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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错配、产出损失严重制约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区别于既
有文献，将建设用地这一生产要素引入到Ａｏｋｉ（２０１２）的资源错配模型，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算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中国各地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资源错配指数，并利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
机前沿分析模型对产出变动进行了再分解。还考察了要素综合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对建设

用地资源错配指数进行了省内、省际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各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劳动

力、建设用地资源错配；考察期内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区域市场份额、要素产出弹性、要素资源错配均对产出

变动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变动的影响还可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考察

期内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始终处于高协调磨合阶段，且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

省际之间的差异。针对上述研究结果，应在全国层面开展多种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的跨区域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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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财政分权、以ＧＤＰ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迫使许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步
伐［１］。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各地对生产要素纷纷展开争夺，并实行地方保护以限制其自由流

动，造成生产要素市场分割严重［２］。“以邻为壑”、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的发展模式固然带来了经济

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和过度消耗，其负外部性正逐步显现。以土地资源为例，

２０１５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已达３８５３３３×１０４ｈｍ２，年内新增建设用地５０６６×１０４ｈｍ２，同比增长２％左
右［３］。由于新增建设用地大都占用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粮食安全、生态保障形势不容乐观。为此，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国家将严格限制城市建设用地供
给［４］。与建设用地大规模投入形成鲜明对比，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却普遍不高。以中国最为发达的

长江三角洲为例，２０１３年长三角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已达１７％，上海地区更是高达３６％，而地均ＧＤＰ
仅为每平方千米９７４万美元［５］，土地利用效率远低于世界其他城市群。已有研究及实践表明，加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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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研发投入、实现技术创新可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进而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但Ｒ＆Ｄ活动易受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等方面的掣肘，短期内恐难奏效。于是，在生产要素
约束日渐趋紧的时代背景下，破除生产要素市场分割，纠正存量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错配进而

提升ＴＦＰ和经济产出，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话题。
资源错配是针对资源有效配置而提出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在资源约束下实现产出最大化的配

置状态，而资源错配便是偏离这一理想配置状态［６］。Ｈｓｉｅｈ＆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７］、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Ｍｏｌｌ
（２０１０）［８］、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９］、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３）［１０］为近些年来国外定量研究资源错配的经典
文献，其共同之处皆为在要素价格上增加“税收楔子”，利用有无扭曲“楔子”来刻画资源错配及其影

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市场有其特定的发展阶段及特殊性，资源错配现象可能更加突出，尤以

要素市场为甚。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１）资源错配指数的测度及资源错配对产出的影响。聂辉华等
（２０１１）［１１］、陈永伟等（２０１１）［１２］、邵宜航等（２０１３）［１３］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的资
源错配程度进行了测算，并考察了资源错配对ＴＦＰ及产出变动的影响。楼东玮（２０１３）［１４］通过改造传
统的生产函数，推导和计算出衡量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数，并详细区分了产业内绝对错配指数、要素的

自价格错配指数以及产业间相对错配指数。袁志刚等（２０１１）［１５］、柏培文（２０１４）［１６］、张兴龙等
（２０１６）［１７］则利用中观层面或宏观层面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不同产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对
产出变动的影响。（２）资源错配的成因。简泽（２０１１）［１８］、谢呈阳等（２０１４）［１９］、靳来群等（２０１５）［２０］、
邢志平等（２０１６）［２１］、周海波等（２０１７）［２２］分别从产品及要素市场不完全、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与要素
资源迁移速度不匹配、行政垄断导致的所有制歧视、政府干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等多角

度考察了资源错配的成因。（３）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治理。冼国明等（２０１３）［２３］、白俊红等
（２０１６）［２４］、韩国高等（２０１７）［２５］认为资源错配对中国企业进出口、创新发展均具有抑制效应，且造成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季书涵等（２０１６）［２６］、周海波等（２０１７）［２２］则分别从产业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等角度探讨了资源错配的治理措施。

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１）截止目前，国内外有关资源错配的研究大都关注资本、劳动力
等两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内外研究其错配程度的文献凤毛麟角，仅有

程丽雯等（２０１６）［２７］、李力行等（２０１６）［２８］、张雄等（２０１７）［２９］寥寥数篇文献有所涉及。（２）既有文献大
都针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微观数据展开研究，难免有数据过于陈旧之嫌，关注
领域也局限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范围内的资源错配，对跨区域范围内的不同产业（行业）间的资源错

配研究明显不足。（３）具体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资源错配指数的测算大都采用了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
产函数，而对产出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则基本上沿用了Ｓｙｒｑｕｉｎ的理论框架。（４）既有文献虽然提出
了一些资源错配的治理措施，但大都“就事论事”、“各自为政”，忽视了应从根本上破除资源错配的生

存土壤，更未强调要在整体上加强各种要素资源错配的协同治理及全国范围内的协同合作。

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２８６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生产要素
的资源错配程度，并建立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产出变动进行了再分解。本

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１）将建设用地纳入到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９］的理论框架，弥补已有研究对土地生产
要素长期忽略的不足。（２）从区域异质性角度考察了非农产业的生产要素资源错配，有效规避了微观
层面建设用地数据匮乏的弊端。（３）具体方法上，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资源错配进行测算，并尝
试建立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产出变动进行再分解。（４）考察了生产要素的
综合错配指数与市场分割指数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对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基尼系数进行了省内、省际

分解，强调各地应协调统一，开展要素资源错配的跨区域综合治理。

二、研究设计及理论模型

（一）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的测度

既有研究大都基于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展开，隐含着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强假设。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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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经济现阶段还普遍存在着政府干预，“看不见的手”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造成的要素价格扭

曲势必影响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而加剧要素资源错配。本文放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强假设，采

用包容性更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要素资源错配展开研究。

假设ｉ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ｊ市（州、盟，以下简称市）的非农产业生产需要投入三种生产
要素，即资本（Ｋ）、劳动力（Ｌ）、建设用地（Ｑ），且该地区内企业的生产函数相同，可用统一的生产函数
来代表该地区的生产，即：

ｌｎＹｉｊ＝β０＋β１ｌｎＫｉｊ＋β２ｌｎＬｉｊ＋β３ｌｎＱｉｊ

＋１２β１１（ｌｎＫｉｊ）
２＋１２β２２（ｌｎＬｉｊ）

２＋１２β３３（ｌｎＱｉｊ）
２

＋β１２（ｌｎＫｉｊ）（ｌｎＬｉｊ）＋β１３（ｌｎＫｉｊ）（ｌｎＱｉｊ）＋β２３（ｌｎＬｉｊ）（ｌｎＱｉｊ） （１）
其中，Ｙｉｊ表示该地区的经济产出，Ｋｉｊ，Ｌｉｊ，Ｑｉｊ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及建设用地的投入量。鉴于目

前中国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因此假设产品市场不存在价格扭曲。为使

每个地区均达到竞争均衡，构建利润函数如下：

πｉｊ＝Ｙｉｊ－（１＋τＫｉｊ）ＰＫｉｊＫｉｊ－（１＋τＬｉｊ）ＰＬｉｊＬｉｊ－（１＋τＱｉｊ）ＰＱｉｊＱｉｊ （２）

其中，τＫｉｊ，τＬｉｊ，τＱｉｊ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税收楔子”
［１２］，用来表示价格

扭曲，ＰＫｉｊ，ＰＬｉｊ，ＰＱｉｊ则分别表示完全竞争条件下三种生产要素的价格。
由（２）式可得，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πｉｊ
Ｋｉｊ
＝
Ｙｉｊ
Ｋｉｊ
－（１＋τＫｉｊ）ＰＫｉｊ＝０

πｉｊ
Ｌｉｊ
＝
Ｙｉｊ
Ｌｉｊ
－（１＋τＬｉｊ）ＰＬｉｊ＝０

πｉｊ
Ｑｉｊ
＝
Ｙｉｊ
Ｑｉｊ
－（１＋τＱｉｊ）ＰＱｉｊ













 ＝０

（３）

记ηＫｉｊ＝
ｌｎＹｉｊ
ｌｎＫｉｊ

，则根据（１）式有：

ηＫｉｊ＝
ｌｎＹｉｊ
ｌｎＫｉｊ

＝β１＋β１１（ｌｎＫｉｊ）＋β１２（ｌｎＬｉｊ）＋β１３（ｌｎＱｉｊ） （４）

Ｙｉｊ
Ｋｉｊ
＝
Ｙｉｊ
Ｋｉｊ
ｌｎＹｉｊ
ｌｎＫｉｊ

＝
Ｙｉｊ
Ｋｉｊ
ηＫｉｊ （５）

由（４）、（５）式可以发现，资本的产出弹性不仅包括了资本的直接效应，还包括了资本、劳动力、建
设用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同样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产

出，这一点是传统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所没有涉及的。
总产出Ｙ为各地区产出的加总，即：Ｙ＝∑

ｉ
∑
ｊ
Ｙｉｊ，且各生产要素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Ｋ＝∑
ｉ
∑
ｊ
Ｋｉｊ

Ｌ＝∑
ｉ
∑
ｊ
Ｌｉｊ

Ｑ＝∑
ｉ
∑
ｊ
Ｑ










ｉｊ

（６）

根据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９］的研究方法，联立（３）～（６）式可以得到 ｉ省 ｊ市资本要素投入量的均衡
解，即：

Ｋｉｊ＝
ｓｉｊηＫｉｊ
１＋τＫｉｊ

Ｋｉ／∑ｊ
ｓｉｊηＫｉｊ
１＋τＫｉｊ

（７）

其中，ｓｉｊ为ｉ省ｊ市的产出占ｉ省总产出的比重，即：ｓｉｊ＝Ｙｉｊ／Ｙｉ。
根据Ｈｓｉｅｈ＆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７］、陈永伟等（２０１１）［１２］的定义，资本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系数及相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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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扭曲系数分别为：

θＫｉｊ＝
１

１＋τＫｉｊ
（８）

θ
∧

Ｋｉｊ＝
θＫｉｊ

∑
ｊ
（
ｓｉｊηＫｉｊ
ηＫｉ
）θＫｉｊ

（９）

其中，ηＫｉ为按市场份额加权的ｉ省资本要素的平均贡献程度，即：
ηＫｉ＝∑ｊｓｉｊηＫｉｊ （１０）

联立（７）～（１０）式，可以得到包含价格相对扭曲系数的资本要素投入量为：

Ｋｉｊ＝
ｓｉｊηＫｉｊ
ηＫｉ
θ
∧

ＫｉｊＫｉ （１１）

同理：Ｌｉｊ＝
ｓｉｊηＬｉｊ
ηＬｉ
θ
∧

ＬｉｊＬｉ，Ｑｉｊ＝
ｓｉｊηＱｉｊ
ηＱｉ
θ
∧

ＱｉｊＱｉ （１２）

则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也可表示为：

θ
∧

Ｋｉｊ＝
Ｋｉｊ
Ｋｉ
／
ｓｉｊηＫｉｊ
ηＫｉ
，θ
∧

Ｌｉｊ＝
Ｌｉｊ
Ｌｉ
／
ｓｉｊηＬｉｊ
ηＬｉ
，θ
∧

Ｑｉｊ＝
Ｑｉｊ
Ｑｉ
／
ｓｉｊηＱｉｊ
ηＱｉ

（１３）

（１３）式表明，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扭曲系数等于生产要素的实际配置比例与其对产出的贡献率
之比。若价格相对扭曲系数大于１，表明生产要素呈现过量配置；若价格相对扭曲系数小于１，则表明
生产要素呈现配置不足。因此，价格相对扭曲系数实际上反映了生产要素的资源错配情况，这与目前

既有文献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产出变动的再分解

既有文献［１２］［１４］［３０］对产出变动的分解大都基于Ｓｙｒｑｕｉｎ的增长核算框架并进行了适当拓展，将产
出变动分解为ＴＦＰ的变动、要素投入的变动以及要素配置效应的变动等［１２］几个部分，且均以企业微

观数据展开讨论。正如（４）～（５）式所描述的，生产要素除了对资源配置具有直接效应外，它们之间
的相互作用对资源配置同样具有溢出效应，既有研究忽视了这一点，造成分解结果中单一生产要素对

产出变动的贡献可能被高估。本文尝试建立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２７］［３１］，实现

对产出变动更加细致地分解。

将时间趋势引入到（１）式中，得到：
ｌｎＹ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Ｋｉｊｔ＋β２ｌｎＬｉｊｔ＋β３ｌｎＱｉｊｔ

＋１２β１１（ｌｎＫｉｊｔ）
２＋１２β２２（ｌｎＬｉｊｔ）

２＋１２β３３（ｌｎＱｉｊｔ）
２

＋β１２（ｌｎＫｉｊｔ）（ｌｎＬｉｊｔ）＋β１３（ｌｎＫｉｊｔ）（ｌｎＱｉｊｔ）＋β２３（ｌｎＬｉｊｔ）（ｌｎＱｉｊｔ） （１４）

＋βｔｔ＋
１
２βｔｔｔ

２＋β１ｔ（ｌｎＫｉｊｔ）ｔ＋β２ｔ（ｌｎＬｉｊｔ）ｔ＋β３ｔ（ｌｎＱｉｊｔ）ｔ

＋（ｖｉｊｔ－ｕｉｊｔ）
（１４）式中，ｔ表示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ｖｉｊｔ表示随机误差项，ｕｉｊｔ表示技术无效率项，ｖｉｊｔ、ｕｉｊｔ相互独

立，且ｖｉｊｔ：Ｎ（０，σ
２
ｖ），ｕｉｊｔ：Ｎ

＋（ｍｉｊｔ，σ
２
ｕ）。其中ｍｉｊｔ＝ξ０＋ξＺｉｊｔ，Ｚｉｊｔ为引起该地区技术无效率的外生变量的

向量集合，ξ为外生变量的参数向量，ξ０为常数项。
（１４）式对 ｔ求一阶偏导，并根据中值定理，可得由 ｔ到（ｔ＋１）时刻的产出变动率为（略去脚标

ｉｊｔ）：

Ｙ·

Ｙ＝
ｌｎｆ（Ｋ，Ｌ，Ｑ，ｔ）

ｔ
＋ηＫ

Ｋ·

Ｋ＋ηＬ
Ｌ·

Ｌ＋ηＱ
Ｑ·

Ｑ－
ｕ
ｔ

（１５）

（１５）式中，ηＫ≈
１
２（η

ｔ
Ｋ＋η

ｔ＋１
Ｋ ），ηＬ≈

１
２（η

ｔ
Ｌ＋η

ｔ＋１
Ｌ ），ηＱ≈

１
２（η

ｔ
Ｑ＋η

ｔ＋１
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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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１１）～（１５）式，可得产出变动率的表达式（略去脚标ｉｊ）：

Ｙ·

Ｙ＝βｔ＋βｔｔｔ＋β１ｔ（ｌｎＫｔ）＋β２ｔ（ｌｎＬｔ）＋β３ｔ（ｌｎＱｔ）

＋ （ηＫ＋ηＬ＋ηＱ）ｌｎ（
ｓｔ＋１
ｓｔ[ ]）

＋ ηＫ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ηＬ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ηＱｌｎ（
θ
∧

Ｑｔ＋１

θ
∧

Ｑｔ
[ ]） （１６）

＋ ηＫｌｎ（
ηＫｔ＋１
ηＫｔ
／
ηＫｔ＋１
ηＫｔ
）＋ηＬｌｎ（

ηＬｔ＋１
ηＬｔ
／
ηＬｔ＋１
ηＬｔ
）＋ηＱｌｎ（

ηＱｔ＋１
ηＱｔ
／
ηＱｔ＋１
ηＱｔ[ ]）

－ｕ
ｔ

（１６）式的分解结果与已有文献明显不同。（１６）式将产出变动分为五个部分，右边第一部分为技
术进步所带来的产出变动，具体包括中性技术进步（前两项）和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后三项）；第二

部分为研究区域市场份额的变化所带来的产出变动，其中（ηＫ＋ηＬ＋ηＱ）之和大于１、等于１、小于１分
别表示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增、不变以及递减；第三部分为生产要素的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产出变动；

第四部分为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变化所带来的产出变动；第五部分为引起技术无效率的外生变量的变

化所带来的产出变动。

进一步观察（１６）式的第三部分，发现生产要素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产出变动还可以继续分解。

ηＫ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ηＬ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ηＱｌｎ（
θ
∧

Ｑｔ＋１

θ
∧

Ｑｔ

）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资源错配所带来的

产出变动，以资本要素为例，引入时间趋势后，（４）式变为：

ηＫｉｊ＝
ｌｎＹｉｊ
ｌｎＫｉｊ

＝β１＋β１１（ｌｎＫｉｊ）＋β１２（ｌｎＬｉｊ）＋β１３（ｌｎＱｉｊ）＋β１ｔｔ （１７）

将（１７）式代入ηＫ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中，得到（略去脚标ｉｊ）：

ηＫ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β１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

＋ β１１（ｌｎＫ）＋β１２（ｌｎＬ）＋β１３（ｌｎＱ）＋β１ｔ[ ]ｔｌｎ（
θ
∧

Ｋｔ＋１

θ
∧

Ｋｔ

） （１８）

（１８）式中右边第一部分为直接效应下资本要素错配对产出变动的影响，第二部分为溢出效应下
资本要素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既有文献［１２］［３０］在测算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时，仅仅考

虑了单一生产要素的直接效应。实际上，要素投入之间存在替代性［７］［１３］，某种要素投入减少往往带

来另一种要素投入增加，要素的资源错配具有相互作用的溢出效应。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分解结

果更加严谨。

类似于（１８）式，劳动力、建设用地两种生产要素错配对产出变动的再分解结果为：

ηＬ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β２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

＋ β１２（ｌｎＫ）＋β２２（ｌｎＬ）＋β２３（ｌｎＱ）＋β２ｔ[ ]ｔ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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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Ｑｌｎ（
θ
∧

Ｑｔ＋１

θ
∧

Ｑｔ

）＝β３ｌｎ（
θ
∧

Ｌｔ＋１

θ
∧

Ｌｔ

）

＋ β１３（ｌｎＫ）＋β２３（ｌｎＬ）＋β３３（ｌｎＱ）＋β３ｔ[ ]ｔｌｎ（
θ
∧

Ｑｔ＋１

θ
∧

Ｑｔ

） （２０）

三、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样本选择

根据研究目标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２８６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并
将考察期选定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为考察要素资源错配的区域异质性，借鉴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
将研究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等１１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等８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１２个省（市、自治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资本投入量以非农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表示，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具体涉及到基期物质资本

存量、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等数据。将基期（２００６年）投资除以固定资产平均增长率及资本折旧率
之和所得到的商作为基期物质资本存量［２７］，折旧率取９６％［１５］，且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

减；将每年非农产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以上数据均源于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亿元。

劳动力投入量为各地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年初、年末平均值，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

位为万人。

建设用地投入量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及《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部分缺失

的数据参照当年各地《国土资源统计公报》或《政府工作报告》加以补充，单位为万公顷

（１０４ｈｍ２）。
经济产出量为各地每年非农产业的产出增加值，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按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单位为亿元。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所有面板数据（时间趋势变量除外）进行平稳性检验。ＬＬＣ（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Ｃｈｕ）检验和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所有变量序列均平稳。

为检验因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需要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结果表
明，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非农产出与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之间均不存在明显的双向

因果关系，即因果变量之间不存在内生性。

限于篇幅，平稳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均未列出。

综合既有文献的研究［２１～２２］，本文选择政府干预（Ｚ１）、交通基础设施（Ｚ２）、人力资本水平（Ｚ３）、地
理位置（Ｚ４）等四个变量为引起技术非效率的外生变量，详见表１。效率方程为：

ｍ＝ξ０＋ξ１Ｚ
１＋ξ２Ｚ

２＋ξ３Ｚ
３＋ξ４Ｚ

４ （２１）
其中，ξ０为常数项，ξ１～ξ４为外生变量的系数。
利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１软件包，采用Ｂａｔｔｅｓｅ＆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３２］所提出的一步极大似然法对（１４）式进行

估计。限于篇幅，仅列出了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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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引起技术非效率的外生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标识 定义（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

政府干预 Ｚ１ 政府财政支出／地区ＧＤＰ

交通基础设施 Ｚ２ （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地区面积

人力资本水平 Ｚ３
非农产业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人数／非农产业就业总人数

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及各省（市、自治

区）统计年鉴

地理位置 Ｚ４ 虚拟变量，东部＝１，中西部＝０ －

表２ 模型的估计结果（整体样本）

生产方程 效率方程

系数 估计值 Ｔ值 系数 估计值 Ｔ值

β０ －１４７５２ －４２９７２ ξ０ １６２８１ １３８２６５

βｔ ０４０１７ ３１８７４ ξ１ ０８６９４ ７７５９２

βｔｔ ０００８６ ７８７４３ ξ２ －１６２５３ －１８７８４４

β１ｔ －００７４８ －１１４３７６ ξ３ －０７７３６ －８３５２８

β２ｔ ００４９１ ０８９３１ ξ４ －０５６４８ －７１９６５

β３ｔ －０８４６３ －９２７５２

β１ １２３７２ １２９７４３

β２ ０８３７２ ０３４９１

β３ ０３１７４ １０６９３７

β１１ －０２５８１ －８３２５１

β２２ ０１７２３ １０４７５４

β３３ －０７６２８ －９３７２８ σ２ ００６１６ １７１２８４

β１２ －１３６９４ －６９４７４ γ ０８３９４ １３７８１６

β１３ １６７４７ ７４９２６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２３４

β２３ ０２１７５ ０６５４７ ＬＲ ６３６５

　　注：、、分别表示达到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２可以发现：
（１）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系数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大都显著，表明采用超越对数

生产函数比采用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更加合理。
（２）σ２、γ均达到１％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技术非效率显著存在；γ＝０８３９４，即由技术非效率因素

所引起的误差占总体误差的比例为８３９４％，表明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合理。
（３）效率方程中各系数均显著，表明引起技术非效率的外生变量选择合理。其中，ξ１的系数为正，

ξ２～ξ４的系数为负，表明政府干预对非农经济产出具有抑制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地
理位置等因素对非农经济产出具有促进作用。

（４）生产方程中各系数大都显著。其中，时间 ｔ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技术进步有利
于促进中国非农产业的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加大。β１、β２、β３为正值，
表明三种要素对非农产出均有促进作用，但资本和建设用地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这两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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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投入量的增长，非农产出却增长缓慢，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两种要素可能存在较严重的资源错配，一

味盲目地增加投入对产出增长并无益处。

（二）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的测度结果

根据表２的回归结果及（１３）式，以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作为资源错配程度的测度指标，可计算
出考察期内各地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资源错配程度，结果详见表３。限于篇幅，本
文仅列出东、中、西三大区域部分年份的测度结果。

表３ 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的测度结果

地区 生产要素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十年均值

东部

资本 １７１６ １４２３ １２７２ １２６３ １１９６ １３３１

劳动力 ０６３８ ０７１４ ０７７３ ０７５６ ０７９７ ０７６１

建设用地 ０８６１ ０８３７ ０７８３ ０７３５ ０６９８ ０７６９

中部

资本 １２１２ １３４８ １２５１ １３５３ １３１７ １２６８

劳动力 １２６１ １１１７ ０９３２ ０８４８ ０８７２ ０９１６

建设用地 １１７４ １１６４ ０９７３ ０９３８ ０８４５ ０９４１

西部

资本 ０６８５ ０７０３ ０７６６ ０７３８ ０８０４ ０７３５

劳动力 １４６６ １３８１ １２３７ １２１６ １１９３ １２６４

建设用地 １４７２ １５２５ １７４１ １７７９ １８３８ １７０２

由表３可以发现：
（１）东、中、西三大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生产要素资源错配，且资源错配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资

源禀赋条件以及国内要素流动趋势基本吻合。

（２）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的资本要素存在过度配置，劳动力、建设用地却呈现配置不足。东部
发达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良好，交通设施完善，始终是资本的净流入地，但由于东部地

区较高的生活成本及较高的人力资本要求形成了对普通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另外东部地区虽

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却很小，建设用地保有量已趋于饱和，难以满足经济

发展的需要。

（３）考察期内，中部地区的资本要素同样存在过度配置，劳动力、建设用地却由过度配置转为配置
不足。中部地区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等较西部地区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承接东部

地区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中部地区迅速崛起，劳动力、建设用地逐步呈现配置

不足。

（４）考察期内，西部地区的资本要素存在配置不足而劳动力、建设用地却存在过度配置，这与东、
中部地区有所不同。西部地区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禀赋普遍不如东、中部，且在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中，西部地区大都处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自２００６年国家西部
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但大都承接东、中部地区过剩产能的转移，建设

用地粗放式扩张现象较为突出，但投资仍显不足。

（三）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变动影响的再分解

根据（１６）～（２０）式可对各地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每年的产出变动进行分解。与已有文献明显不同的
是，本文的分解方法将技术进步的贡献进一步细分为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的

贡献，而将各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的贡献细分为直接效应的贡献和溢出效应的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仅

列出了部分年份各地产出变动分解结果的均值，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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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部分年份产出变动分解结果的均值（％）

年份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技术进步的变动
中性技术进步 ５１４ ２４４ ２７６ ２８３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 ３０８３ ３２７７ ３１４９ ３０３２

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动

资本产出弹性 ３３７ ２８２ ２３６ ３１４

劳动力产出弹性 １８４ １９３ ２２４ ２６７

建设用地产出弹性 ６２２ ５８５ ５５８ ５１３

区域市场份额的变动 ３８４ ３２４ ２７８ ２９３

要素资源错配的变动

资本错配
直接效应 ２３７ ２８７ ２９１ ２７５

溢出效应 １１４ １０５ １７４ １９４

劳动力错配
直接效应 １５６ １１８ １９４ １１４

溢出效应 ０４１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３４

建设用地错配
直接效应 －５２８ －５３７ －６４１ －６７２

溢出效应 －２１６ －２３８ －２５１ －２５３

技术效率的变动 ５０７２ ５３０３ ５４４５ ５６０６

由表４可以发现：
（１）技术效率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最大，贡献率基本保持在５０％以上。本文第四部分中引

起技术非效率的诸因素对非农产出增长的带动作用亦正亦负，既有文献对此已有较充分的研究，努力

改善这些影响因素对非农产出大有裨益，但同时需注意，要素资源错配将限制这些影响因素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２）技术进步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较大，贡献率基本保持在３０％以上。其中，要素偏向性技
术进步的贡献率占绝大部分，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占比很小，表明中国非农产出的增长仍然依靠要

素的粗放性投入，科技研发所起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引言部分所指出的科技研

发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进而使得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从而带动产出增长显得尤为必要。

（３）区域市场份额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较小，这与陈永伟等（２０１１）［１２］、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９］的研究
基本一致。虽然近些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意识逐步增强，但在财

政分权、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的驱动下，各地仍存在发展目标、产业布局严重
雷同，甚至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为进行市场分割［２］，形成“以邻为壑”、“诸侯经济”的“丛林竞争”

发展模式［２］，导致各地经济产出的市场份额总体上变化不大，其对产出变动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

计”［９］。

（４）要素资源错配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总体影响为负，表明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增长具有负作
用。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考察期内资本、劳动力两种要素资源错配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作用为正，

表明这两种要素资源错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建设用地资源错配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始终为负，

且有逐步加大的趋势，表明中国存在较严重的建设用地资源错配，且错配程度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

是，与既有文献不同，每种生产要素均被再分解为直接效应的贡献和溢出效应的贡献，表明某种要素

错配程度的变化将对其它要素错配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产出，即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

用，而既有文献忽视了这一点。

（５）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整体不高，且考察期内变动幅度不大。技术进步、要
素错配、规模经济等都有可能对要素产出弹性产生影响，而上述因素在考察期内均未产生大的变动，

导致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动幅度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强调要素的产出弹性每年均发生变动，即

产出弹性是“时变”的，而既有研究大都假设要素产出弹性在考察期内没有变化［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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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如何纠正要素资源错配

（一）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

既有研究［１８～２２］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及管制、所有制歧视、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等多方面探讨了要

素资源错配的成因，但针对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正如本文引言部分

所指出的，财政分权、以ＧＤＰ为主要考核标准的政绩考核制度迫使许多地方采取“以邻为壑”的发展
方式，大力吸引生产要素的同时却加大地方保护，采取多种非市场化手段限制产品、要素自由流动，从

而导致市场分割。本文认为市场分割与要素资源错配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决策层需对

两者共同治理才能收获良好的效果。上述观点可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耦合关系加以验证。

由（１１）～（１２）式已得到包含价格相对扭曲系数的要素投入量，若要素资源错配全部消除，则资
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可表示为：

Ｋｉ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ｊηＫｉｊ
ηＫｉ
Ｋｉ，Ｌｉ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ｊηＬｉｊ
ηＬｉ
Ｌｉ，Ｑｉ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ｊηＱｉｊ
ηＱｉ
Ｑｉ （２２）

将（２２）式代入（１）式中，可得无要素资源错配时的经济产出量Ｙｉ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定义产出损失率为：
Ｙｉｊ，ｌｏｓｓ＝１－Ｙｉｊ／Ｙｉ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２３）
参照既有研究［１１］，本文以某省所有地级市产出损失率的基尼系数作为该省要素综合错配指数

（Ｍｉｓｉ）的衡量指标，全国层面的要素综合错配指数（Ｍｉｓ）参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基尼系数的计算
方法参见刘永健等（２０１７）［３３］。

陆铭等（２００９）［２］运用地理邻近参比价格法计算了市场分割指数，但这种方法与目前国内各地之
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普遍存在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不尽吻合。本文采用更具一般性的全局参比

价格法构建市场分割指数（Ｓｅｇ），具体方法参见踪家峰等（２０１３）［３４］。
参照关伟等（２０１４）［３５］的研究，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的耦合关联度可表示为：

Ｃ＝
Ｍｉｓ×Ｓｅｇ
Ｍｉｓ＋Ｓｅｇ( )２









２

ｋ

（２４）

（２４）式中，ｋ为区别系数，取值范围为［２，５］，本文中取ｋ＝２。
耦合关联度仅能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却无法反映耦合水平的高低，因此还需

构建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即：

槡Ｄ＝ Ｃ×Ｔ，Ｔ＝δ×Ｍｉｓ＋γ×Ｓｅｇ （２５）
（２５）式中，Ｔ为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的综合评价指数，δ，γ为相应权重，取δ＝γ＝０５。耦合

关联度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同样参照关伟等（２０１４）［３５］的研究。
限于篇幅，仅列出了部分年份要素综合错配指数与市场分割指数之间耦合关联度、耦合协调度的

均值，详见表５。

表５ 部分年份耦合关联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

指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耦合关联度 ０５３２ ０５７１ ０６１８ ０６３４ ０６６２
耦合协调度 ０５４６ ０５７１ ０６３６ ０６８４ ０６９１
综合耦合阶段 高协调磨合 高协调磨合 高协调磨合 高协调磨合 高协调磨合

由表５可以发现，考察期内要素资源错配和市场分割之间始终处于高协调磨合阶段，即两者之间
已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日益紧密的联系。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利用行政手段保护本地

市场从而形成市场分割，而严重的市场分割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导致资源错配，由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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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未能实现市场化有效配置进而导致产出损失，受利益驱使各地又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分割。要素

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这种高度耦合发展的事实表明需对两者开展同步综合治理方能收获最佳的

政策效果。

（二）建设用地资源错配与其使用权跨区域流动

分析表明，打破市场分割，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可以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并提高经济产出。

既有文献［１４～２０］均提出应促进资本、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但土地资源与资本、劳动力最

大的不同就是其位置的不可移动性，如何促进其跨区域流动？

根据中国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上述问题可转化为如何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流动。目

前普遍实行的“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资源不减少，但这项政策被严格

限定于省级行政区范围内，跨省级单位则不能实现占补平衡。因此，在保证本省耕地资源保有量不减

少的前提下，省级行政区内部实际上可以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但中国东、中、西三个区

域跨度大，经济发展、市场分割、资源错配的程度参差不齐，东部地区建设用地虽然利用效率较高但却

十分稀缺，且可供开垦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这与中、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而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

跨区域流动则加剧了其错配程度。

为验证上述观点，可通过计算省际层面及全国层面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基尼系数，并对基尼系数

进行省内、省际分解，然后观察省内、省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以此判断中国建设用地资源错配

主要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还是由省际差异引起的。

建设用地资源错配指数由（１３）式计算，省级层面及全国层面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基尼系数参照
刘永健等（２０１７）［３３］的方法计算。

ＤａｇｕｍＣ．（１９９７）［３６］所提出的对基尼系数按照子群进行分解的方法，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
内差异的贡献、区域间差异的贡献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该方法充分考虑到子样本的分布状况，有效

解决了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的问题及区域差异的来源问题，克服了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局

限性［３７］。

限于篇幅，仅列出部分年份的分解结果，见表６。

表６ 部分年份建设用地资源错配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省内 ２０１２ ２４７５ ２３７１ ２２９４ ２３８５
省际 ４４３８ ４７６８ ５０１３ ５２６７ ５５５２

超变密度 ３５５０ ２７５７ ２６１６ ２４３９ ２０６３

由表６可以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之间的差异，平均
贡献率为５０％左右，而省内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仅为２２％左右，表明目前实行的“占补平衡、增减挂钩”
政策在保护耕地资源的同时，有效实现了省内城市之间建设用地的“流动”，但禁止跨省“占补平衡”

使得东部地区虽然建设用地指标紧缺但已无后备耕地资源可供整理补充，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后备耕

地资源丰富但却无法“流动”至东部地区，进而造成建设用地资源在中国存在较严重的区域错配。为

解决上述困境，放开异地“占补平衡”、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交易机制应成为下一步土

地制度改革的优先选项。

六、结论与启示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前期投

入大、见效周期长的科技研发对资金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中国亦是不可承受之重，于是改善存量生

产要素资源错配便成为当前提升经济产出的重要选项。本文将建设用地这一生产要素引入到 Ａｏｋｉ
（２０１２）的资源错配模型，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别测算了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三种生产要素的

·４３·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资源错配指数，并利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产出变动进行了再分解。另外，

本文还考察了要素综合错配指数与市场分割指数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对中国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总

体基尼系数进行了省内、省际分解。

研究结果表明：

（１）考察期内，中国各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分区域考察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资
本要素存在过度配置，劳动力、建设用地要素却呈现配置不足；中部地区资本要素同样存在过度配置，

但劳动力、建设用地要素在考察期内由过度配置转为配置不足；西部地区资本要素存在配置不足而劳

动力、建设用地要素却存在过度配置。

（２）考察期内，技术效率的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最大，说明改善技术非效率因素有利于产出增
长；技术进步对产出变动的影响次之，且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贡献远大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说

明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区域市场份额的变动、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动对产出变

动的影响较小，说明“以邻为壑”、“丛林竞争”的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市场分割严重；要素资源错配的变

动对产出变动的总体影响为负，说明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增长具有负作用。要素资源错配对产出变

动的影响可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的贡献和溢出效应的贡献，说明各种要素资源错配之间存在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

（３）考察期内，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始终处于高协调磨合阶段，说明两者之间已形成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且日益紧密的联系；考察期内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之间的

差异，说明禁止跨省“占补平衡”是导致中国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得到以下启示：

（１）彻底扭转依靠要素粗放型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着力改善引起技术非效率的诸因素，如降低
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努力纠正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强调

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生产要素资源错配受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双重影响，

本文强调应开展多种要素资源错配的综合治理，不能顾此失彼。

（２）借助要素资源错配与市场分割之间高度耦合的特征事实，强调两者的协同治理，从源头上破
除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机制性原因，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３）鉴于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建设用地资源错配的治理相较与资本、劳动力而言更加复杂。目前
广泛实行的“占补平衡”仅有助于缓解省内建设用地资源错配，应逐步推行省际之间“占补平衡”，建

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在保证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同时，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跨

区域交易流动。如东部发达地区可向中西部地区购买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而中西部地区获得资金

支持后，既可依靠丰富的土地后备资源发展农业经济、修复生态，也可弥补自身发展资金不足的短板，

从而在整体上实现合作共赢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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