕条件下经济增长有效性的实证检验：包络分析

依据实际跨期模型的理论分析可知，资源依赖型与创新导向型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存在

很大的差异，后一种模式明显优于前一种。接下来利用包络分析中的松弛变量模型与全局参比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５２个资源丰裕国家增长与发展的有效性，进而量化与验证资源丰裕条件下经济增
长模式选择的理论逻辑。

（一）样本国家的选取

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在一定的时间及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是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且不能通过人类有目的的投资及生产创造出来①。它具有相对稀缺性、绝对有

限性及地理分布不均性三大特征。从广义上看包括环境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关于

资源丰裕的测度和资源丰裕国家的界定，目前在理论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且因为划分标准不一，

致使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结果差异很大。

本文依据资源禀赋状态对资源丰裕进行界定。资源禀赋最初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的，即依

据资源禀赋状态判断国家的绝对优势及比较优势，进而确定贸易类型。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
中，第２部门为“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其中第８类是金属矿及金属屑。第３部门为“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前三类分别为煤、焦炭及煤砖；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天然气及人造气。本

文依据上述资源出口情况（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大于０．９％，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４年的出口额
年均增长率为正）界定资源丰裕国家②。

（二）利用包络分析评价增长有效性

增长有效性评价主要通过测算投入与产出间的技术效率水平实现，技术效率的研究最早可以追

溯到Ｆａｒｒｅｌｌ（１９５７）出版的《生产效率的测算》。由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技术效
率测算方法一直在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之中。由最初的投入产出比转变为以生产函数法测算技术效

率，如盛极一时的索洛余值的测算。之后，生产前沿法逐渐代替生产函数法。生产前沿法主要包括随

机前沿法（ＳＦＡ）与包络分析法（ＤＥＡ）两大类，学术界对包络分析法的延伸与完善要明显优于随机前
沿法。包络分析法从最初的ＣＣＲ模型与ＢＣＣ模型衍生出上千种模型，主要通过规模报酬的界定、改
进方式的调整、超效率的引入、最优前沿的设计、坏变量的处理等实现［９］。

为判断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有效性的差异，本文首先利用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投入角度的

松弛变量模型评价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并引入超效率进一步区分技术效率等于１的决
策单元的有效性。然后基于面板数据计算全局参比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以此判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最后将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得出技术进步情况。

在包络分析模型中，投入产出变量的确定至关重要。为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将投入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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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自然资源的描述参照了《辞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及世

界银行给出的相关定义。

本文详细计算结果，可向作者索取，联系邮箱：ｌｎｕｍａｉｌ２００８＠１２６ｃｏｍ。



设定为资本、劳动、资源，产出设定为ＧＤＰ。其中，资本为资本形成额占 ＧＤＰ的百分比，劳动为每一万
美元ＧＤＰ劳动力投入数量，资源为自然资源租金占ＧＤＰ的百分比，产出为以现价美元标价的ＧＤＰ总
量。上述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观测年限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样本国家共计５２个。
１．增长有效性得分与改进方案
为评价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引入了 ＴｏｎｅＫａｏｒｕ（２００２）提出的松弛变量模型。该

模型与传统的包络分析模型的区别是，对无效率决策单元进行改进时，放宽了同比例变动这一假

设，即分别测算每一决策单元各项投入及产出与前沿的最远距离。松弛变量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目标函数为ρ＝ｍｉｎ
１＋１３∑

３

ｉ＝１

ｓ－ｉ
ｘｉｋ

１－
ｓ＋ｒ
ｙｒｋ

（１１）

约束条件为 ∑
１５

ｊ＝１，ｊ≠ｋ
ｘｉｊλｊ－ｓ

－
ｉ ＝ｘｉｋ；∑

１５

ｊ＝１，ｊ≠ｋ
ｙｒｊλｊ＋ｓ

＋
ｒ ＝ｙｒｋ；λ，ｓ

－，ｓ＋≥０；∑
１５

ｊ＝１，ｊ≠ｋ
λｊ＝１ （１２）

其中，目标函数表示对投入与产出的无效率水平求最小值；３种投入与１种产出分别记作 ｘｉ与

ｙｒ；λ表示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系数，∑
１５

ｊ＝１，ｊ≠ｋ
ｘｉｊλｊ与 ∑

１５

ｊ＝１，ｊ≠ｋ
ｙｒｊλｊ是虚拟决策单元；ｓ为松弛变量，用于对投

入进行负向调整或对产出进行正向调整；∑
１５

ｊ＝１，ｊ≠ｋ
λｊ＝１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基于上述公式计算得出一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性，ρ与１越接近，则增长有效性越高。其中，非洲、
拉美、中亚的资源丰裕国家及ＯＰＥＣ成员国的增长有效性得分较低，莫桑比克仅为０．０２０６２７。除南非
外，其余金砖国家的技术效率水平都处于０．８％以上，且较为接近。但是投入缩减比重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和印度劳动力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因此模型给出的劳动力缩减比重很大；俄罗斯主要应当调整资

源投入比重；巴西不存在资本投入过多的问题，但是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投入均过多。英国、意大利、芬

兰、爱尔兰的增长有效性得分非常接近于１，且各项投入均无需调整，要求产出的增幅比例也非常小。
瑞典、德国、法国、美国的增长有效性得分为１，由于存在多个最优决策单元，因此有必要引入超效率分
析，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

超效率分析仅需将松弛变量模型的前两个约束条件进行调整，变为

∑
１５

ｊ＝１，ｊ≠ｋ
ｘｉｊλｊ－ｓ

－
ｉ≤ｘｉｋ；∑

１５

ｊ＝１，ｊ≠ｋ
ｙｒｊλｊ＋ｓ

＋
ｒ≥ｙｒｋ （１３）

表示对不高于第ｋ年的投入求和及对不低于第ｋ年的产出求和。
引入超效率分析后，四个有效性得分为１的国家间的差异清楚的展现出来，增长有效性排名变

为：美国优于法国，然后是德国，瑞典与之差距较大。在瑞典超效率问题十分严重，依据定量分析给出

的投入产出调整比例可知，其资本投入不足较为明显。四个存在超效率问题的资源丰裕国家的劳动

力投入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定量分析给出的调整比例分别为美国 ２０．１％，法国 ２．９７％，德国 ９．
８６％，瑞典５．７％。通过对比四个超效率决策单元与英国、意大利、芬兰及爱尔兰的投入产出调整比
例，认为后者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水平相对较高，是资源丰裕国家中经济增长质量最高的国家。

２．全局参比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与技术进步情况
在测算资源丰裕型国家增长有效性得分后，引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利用面板数据进一步测算各国

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情况，进而量化各国增长有效性存在差异的原因。

全局参比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由 Ｐａｓｔｏｒ＆Ｌｏｖｅｌｌ（２００５）提出，它以全部截面数据作为参照集。与其它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相比，其优点是每一个决策单元都被包含在统一参照集内，因此可以很好的避免包络
分析无解问题的产生。依据Ｅ参照集（决策单元）表示包络模型的效率值，全局参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的计算公式为：

Ｍｇ（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Ｅｇ（ｘｔ＋１，ｙｔ＋１）
Ｅｇ（ｘｔ，ｙｔ）

（１４）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巴拉圭、菲律宾、危地马拉、几内亚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均值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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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且方差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年份这些国家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突然增长，但是增长并不是
持续的。若将存在超高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年份剔除，则均值将会明显下降，甚至达不到１。全要素生产
率没能很好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１，在资源丰裕国家中哥伦比亚、土耳其、南
非、立陶宛、秘鲁、伊朗、伊拉克的全要素生产率没能促进经济增长。

ＦｒｅＲ等（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将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其中效率变化主要指配置有
效性与规模有效性，技术变化则用于评价决策单元的技术进步情况。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公式如下：

Ｍｇ（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Ｅｇ（ｘｔ＋１，ｙｔ＋１）
Ｅｇ（ｘｔ，ｙｔ）

＝
Ｅ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Ｅｔ（ｘｔ，ｙｔ）

Ｅｇ（ｘｔ＋１，ｙｔ＋１）
Ｅ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Ｅｔ（ｘｔ，ｙｔ）
Ｅｇ（ｘｔ，ｙｔ[ ]） ＝ＥＣ×ＴＣｇ （１５）

在资源丰裕国家中，巴西、土耳其、安哥拉、立陶宛、秘鲁、伊拉克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年均技术进
步得分小于１，表明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差。技术进步的均值与方差均较大的国家是巴拉
圭、菲律宾、南非、刚果（金）、危地马拉、几内亚，主要是因为在观测年中这些国家在某一年份的技术进

步得分非常高。因此认为，技术进步均值与方差均较大的国家并不是存在技术进步的国家，只有那些

均值大于１，且方差较小的国家才是拥有真正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还发现，技术进步均值与方差较
大的国家与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均值与方差较大的国家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量化，代表除了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外，其他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例如人

力资本培育、技术进步、企业家才能、创新发展等。

（三）实证检验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可知，资源丰裕国家增长的有效性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各国全要素生产

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技术进步情况密切相关。

在资源丰裕型国家中，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兼顾了经济增长与质优发展，技术进步表现良

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普遍存在，且较稳定。对于金砖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

性最高，但与最优前沿仍存在差距，南非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最差。然而，各金砖国家投入产出改进方

案差别较大，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俄罗斯与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大于中国和巴西，但是各年方差较大，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幅度较大，南非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

产率未能发挥促进增长的作用。中国、俄罗斯、印度都存在技术进步，但是水平并不高；南非技术进步

得分的均值与方差都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在２０００年南非技术进步得分非常高，且在其余的观测年中
技术进步得分较不稳定；巴西技术进步表现较差。拉美、非洲及中东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绩效

较差，改进方案多为减少资源或（和）劳动投入，并大幅增加资本投入。这些国家的增长有效性得分之

所以较低，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非常低，甚至不存在。

四、资源丰裕条件下经济增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剖析

实证分析给出了资源丰裕型国家增长有效性得分，并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情况量

化增长有效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资源丰裕条件下，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情况

之所以存在差异，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增长模式的选择。资源依赖型与创新导向型两种增长模式下，经

济增长对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特征、创新发展水平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

些都是影响增长稳定性与系统性的主要因素。

（一）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下的无效增长及其原因

１．资源租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增长的有效性越低
在资源丰裕国家中，增长与发展有效性非常低的国家（有效性得分小于０．３）共计１５个，其自然

资源租金占ＧＤＰ的比重都处于２０％以上（莫桑比克相对较低，但也达到１２．６４％），均值水平为３５．
３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资源产业的发展①。沉迷于资源租金的摄取会阻碍制造业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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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降低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附加值的水平，进而影响增长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１０］。表１中的数
据描述了资源依赖型国家产业结构的“畸形”表现：这些增长有效性较低的资源丰裕国家的产业结构

与美国、欧盟、ＯＥＣＤ成员国、世界总体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源租金占ＧＤＰ比重及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较高，而服务业附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较低；增长有效性较低的资源丰裕国家的制造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差距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部门中资源产业独大发
展较为严重，制造业被“挤出”；且资源租金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则二者间差距也相对越大。

表１ 资源依赖型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一览表 单位：％

资源租金

占ＧＤＰ比重
制造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工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服务业附加值

占ＧＤＰ比重

资源依赖型国家

哈萨克斯坦 ４１６６９９ １３４００４ ３９７０７２ ５３７５０９
阿尔及利亚 ３６８２７７ ７４５６３ ５４１６６３ ３６６３１０
刚果（金） ２９５３３６ １９１１２４ ３２３５３６ ４２５８４６
沙特阿拉伯 ４８２２６３ １０１１５３ ５８７０６６ ３８１１５８
玻利维亚 ２１８５９５ １４２４２７ ３４４２５２ ５１６４８２
阿曼 ４３２０３７ ９７６６７ ６２５３７７ ３７９２９２

尼日利亚 ３１７７８６ ４７２５９ ３５７４４２ ３３４４８５
科威特 ５３１８４９ ５４１５９ ６５９４９０ ３３６７２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２４７８０８ ９６６３０ ５５１１２７ ４３７１５１
委内瑞拉 ２９５７５９ １６１０８９ ５１７３５４ ４３５８６５
伊朗 ３４１０９８ １３３８９３ ４３３０３９ ４９０９０５
伊拉克 ５８９５９４ ２０９５８ ６２４２２８ ３３８６７６
几内亚 ２１６６１５ ６２１６１ ３８１１２９ ３８８４９９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４２６５９５ ７０８１３ ３８８７７２ ２３１５３９
莫桑比克 １２６３９１ １３４６９４ ２０６２１６ ５２８４８４

对比系

美国 １３６１６ １３１５８９ ２１３８５９ ７７４１９５
欧盟国家 ０６２９４ １６６０２６ ２６０５５７ ７２０８８８
ＯＥＣＤ成员国 １４０５２ １５８３７０ ２５４２７２ ７２８３５５
世界总体水平 ４１７１８ １７３４４９ ２９１４３５ ６６５１５３

　　数据来源：依据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４年相关指标计算的均值所得

２．出口结构的单一化与简单化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增长有效性较低的资源丰裕国家仍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出口品大多为原材料或

资源密集型产品，致使出口结构单一化、简单化［１１］。如图４所示，增长有效性较低的国家的资源型产
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依据包络分析结果界定的低增长有效性的国家资源密集型产品

出口额占总出口的平均比重高达６７．７５％。由此可知，出口结构的单一化与简单化严重影响增长模式
的有效性。因为在资源依赖型国家中，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原材料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而此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价格波动较大，当资源价格较低时，势必会对国内相关产业产生不利的冲

击，并迅速传导到国内本就相对薄弱的其他行业中，致使增长减速、有效性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资源丰裕国家过多的依赖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制造业

萎缩，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贸易结构单一化、简单化，致使增长与发展的有效性较低，难以实现技术进步。

此外，资源产业的独大发展会“挤出”投资、人力资本、良好制度，致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大量外流。长

此以往，经济衰退定会越发严重，转变增长与发展模式的代价与成本也会变得“高不可攀”［１２］。

（二）创新导向型经济模式下的有效增长及其原因

参照资源丰裕国家增长与发展模式有效性得分可知，处于最优前沿及与前沿较为接近（有效性

得分大于０．８）的国家共计１６个，除金砖国家外（不包括南非），其余均为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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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美国是全球创新的领导者，瑞典、芬兰、挪威三个北欧国家是创新发展的成功典范，金砖国家

也开始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Ｇ２０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指出，近年来美、德、澳、英、法、
中、意的创新竞争力得分相对较高。因此认为，发展创新导向型经济模式可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有

效性。表２给出了部分增长有效性得分较高的资源丰裕国家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水平。

①　ａ几内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莫桑比克的资源密集型出口品不仅包含了最初界定资源丰
裕国家时使用的贸易品，还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商品，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商品多为贵金属与贱金属及其制成品，也属于

资源密集型商品，且是该国的主要出口品。ｂ意大利、芬兰、爱尔兰虽然分别是资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但是这些商品
未能列入该国出口额排名前十位，图中的数据是利用排名第十的商品的出口额计算得出的，相关资源商品出口额占出

口总额的比重会比其还要小。ｃ由于伊拉克的贸易数据不可得，因此未列入。

表２ ２０１４年典型国家创新投入、产出水平一览表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Ｒ＆Ｄ支出
占ＧＤＰ比重

每一千劳动

力中研究人

员数量

政府预算中

用于创新

的比重

专利申请量

ＩＣＴ产品出口
占出口总额

比重（％）

科技期刊

文章数量

高科技出口额

（现价美元）

美国 ２７４％ ８１３ １８２０％ ５７８８０２ ８９６５９ ４３８６５０ １５５６４０５９５５８８

芬兰 ３１７％ １９３１ ７２６５％ １５４５ ２６１７３ １０７６８ ３９６１２７９４９２

挪威 １７１％ １４７４ ５７７８％ １５６３ ０８８４９ １０７８２ ５２０８３７６５２２

瑞典 ３１６％ １６１１ ７８３６％ ２４２５ ６９２４２ ２０３８９ １６５５５７４６６２３

中国 ２０５％ ４６６ ＮＡ ９２８１７７ ２５９３９０ ４７６１９６ ５５８６０５９９１９８０

俄罗斯 １１９％ １０９９ ＮＡ ４０３０８ ０７９６８ ３７７０８ ９８４２６６９３２８

印度 ０７８％ ３４６ ＮＡ ４２８５４ ０９７３７ １１１０１１ １７３１５６７６２９８

巴西 １０７％ １０３ ＮＡ ３０３４２ ０３９２９ ５７３６３ ８２２８７７５２２６

南非 ０８１％ ０９９ ＮＡ ７５５２ １５９０３ １０７８２ ２４８８８６２５３２

欧盟国家 ２０９％ １２６ ＮＡ １３９３０１ ５１２３９ ６５５４４９ ６９００８９７２３４５１

ＯＥＣＤ成员国 ２３８％ ８０８ ＮＡ １３５６１８２ ６６２７３ １４６６２８９ １２３２８７３９１３４８４

世界总水平 ２０５％ ２６ ＮＡ ２５０６４０９ １０８２９４ ２４０７６６６ ２１４７３９５８０３５１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及ＯＥＣ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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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Ｒ＆Ｄ资金与技术人员，这不仅能够创造出“新事物”，引领新
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培育和积累人力资本，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创新

极易发生在制造业中，而且能够有效的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创新导向型经济模式能够倒逼

被资源产业“挤出”的制造业恢复生产，并使产业结构逐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资源丰裕国家走

上创新发展的道路后，制造业会逐渐复苏，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按照“产品周期理论”，“新事物”能够

在一段时期内为一国出口创汇，这将有助于贸易结构的改善，出口结构也将不再单一化、简单化。

北欧国家大多属于资源丰裕国家，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对传统的资源产业依赖较小，已经建立起

了国家创新体系，被誉为全球创新发展的成功典范［１３］。表３基于人力资本、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三方
面的数据呈现创新对于人力资本积累、贸易结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及制造业恢复的意义。

表３ 创新导向型发展模式下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一览表 单位：％

芬兰 瑞典 挪威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 ３３５９ ３７２９ ４０５ ２８ ３２２９ ３６７９ ３２５ ３５７９ ４１５９

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 ８４１７ ７６５９ ７００１ ７８７５ ７４９１ ７５１６ １６７６ １８１９ ２１４９

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２４３２ １９５３ １６９６ ２０５５ １８５９ １７ ９１５ ８０８ ８０３

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２６１ ２７３ ２５４ １１４ １６２ １３１ １５７ １７６ １８１

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３３５４ ２９９７ ２６８４ ２９６９ ２８９３ ２６２１ ４２５７ ３９０６ ３４６５

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６３８４ ６７２９ ７０６０ ６９１７ ６９４４ ７２４ ５５８５ ５９１７ ６３５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对比资源稀缺国家与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轨迹寻觅问题的切入点，发现资源稀缺国家加

速增长期出现的较早，而资源丰裕国家的增长轨迹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以挪威、加拿大、澳大

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０年以后进入加速增长期，且经济增长总量规模大于日韩等发达的资源
稀缺型国家；位于非洲与中南美洲的资源丰型裕国家的增长在规模上与趋势上一直都未能实现突破。

其中，资源稀缺型国家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的加速增长与发达的资源丰裕型国家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加
速增长均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息息相关。

基于上述增长与发展事实，论文主要围绕资源丰裕条件下的有效增长能否实现与怎样实现展开

论述。首先，通过实际跨期模型阐释资源丰裕条件下有效经济增长实现的理论逻辑。然后，利用包络

分析测算全球５２个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资源丰裕国家增长有效性的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欧美发达资源丰裕国家基于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有效增长，技术创新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优化合理；金砖国家正在试图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向创新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中，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有所改善；而拉美、非洲及中东地区的资源丰

裕国家仍然徘徊在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增长的有效性较差，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贸易结

构与产业结构都被严重的资源化。最后，基于上述资源丰裕条件下有效经济增长实现的理论依据与

国际实践，思考增长有效性较差的国家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目前，拉美、非洲及中东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的 ＧＤＰ总量及增速都未能尽如人意。这类国家的
经济增长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均十分令人担忧。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有效性，需要由之前的依

靠资源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一方面，应当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

导产业集聚，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改善民生、

塑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进而鼓励创新创业，实现创新型发展路径［１４］。但是，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在很大

程度上将创新“挤出”，并扭曲创新发展的一般逻辑。为纠偏丰裕资源对创新发展一般逻辑与机制的

扭曲，政府、企业与高校间要形成“三螺旋”体系。北欧国家之所以能成功的由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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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创新导向型增长模式，创新主体间的“三螺旋”体系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增长有效性较低

的资源丰裕型国家在转变增长方式与实现有效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成为创新的发起者，并通过

“创新发展驱动工程”“创新主体培育工程”“创新载体建设工程”“产业创新与区域创新工程”，充分调

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促成地区转型发展。

此外，资源丰裕型国家的转型发展极易受到群体的非理性的影响，致使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完全

的以市场为导向［１５］。这也再次的强调了政府进行适度的参与的重要性。政府在引导与规制创新发

展的过程中，如何把握介入的时机、参与的程度及支持的领域都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政府在发展导

向上不作为，那么就会使对传统资源型增长路径的依赖时间大幅延长，错失转型的最佳时机。如果政

府在引导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的“越位”，或强制规定企业进行创新转型，则会使企业丧失创新主体的地

位，致使创新难以持续。如果政府一味地强调基础研究，则会极大的推迟对创新成果的受益期，影响

创新的积极性。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在参与和引导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对寻租与腐败行为进行防微杜

渐。中东欧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近年来大多提出了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但是创新成效微乎其微，主要

是因为寻租与腐败的滋生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因此认为，一国在资源丰裕条件下若想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摆脱对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增

长模式的依赖，实现创新转型。在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有政府作为，又要不断的推进开放，

完善市场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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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畅，刘来会：资源丰裕条件下的有效经济增长能实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