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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省际显著分化趋势，文章通过引入劳动力迁徙因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与
具有时变特征的面板固定效应、广义最小二乘等计量模型，从劳动力迁徙导致的资本与劳动技术分化机制、全要

素生产率的分化机理方面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化特征和动态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时段、分区域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进入人口红利关闭期的流出省份劳动要素呈现出供给减少的新现象导致资本要素边际产出递减加

速、资本技术效率急剧下滑与劳动技术效率上涨趋缓。而劳动力供给缺口的不断补充延缓了资本对劳动的替

代，避免了经济较高速度增长中资本替代劳动可能带来的资本技术效率下滑，加速了劳动技术效率上涨。劳动

力流入带动的劳动、资本技术效率提升促进了流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上涨。劳动力流出虽推动劳动技术效率上

涨，但仍不足以弥补资本技术效率的下滑，最终导致了流出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滑。劳动力迁徙改变的劳

动要素供给通过资本、劳动技术效率导致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省际分化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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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具体体现，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受到学术界与政府部

门的普遍关注。蔡窻、沈坤荣等［１～２］指出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

再具有可持续性。从供给侧出发，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解决“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新常态ＧＤＰ增速放缓、甚至部分省份ＧＤＰ负增长的背景下，
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规律与机制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现有研究分别基于索洛余值、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刻画了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动趋势与特征。虽然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存在差异，但基本得到了技术进步效率走势一

致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著下降［３－５］。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力资本［６～７］、研发投入［８～１１］、市场扭曲［１２～１５］、国企垄断［１５～１６］、开放程度与

ＦＤＩ［１７～１９］等因素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变量。但理论上看，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配置的重
要体现必然会受到劳动要素影响，而现有研究关于劳动要素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基本上局限

于人力资本［６－７］、劳动技能结构［２０］、劳动效率［２１－２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劳动要素表现出持

续、大规模的迁徙特征。如果将劳动力迁徙纳入到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机制研究，就有可能发现

并揭示与整体趋势不同的演化规律。

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准确性，本文基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行业分析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动趋势。整体看来，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间显著上涨，而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工业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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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急剧下滑（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见本文第四部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表现出与全社会

一致的变动趋势。分省份看，特别在２０１３年后，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为稳定
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东北、中西部等省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产出增长

（见图１、图２）。如果结合劳动力迁徙趋势继续分析，东部沿海为劳动力流入地区，东北与中西部为劳
动力流出地区。因此，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分化及其与劳动力迁徙的对应特征，本文试图在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引入劳动力迁徙因素、揭示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演化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劳动力迁徙必然会改变流入、流出地区的劳动要素投入的规模与状态，诸多研究基于微观数据也

予以证明［２４－２５］。但基于微观数据的劳动力流动刻画不具备连续性特征，也不能与宏观经济数据相匹

配。因此，为揭示劳动力迁徙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分化机理，本文应首先设计连续、准确的劳

动力迁徙指标，有效刻画劳动力省际迁徙的时空动态特征。

在劳动力迁徙刻画的基础上，继续分析劳动力迁徙改变的要素供给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

制。相对于经济迅速增长与供给较为充裕的资本要素，长期看来，劳动要素必然呈现出相对不足、

甚至是绝对不足特征。持续的资本替代劳动会进一步导致要素边际产出递减。但基于前文分析，

劳动力迁徙增加了流入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了流出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省际分化的劳动要

素投入与配置特征就有可能改变省际要素边际产出状况，呈现出省际差异化的要素技术特征。

尹向飞、段文斌［２６］的研究中根据对偶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全要素资本生产率、全要素劳

动生产率，全要素资本、劳动生产率又可以分解为相应要素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进。这种研究思

路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借鉴该研究思

路，在资本、劳动要素投入的视角下揭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趋势。如果本文可以从劳动力迁徙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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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分析，不仅可以从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根源揭示资本、劳动要素省际分化的技术特征，更可以对省

际全要素生产率分化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提出新的解释。

三、要素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研究

在就业转移的相关刻画中，李扬等［２７］、沈坤荣等［２８］以相对比例衡量了就业转移的趋势与范围。在劳动

力迁徙与全要素省际分化的相关研究中，为保证数据的准确、连续，且与宏观经济数据可比，本文借鉴相对

比例的度量方式，选择以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变动衡量工业劳动力迁徙。其中，劳动力迁徙指标为正表示劳

动力流入，劳动力迁徙指标为负表示劳动力流出，劳动力迁徙指标由负转正表示劳动力回流。

基于工业劳动力迁徙指标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间，劳动力表现出显著的省际迁徙特征。
劳动要素普遍由京津沪等工业产业外迁转移，东北与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流出，流入至东部沿海地区。

劳动力迁徙过程显著增加了流入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并于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２９－３０］的２０１３年后
显著降低了流出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见图３）。

根据工业劳动力迁徙方向与规模，将全国３１个省市划分为工业劳动力流入省份、工业劳动力流出省
份（以下简称流入省份、流出省份）、工业劳动力回流省份，进一步以流出省份、流入省份（见表１）的劳动
力迁徙为研究对象揭示资本、劳动要素的技术效率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省际动态分化机制。

表１ 工业劳动力流动省份划分

区域 省份

流出省份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流入省份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一）资本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分析

理论上看，劳动力迁徙必然改变了省际劳动要素供给与资本、劳动要素的配置状态，就有可能导

致省际差异化的要素技术特征。为揭示资本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整理得到劳动力迁徙与资本技术效率的理论方程为：

ｌｎＹＫ＝ｌｎＡ＋ α( )－１ｌｎｋ＋ α＋β( )－１ｌｎＬ （１）

其中：Ｙ表示产出，Ｌ表示劳动，ｋ表示资本劳动比，ＹＫ表示资本技术效率，Ａ、α、β表示外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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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统计年鉴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企业产值衡量产出，以

折旧与平减后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衡量资本要素投入，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

以产出与资本之比衡量资本技术效率。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流出省份于２０１３年表现出劳动要
素供给显著减少的新现象，因此，在技术分化的实证研究中，选择以２０１３年为分界点，分时段、分区域
揭示资本技术效率的分化机制。

表２ 流出、流入省份资本技术效率演化机制分析

ｌｎＹ／Ｋ
流出省份 流入省份

系数 Ｔ检验 系数 Ｔ检验
常数项 －３４６ －４８７ －３５３ －４７２
ｌｎｋ ０２９ ５３３ ０１１ ２２４
ｌｎＬ ０６７ ４３３ ０７０ ５６９

ｌｎｋ（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０９ －３９１
ｌｎ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０４ ２０７

样本数 １６０ ８０
Ｒ２ ５２９９％ ８７７７％

调整Ｒ２ ５１７７％ ８７４５％
Ｆ检验 ２０１５ ３１０１
ｐｒｏｂ（Ｆ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基于分时段、分区域的面板数据，得到了剔除异方差的稳健的回归结果（见表２）。实证结果显著
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劳动力流入改变的劳动要素供给与要素配置都显著加速了资本技术效率的

上涨，资本技术效率的劳动要素弹性为０．７０，资本技术效率的资本劳动比弹性为０．１１。而劳动力流
出省份的资本技术效率根据劳动要素的流出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在劳动要素的相对充裕阶

段，劳动要素供给增多与资本劳动比上涨都显著加速了资本技术效率提升；而在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

２０１３年后，劳动力流出不仅直接加速抑制了资本技术效率的上涨，资本技术效率的劳动要素弹性为
０．７１，并且加速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导致资本产出比弹性显著下滑，资本技术效率的资本劳
动比弹性由０．２９下滑至０．２０。

实证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迁徙导致了资本技术效率显著分化的新特征（见图４）。由于要素边际产
出递减，理论上看资本技术效率必然存在着下滑趋势。但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入避免了资本要素的

边际产出递减，资本技术效率保持较为稳定的上涨趋势。而劳动力流出不仅直接降低了资本的技术

效率，同时也加速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资本技术效率显著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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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分析

同理，作为与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迁徙不仅改变了省际资本技术效率的演化规

律，必然也改变了劳动技术效率全新的变动趋势。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力迁徙改变的劳

动技术效率理论模型为：

ｌｎＹＬ＝ｌｎＡ＋αｌｎｋ＋ α＋β( )－１ｌｎＬ （２）

其中：Ｙ表示产出，Ｌ表示劳动，ｋ表示资本劳动比，ＹＬ表示劳动技术效率，Ａ、α、β表示外生参数。

在前文指标设计的基础上，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企业产值与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之比

来衡量劳动技术效率。

基于分时段与分区域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流入显著且稳定地加速了劳动技术效率提升，劳动

技术效率的劳动要素弹性为０．７０，劳动技术效率的资本劳动比弹性为１１１（见表３）。与此同时，劳动
力流出对劳动技术效率存在着显著的时变特征。在流出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相对充裕阶段，劳动要

素供给加速了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技术效率的劳动弹性为０６７。而伴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
力流失导致的要素供给显著降低不仅抑制了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其弹性为０７１；劳动力流失导致的
资本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也造成资本劳动比对劳动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其弹

性由１２９下滑至１２０。

表３ 流出、流入省份劳动技术效率演化机制分析

ｌｎＹ／Ｌ
流出省份 流入省份

系数 Ｔ检验 系数 Ｔ检验

常数项 －３４６ －４８７ －３５３ －４７２

ｌｎｋ １２９ ２３９４ １１１ ２２５１

ｌｎＬ ０６７ ４３３ ０７０ ５６９

ｌｎｋ（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０９ －３９１

ｌｎ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０４ ２０７

样本数 １６０ ８０

Ｒ２ ９４８２％ ９７０１％

调整Ｒ２ ９４６９％ ９６９４％

Ｆ检验 １５７８７ ４１５２０

ｐｒｏｂ（Ｆ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实证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迁徙不仅改变了资本的技术效率，同时也改变了劳动要素的技术效率，导

致劳动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在人口红利存续期间，省际劳动技术效率保持较为稳定的同方向上涨

趋势；但伴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力迁徙导致省际劳动技术效率逐渐拉大，流出省份劳动技术

效率甚至于研究期末表现出增速放缓、显著下滑的新特征（见图５）。
Ｓｈｉｏｊｉ在迁徙与区域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将劳动力迁徙并未能缩小区域收入（ｉｎｃｏｍｅ）差距的现象

称之为“迁徙之谜”［３１］。钟笑寒、许召元和李善同、李晓宁等［３２－３４］学者对中国的此类现象进行了大量

研究，但仍未得到普遍接受的解释。而基于本文劳动力迁徙框架下的劳动技术效率分化规律研究可

以为迁徙之谜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劳动力迁徙不仅增加了流入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更重要的是提

升了劳动要素的技术水平，进而将提升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而劳动力流出抑制了劳动要素的技术

水平上涨、甚至降低了劳动要素的技术水平，进而将降低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劳动力迁徙导致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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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分化最终导致区域差距并未收敛。

四、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省际分化机制研究

（一）劳动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分析

基于不需设定生产函数形式，也无需估计参数的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刻画省际工业全要
素生产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定义为：

Ｍｉ ｘ
ｔ，ｙｔ，ｘｔ＋１，ｙ( )ｔ＋１ ＝

Ｄｔ＋１ｉ ｘｔ＋１，ｙ( )ｔ＋１

Ｄｔ＋１ｉ ｘｔ，ｙ( )ｔ
×
Ｄｔｉ ｘ

ｔ＋１，ｙ( )ｔ＋１

Ｄｔｉ ｘ
ｔ，ｙ( )槡 ｔ （３）

其中：Ｄｉ分别表示不同时期的技术水平。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即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于０，技
术水平提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１即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小于０，技术水平下滑。

表４ 流出、流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演化趋势

ＴＦＰ增速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山西 －００６４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３
内蒙古 ０１２３ ０４５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辽宁 ００２４ ０２８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２４
吉林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７
黑龙江 ００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６
海南 ０１２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８
云南 ００８ ０３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西藏 ０１０２ ０５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２９
甘肃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８
青海 ０１８９ 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８
江苏 ０１０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３
浙江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福建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８
山东 ００７１ ０２４６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３
广东 ０１２３ ０２１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２８

基于工业统计数据，本文将流入、流出省份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１５个省市自治区视为独立的决策单
元，构建不同时期的最佳生产前沿面，运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以衡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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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入省份的整体技术进步特征（见表４）。
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整体演化趋势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迅速上升，自

２００５年起显著下滑，甚至个别省份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呈现出技术进步率负值特征。
以省际演化趋势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本呈现出流入、流出省份递减趋势（见图１、图２），并且省际
差距逐渐拉大，甚至于２０１３年后显著分化。

（二）劳动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化机制分析

以劳动力迁徙改变的资本技术效率与劳动技术效率作为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根本解释变

量，因可能存在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首先分别基于Ｗａｌ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与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ｔｅｓｔ对流出、流入省份的
样本数据进行检验（见表５、表６）。

表５ 流出省份样本数据自相关与异方差检验

原假设 统计值 Ｐｒｏｂ
Ｈ０：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Ｆ（１，９）＝６００ ００４

Ｈ０：同方差 ｃｈｉ２（１０）＝２０３８９ ０００

表６ 流入省份样本数据自相关与异方差检验

原假设 统计值 Ｐｒｏｂ
Ｈ０：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Ｆ（１，４）＝１９１３ ０２４

Ｈ０：同方差 ｃｈｉ２（５）＝１１７９７ ０００

基于流出、流入省份检验可知，样本数据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但存在显著异方差。因此，在对流

出、流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分化演化机制的分区域与分时段实证研究中，选择可以有效剔除异方差的

广义最小二乘予以回归分析。

表７ 流出、流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分化演化机制分析

ＴＦＰ增速
流出省份 流入省份

系数 Ｚ检验 系数 Ｚ检验
常数项 －００２ －２９３ －０００ －１０５
ΔｌｎＹ／Ｋ ０５４ １０７３ ０５９ １５７０
ΔｌｎＹ／Ｌ ０６５ １３３１ ０５０ １１２９

Δｌｎｋ（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３０ －３２４
Δｌｎ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２０ ２２８

样本数 １６０ ８０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检验 ９３２１１ １００３５２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

整体回归与参数系数显著性较高，很好地揭示了劳动力迁徙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省际分化的

理论预期。劳动力流入显著增加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其改变的劳动要素技术效率与资

本技术效率都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上涨，劳动技术效率乘数与资本技术效率乘数分别为０５０
与０５９。劳动力流入稳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涨，劳动力流出改变的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动则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在人口红利存续期间，劳动要素供给增多带动的资本技术效率与劳动技

术效率上涨都相对稳定且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上涨，劳动技术效率乘数为０６５，资本技术效率乘数为
０５４（见表７）。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趋于关闭，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加速了资本要素边际产出递减，
资本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半，乘数仅为０２４。与此同时，劳动要素供给减少也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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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甚至于研究期末下滑，劳动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乘数为０８５。
实证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迁徙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分化。普遍看来，由于要素边际产出递

减与模仿型技术进步趋于消失，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然逐渐下滑。但在劳动力

省际迁徙视角下的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劳动力迁徙改变的资本技术效率与劳动技术效率。

劳动力流出抑制了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导致了资本技术效率的下滑，但劳动力流出导致劳动技术效

率的上涨幅度远低于资本技术效率下滑程度，因此，劳动力流出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而劳动力流

入不仅避免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资本与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而二者又共

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终，劳动力迁徙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省际分化的严重后果。

五、结论与启示

对基于劳动力持续、大规模省际迁徙的动态特征，对劳动力流出、流入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化

问题进行了分时段、分区域的实证研究，试图探究全要素生产率分化的根源，并进一步为我国新时期

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提出全新解释，为此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基于具有时变特征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迁徙导致了资本技术效率

显著分化的新特征。由于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资本技术效率必然存在着下滑趋势。但劳动力持续、大

规模流入避免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资本技术效率保持较为稳定的上涨趋势。而劳动力流出

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不仅直接降低了资本的技术效率，同时也加速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

资本技术效率显著下滑。

第二，基于具有时变特征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迁徙导致了劳动要素技术

效率省际分化。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流出省份呈现出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劳动力流出抑制

了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甚至导致其下滑。而劳动力流入弥补了流入省份的劳动要素缺口，加速了劳

动技术效率的稳定、持续上涨。

同时，劳动力迁徙导致劳动技术效率省际分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术界与政府部门普遍

关注的“迁徙之谜”问题。劳动技术效率不仅可以反映劳动的技术特征，也可以衡量劳动回报水平。

劳动回报水平上涨意味着厂商提供的工资水平提升，劳动回报上涨趋缓、甚至下滑必然导致厂商提供

的工资水平上涨趋缓。因此，在劳动力迁徙的框架下，劳动力迁徙拉大了劳动技术效率变化，导致其

省际分化，最终必然造成省际工资的分化。

第三，基于具有时变特征且剔除异方差的广义最小二乘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迁徙改变的

省际资本、劳动技术效率特征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分化。劳动力流出抑制了劳动技术效率的

上涨、导致了资本技术效率的下滑，但劳动力流出导致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幅度远低于资本技术效率

下滑程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于流出省份劳动要素供给减少时显著下滑。而劳动力流入不仅避

免了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资本与劳动技术效率的上涨，而二者又共同推动了

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劳动力迁徙最终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省际分化的严重后果。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的体现，其实质在于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在模

仿型技术进步趋缓、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与省际经济分化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分化不仅意味

着部分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乏力，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我国持续依赖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

济增长难以持续。而基于本文劳动力迁徙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演化机制发现，劳动力流入可以有

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上涨。促进劳动力流入与落后地区吸纳劳动力回流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

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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