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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溢价、技术扩散与制造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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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背景下，基于生产过程的“资本 －技能互补”性质，从人力资本加速技术
扩散视角对制造业升级机制进行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拓展了制造业升级机制的渠道。理论模型将厂商和

家庭最优行为纳入到Ｎｅｌｓｏｎ和Ｐｈｅｌｐｓ技术扩散模型，研究表明：制造业“资本－技能互补”导致的技能溢价提
高了制造业人力资本水平是技术扩散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实证分析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省级制造业面板
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发挥了中介

效应；技能溢价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并

于２０１０年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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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兴国之器、立国之本。然而，人口红利消失、贸易摩擦升级、产能过剩以及消

费外流等多种不利局面也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遭遇诸多困难。唯有改革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制

造业不断升级才是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加快制造业升级关乎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

顺利转变，关乎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变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制造业升级的本质是以技术进步为基

础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宋文月和任保平，２０１８）［１］，其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梁琦和詹亦
军，２００５）［２］。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技术禀赋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和
差距，发展中国家进行自主创新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会更大。因此，技术扩散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

势，实现短期技术跨越和再创新的必要渠道。但是技术扩散对技术接收方的技术吸收能力有一定要

求，其中人力资本水平是关乎技术扩散成败的主要决定因素（Ｐｅｒｉ，２００３）［３］。
什么因素决定了地区人力资本的水平与分布？资本、劳动和技术是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

素，但生产过程往往呈现出“资本－技能互补”（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６９）［４］。“资本－技能互补”是指资本与技
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小于资本与非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表现出资本与技能劳动具有相对互补性

（Ｋｒｕｓ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５］。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成为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投资驱动型增
长模式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资本深化，结果是工业化伴随着资本深化的过程，制造业对人力

资本（或技能劳动）的需求会更为旺盛，如图１所示。什么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或技能劳动）的空间
分布？“资本－技能互补”的直接结果是技能劳动比非技能劳动的边际产出更多，在竞争性劳动市场
中技能劳动的工资会相对更高，导致“技能溢价”现象。如果随着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技能劳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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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反而持续提高，则可以说明技能溢价存在（Ｋｒｕｓ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５］。中国于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
招政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１９９８年的９８％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５１．６％①。然而，高校扩招以后大学教

育的回报率显著为正，即存在大学教育溢价（方超和黄斌，２０２０）［６］。以上事实表明，人力资本供给扩
张并未降低人力资本回报，对此的解释是在“资本－技能互补”情况下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使
得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技能溢价作为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收益的信号，从

两个方面影响了地区间及行业间的人力资本（或技能劳动）分布。一方面，如果某地区或某行业中人

力资本的工资较高，那么该地区或该行业内部的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吸引力更大，这直接增加

了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从地区间或行业间的横向比较看，技能溢价引起人力资本（或技

能劳动）向人力资本回报更高的地区或行业集聚，从而间接加剧了地区间或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分布

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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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制造业中资本深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②

Ａｇｈｉｏｎ和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８）［７］认为，人力资本通过两种渠道成为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源泉：一是人
力资本具有生产外部性，二是加速技术扩散。高水平人力资本在获取、理解与加工信息以及模仿和使

用新技术方面拥有更高的能力和效率。技术引进方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技术扩散速度会越快，引

进方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更为迅速地采用、推广和普及先进技术，促进和加速制造业升级。简言之，技

术扩散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反，如果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存在人力资本差距，则人力

资本空间分布不均可能成为制造业升级出现地区分化的重要因素。

已有文献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政策、市场机制、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偏向等角度对产业升级机制

进行了研究，但基于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研究较少。制造业生产过程具有的“资本 －技能互补”
性质能够合理解释中国制造业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后者提高了制造业中的人力资本比重，加速了

技术扩散速率继而促进了制造业升级。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如下：（１）在中国工业化过程呈现出资本深
化的背景下，从“资本－技能互补”视角，构建技术扩散影响制造业升级理论模型，强调人力资本（或技
能劳动）在其中的作用。（２）采用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和索洛余值测算中国省级制造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并结合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技术扩散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显著性、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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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０３／ｍｏｅ＿５６０／ｊｙｔｊｓｊ＿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ｑｇ／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０１＿
２０４９０３．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２０２００５／ｔ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４５６７５１．ｈｔｍｌ。

人力资本使用省级制造业就业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比重进行衡量。



验。（３）对技能溢价提高制造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地区异质
性效应，并对制造业升级的结构性转变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产业升级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混淆。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均包括了劳动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以及高附加值不断

提高，但是对两者的主体界定和内涵较为模糊。产业结构升级反映的是不同产业（行业）间的经济联

系和比例关系，本质是旧产业衰减与消亡而新产业兴起与壮大的演变过程。产业升级的主体是同一

个产业，内涵是同一产业内生产技术的改善（王勇和沈仲凯，２０１８）［８］。国内学者较为广泛地从产业技
术进步角度刻画和度量产业升级。从要素转换的微观层面看，技术进步带动了产业升级（陈建军和杨

飞，２０１４）［９］。周茂等（２０１９）［１０］采用行业技术复杂度①作为产业升级的衡量指标，分析了行业技术复

杂度对地级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苏杭等（２０１７）［１１］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遵从劳动要素驱动 －资
本要素驱动－知识要素驱动的动态演化路径，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环节向技术密集环节转变是
产业升级的有效捷径（潘悦，２００２）［１２］。提高产业效率是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产业技术进步通过作
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产业效率提升（冯梅，２０１４）［１３］。无论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观点还
是基于企业能力的产业升级论，其本质区别在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是来自外源还是内生，产业升级

依赖于技术进步（林毅夫，２０１１）［１４］。因此，制造业升级定义为制造业附加值和技术进步的提高，产业
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梁琦和詹亦军，２００５）［２］。

既然制造业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来反映和度量，那么技术进步又源于何处，并且何种因素支配着其

在地区间的采用和推广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深化加速扩张，与设备、工艺相关的技术进步是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１０）［１５］。机器、设备以及装
置是物化的生产技术，人力资本或技能劳动在技术使用和推广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传统产业改造、陈旧设备更新换代以及生产技术升级导致“资本 －技能
互补”现象十分突出（马红旗，２０１６）［１６］。已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视角和宏观层面验证了中国存在“资本
－技能互补”现象（刘

!

仁和赵灿，２０２０；雷钦礼和王阳，２０１７）［１７～１８］。
由于“资本－技能互补”，制造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会快于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刘

!

仁和赵

灿，２０２０）［１７］。“资本－技能互补”的关键内涵是物质资本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但降低了非
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上导致技能劳动工资比非技能劳动工资更高，即“技能

溢价”（Ｋｒｕｓ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５］。关于技能溢价的来源虽然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即国际贸易论和技能偏
向技术论，但是这两种观点最终均通过“资本 －技能互补”体现（张定胜和汤颖男，２０１０）［１９］。工资作
为雇佣劳动回报的市场信号，技能溢价会改变一个行业的劳动力结构甚至一个地区的技能结构（申广

军，２０１６）［２０］。
人力资本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扩散，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前提

（陈建军和杨飞，２０１４）［９］。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扩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维持在３０％ ～
５０％之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增文，２０１６）［２１］。与人力资本的生产外溢效应观点不
同，Ｎｅｌｓｏｎ和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２２］更加强调人力资本在创新和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作用。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２）［２３］

将Ｎｅｌｓｏｎ－Ｐｈｅｌｐｓ人力资本引入到世代交替模型中，发现人力资本不仅决定了技术扩散速率和经济增
长，而且还拓宽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为中国区域之间的技术扩散

提供了有利条件，经验表明，确实存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向周边区域进行技术扩散的现象（舒元和才国

伟，２００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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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复杂度衡量了制造业行业所应用生产技术的密集程度、先进程度以及复杂程度。



三、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由三部分衔接而成：首先，在“资本－技能互补”性质的生产函数下，推导厂商的最优行
为可以产生技能溢价；其次，技能溢价作为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的信号，引起地区间人力资本水

平（或技能结构）发生调整，即技能溢价提高了技能劳动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最后，根据 Ｎｅｌｓｏｎ
和Ｐｈｅｌｐｓ的技术扩散模型，人力资本（或技能劳动）加速了技术扩散，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

（一）技能溢价

假定地区ｉ的制造业生产函数具有“资本 －技能互补”性质，其形式为双层嵌套的柯布 －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Ｃａｓｅｌｌｉａｎｄ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６）［２５］：

Ｙｉｔ＝Ａｉｔ·［ｂＫθｉｔ＋（１－ｂ）·Ｕθｉｔ］
δ
θ·［Ｓｉｔ］

１－δ （１）
其中，Ａｉｔ、Ｋｉｔ、Ｕｉｔ、Ｓｉｔ和Ｙｉｔ分别代表地区ｉ第ｔ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固定资本存量、非技能劳动数量、技能
劳动数量和制造业产值；ｂ代表分配参数，反映生产中资本与非技能劳动的使用份额，满足０＜ｂ＜１；
θ与δ为替代参数，反映生产中要素使用的相对重要性，满足０＜θ，δ＜１。可以证明资本与技能劳动力
的Ａｌｌｅｎ－Ｕｚａｗａ偏替代弹性为σＫＳ＝１，而资本与非技能劳动力的Ａｌｌｅｎ－Ｕｚａｗａ偏替代弹性为σＫＵ ＝
１
１－θ

，即资本与技能劳动存在相对互补性。

假设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资本、劳动力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要求要

素边际产出等于实际要素价格，从而可以得出地区 ｉ的制造业对两种类型劳动力的逆需求函数分
别为：

ＷＳｉｔ＝（１－δ）·Ａｉｔ·（Ｓｉｔ）
－δ·［ｂＫθｉｔ＋（１－ｂ）·Ｕθｉｔ］

δ
θ （２）

ＷＵｉｔ＝δ·（１－ｂ）·Ａｉｔ·（Ｓｉｔ）
－δ·（Ｕｉｔ）θ

－１·（Ｓｉｔ）
１－δ·［ｂＫθｉｔ＋（１－ｂ）·Ｕθｉｔ］

δ
θ－１ （３）

其中，ＷＳｉｔ与Ｗ
Ｕ
ｉｔ分别代表技能劳动实际工资与非技能劳动实际工资。

将式（２）与式（３）相除，可得到技能溢价（技能劳动工资与非技能劳动工资之比）的表达式：
ＷＳｉｔ
ＷＵｉｔ
＝
（１－δ）·［ｂＫθｉｔ＋（１－ｂ）·Ｕθｉｔ］·Ｕ

１－θ
ｉｔ

δ·（１－ｂ）·Ｓｉｔ
（４）

假设地区ｉ的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为Ｎｉｔ，则存在以下关系：
Ｎｉｔ＝Ｓｉｔ＋Ｕｉｔ （５）
将式（４）右边分子分母同时除Ｎｉｔ，可推导出技能结构（技能劳动占全部劳动中的比重）与技能溢

价存在如下关系：

ＷＳｉｔ
ＷＵｉｔ
＝
（１－δ）· ｂ·（

Ｋｉｔ
Ｎｉｔ
）θ＋（１－ｂ）·（

Ｕｉｔ
Ｎｉｔ
）[ ]θ·（ＵｉｔＮｉｔ）

１－θ·（
Ｓｉｔ
Ｎｉｔ
）－１

δ·（１－ｂ）
（６）

将式（６）取对数后，可知资本深化（
Ｋｉｔ
Ｎｉｔ
）对技能溢价（

ＷＳｉｔ
ＷＵｉｔ
）的弹性为正：

ｌｏｇ（
ＷＳｉｔ
ＷＵｉｔ
）

ｌｏｇ（
Ｋｉｔ
Ｎｉｔ
）

＝ θｂ

ｂ＋（１－ｂ）·（
Ｕｉｔ
Ｋｉｔ
）θ
＞０ （７）

式（７）表明，在生产过程具有“资本 －技能互补”性质条件下资本深化能够产生技能溢价。
（二）技能结构调整

技能溢价作为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的信号，提高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成为技能劳动

的吸引力。假设家庭通过消费与休闲获得效用，家庭收入来源于劳动工资与资本收入。与标准的家庭

问题不同，本研究将家庭劳动时间分为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两部分，用以刻画技能溢价引导家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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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如何配置。代表性家庭①的效用函数如下：

Ｕ（Ｃｔ，Ｓｔ，Ｕｔ）＝ｌｏｇ（Ｃｔ）－
υ·Ｓｔ

１＋φ＋υＳ·Ｕｔ
１＋φ

１＋φ
（８）

其中，Ｃｔ、Ｓｔ和Ｕｔ分别代表消费、技能劳动时间和非技能劳动时间，φ代表费希尔弹性的倒数，满足φ＞
０，υ和υＳ为正常数。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Ｃｔ＋Ｑｔ＋１·Ｋｔ＋１ ＝Ｗ
Ｓ
ｉｔ·Ｓｉｔ＋Ｗ

Ｕ
ｉｔ·Ｕｉｔ＋（１＋ｒｔ）·Ｑｔ＋１·Ｋｔ （９）

其中，Ｑｔ＋１和ｒｔ分别代表资本价格和资本收益率。
典型家庭的优化问题是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将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一阶必要

条件相除，得：

ＷＳｉｔ
ＷＵｉｔ
＝
υＳ
υ
·（
Ｓｔ
Ｕｔ
）φ （１０）

式（１０）为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要求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反映了技能溢价引起的技能劳
动与非技能劳动的再配置，在社会总量层面体现为人力资本比重或技能结构的调整。

（三）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决定

与人力资本直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观点不同，Ｎｅｌｓｏｎ和 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２２］认为，人力资本对适应
变化、理解和实施技术是极其必要的。原始的Ｎｅｌｓｏｎ和Ｐｈｅｌｐｓ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１）技术进步随

技术差距（
ＡＦｔ
Ａｉｔ
－１）正向变动；（２）技术差距缩小的速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比重，即ｃ（

Ｓｔ
Ｎｔ
）项，并且ｃ（

Ｓｔ
Ｎｔ
）

为人力资本比重（
Ｓｔ
Ｎｔ
）的增函数。Ｐｅｒｉ（２００３）［３］将ｃ（

Ｓｔ
Ｎｔ
）表示为

Ｓｔ
Ｎｔ
的一次函数形式，即：

ｃ（
Ｓｔ
Ｎｔ
）＝λ·（

Ｓｔ
Ｎｔ
） （１１）

其中，λ为大于零的常数。
如果地区ｉ与技术扩散方Ｆ在要素禀赋方面差距较大，则地区ｉ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进而抑制了

地区ｉ及时采用和推广技术扩散方Ｆ的前沿技术。对此，Ｂｅｎｈａｂｉｂ和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９９４）［２６］引入额外项
Ａｉｔ
ＡＦｔ

来降低技术差距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了技术扩散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即式（１２）：
ΔＡｉｔ
Ａｉｔ
＝ｇｉ＋ｃ（

Ｓｔ
Ｎｔ
）·（

ＡＦｔ
Ａｉｔ
－１）·（

Ａｉｔ
ＡＦｔ
） （１２）

其中，Ａｉｔ为地区ｉ（技术接收方）ｔ期的技术水平，ＡＦｔ代表第ｔ期技术扩散方的前沿技术水平。等式左边
衡量技术接收方ｉ的制造业升级；等式右边由两项组成：ｇｉ是影响技术进步的内生部分，反映地区ｉ的

研发创新对技术进步的贡献；ｃ（
Ｓｔ
Ｎｔ
）·（

ＡＦｔ
Ａｉｔ
－１）·（

Ａｉｔ
ＡＦｔ
）是技术从扩散方Ｆ向接收方ｉ的扩散速率，反映

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贡献。

将式（１０）和式（１１）带入式（１２），得：
ΔＡｉｔ
Ａｉｔ
＝ｇｉ＋ υ

υ( )
Ｓ

１
φ
·
Ｕｉｔ
Ｓ( )
ｉｔ

·
ＷＳｉｔ
ＷＵｉ

( )
ｔ

１
φ
· λ·（

ＡＦｔ
Ａｉｔ
－１）·（

Ａｉｔ
ＡＦｔ
）·（

Ｓｉｔ
Ｎｉｔ

[ ]） （１３）

由前文的定义可知，式（１３）右边最后两项分别为技能溢价与技术扩散速率。由式（１３）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提高技术扩散速率能够加速制造业升级。根据式（１３）可知，技术扩散速率对技术进步的弹
性大于０，即两者正相关，表明一个地区加快前沿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能力是提升自身制造业技术进步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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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性家庭的行为等同于整个社会行为。



的关键因素，因为新技术的采用、推广和普及过程本质上是技术引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进行技术追

赶的过程，亦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的过程。根据Ｎｅｌｓｏｎ和Ｐｈｅｌｐｓ的技术扩散模型，技术接收方ｉ的人

力资本比重（
Ｓｉｔ
Ｎｉｔ
）是决定技术扩散速率的关键因素，据此，人力资本比重在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

促进作用中发挥中介效应。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ａ：技术扩散是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假设１ｂ：由于技术扩散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比重（或技能结构）是技术

扩散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中介变量。

第二，技能溢价作为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的信号改变了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比重，甚至会造成

地区间制造业人力资本分化。式（１０）表明，劳动供给的最优结构满足等弹性关系，地区 ｉ的人力资本
水平能够随着技能溢价的变动做出相应调整①。结合假设１ｂ，可归纳出本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国投资
驱动型增长模式加剧了制造业的资本深化，由于生产过程存在“资本－技能互补”，资本深化产生技能
溢价，导致制造业中人力资本比重（或技能结构）发生调整②，进而影响了制造业中技术扩散速率，最终

可能加速或延缓制造业升级。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技能溢价作为人力资本回报的市场信号，引导制造业中人力资本比重（或技能结构）对技
能溢价做出相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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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大地区间人力资本差距

第三，假设２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行为可能引起一个地区内部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甚至制造业在
不同地区间存在人力资本（或技能结构）差距，并通过技术扩散导致制造业升级产生快慢差异，甚至造

成制造业升级的空间分化。除市场机制外，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可能因为人

力资本的技术扩散渠道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异质性影响。从现实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制造业分

工、技术水平、资本劳动替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而劳动密

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大。此外，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引才引智”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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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式（１０）两边取自然对数可知，技能溢价对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的弹性为常数 １
φ
，并且技能溢价对人力资本

比重的反应幅度由φ决定。
随着要素市场的不断完善，技能溢价不仅改变了一个地区内部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人力资本比重，而且在全国

甚至世界范围内也导致高技能劳动力向人力资本回报高的地区集聚。



府之间竞争的重要策略，同时，统筹发展的区域和产业政策也愈发凸显了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性。总

之，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区域政策、地区发展阶段都可能造成地区间人力资本分布不均。图２显示了
近２０年来中国三大区域间人力资本差距的趋势①，可以发现，２０１０年之前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
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期间统筹区域发展战略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２０１１年及
以后出现反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维持在东部地区的０６５和０６左右。图３揭示了三大地
区间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差距②，可以发现，制造业技术差距与人力资本差距存在正相关趋势，缩小地区

间人力资本差距有助于抑制制造业升级的空间分化。由人力资本决定的技术扩散速率也可能存在区

域异质性效应，进而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或许更为有趣的问题是，２０１０年以后对应于
人力资本差距高位平稳，制造业技术水平差距抬升是不是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人力资本地区差距的制约，并且在２０１０年之后发
生了结构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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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制造业技术水平差距

四、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式（１３）是构建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从中可知，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扩散、技能溢价
以及自主研发创新等变量。除此之外，为了得到计量模型参数的无偏（或一致）估计，还需要加入额外

的控制变量以消除遗漏的相关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省级制造业数据构建面
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数据来源见表１，各变量说明如下。

（一）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升级。通过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测算制造业升级。虽然存在多种计算 ＴＦＰ的方法，但是
由于数据、生产函数设定以及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ＴＦＰ的测算结果难免存在差异。就行业层面的
面板数据而言，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是测算 ＴＦＰ的较佳方法（田友春等，２０１７）［２７］，测算结果也更
加可靠，故采用省级层面的产出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衡量制造业升级，其中省级制造业产值、省级制
造业固定资本净存量和省级制造业劳动力数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Ｗｉｎ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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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的人力资本使用各省份就业劳动力中具有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人数比重衡量，选取东部地区为基准组，中部

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之比作为地区间人力资本差距的衡量指标。

使用省级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选取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比较基准。



（二）核心解释变量

技术扩散率。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式（１３）），技术扩散速率是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因素，是

实证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理论模型，技术扩散速率的表达式为（
ＡＦｔ
Ａｉｔ
－１）·（

Ａｉｔ
ＡＦｔ
）·（

Ｓｉｔ
Ｎｉｔ
），其中

Ａｉｔ和ＡＦｔ代表ＴＦＰ，由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算得到。
（三）控制变量

选取对制造业升级具有影响但与其他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相关性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按照理

论模型需要，增加制造业技能溢价和自主创新水平两个控制变量，根据相关文献还需要添加资本深

化、技术引进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控制变量。

制造业技能溢价。理论模型表明制造业技能溢价是影响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其作为人力资

本回报的市场信号决定了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比重，使用省级高技术产业平均工资与非高技术制造业

平均工资之比衡量技能溢价①。

资本深化。根据省级制造业层面的固定资本存量净值数据，按照相应的省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进行平减，然后再除以该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使用该计算结果衡量省级制造业的资本深化。

自主创新水平。采用省级制造业研发投入占该省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省级制造业的自主

创新水平，其中研发投入通过省级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进行衡量。

技术引进水平。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是技术进步的两种基本方式，技术引进与技术扩散的差异

在于：技术扩散反映了前沿技术的采用、普及和实施，是技术进步的实际转化；而技术引进只是提供了

技术进步的一个来源，并不代表该技术能够被吸收和掌握并转化为真正的制造业升级。本研究采用

省级制造业技术引进支出占该省份制造业总产值之比衡量技术引进水平。

市场化程度。虽然《中国市场化指数》有省级层面的市场化指数，但是该数据在２００８年前后并非
可比，故不能用作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指标。本研究使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

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表１　变量度量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指标 数据来源

制造业升级 Ｍａｎｕ－ｕｐ 省级制造业技术进步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技术扩散 Ｔｅｃｈ－ｄｉｆ 由ＴＦＰ测算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技能溢价 Ｓｋｉｌ－ｐｒｅ 省级高技术产业平均工资与非高技术制造业平均工资之比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资本深化 Ｃａｐｉ－ｌａｂ 省级制造业固定资本存量净值与就业人数之比 《中国统计年鉴》

自主创新 Ｔｅｃｈ－ｉｎｖ 省级制造业研发投入支出占该省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技术引进 Ｔｅｃｈ－ｉｎｔ 省级制造业技术引进支出占该省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市场化程度 Ｍａｒｋｅｔ 省级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五、实证分析

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省级制造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检验技术扩散影响制造业升级的
显著性、技术扩散通过人力资本比重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有效性，检验制造业技能溢价对制造业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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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算地区制造业技能溢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选定高技
术产业。其次，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获取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非技能

劳动力平均工资由制造业工资扣除高技术产业工资得到。最后，高技术产业平均工资与非技能工资之比为技能溢价。



本比重的促进效应以及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首先，对基准计量模型进行设定

检验，确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其次，对基准计量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和处理。最后，对基

准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中介效应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Ｍａｎｕ－ｕｐｉｔ＝Ｃｉ＋β１×Ｔｅｃｈ－ｄｉｆｉｔ＋β２×Ｓｋｉｌ－ｐｒｅｉｔ＋β３×Ｃａｐｉ－ｌａｂｉｔ
β４×Ｔｅｃｈ－ｉｎｖｉｔ＋β５×Ｔｅｃｈ－ｉｎｔｉｔ＋β６×Ｍａｒｋｅｔｉｔ＋εｉｔ （１４）
其中，Ｍａｎｕ－ｕｐｉｔ、Ｔｅｃｈ－ｄｉｆｉｔ、Ｓｋｉｌ－ｐｒｅｉｔ、Ｃａｐｉ－ｌａｂｉｔ、Ｔｅｃｈ－ｉｎｖｉｔ、Ｔｅｃｈ－ｉｎｔ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ｔ、Ｃｉ和εｉｔ分别
代表ｉ省份在第ｔ年的制造业升级、技术扩散、技能溢价、资本深化、自主创新、技术引进、市场化程度、
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一）设定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面板数据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够控制个体异质性效应，这是解决因遗漏相关变量而产生内

生性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由于对个体效应的假设不同，因此需要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设定检验，即

对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甄选，以确定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首先，将

混合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进行检验，Ｆ统计量和 ＬＭ统计量表明，固定效应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均比混合效应模型更为合理。其次，甄别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一般采

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但是检验结果显示ｃｈｉ２（６）为负，导致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失效。最后，对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Ｃｈｉ２（６）＝１１．２３，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故本研究的基准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
型。基准模型设定检验见表２。

表２　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

模型选择检验 原假设 检验统计量 结论

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 混合效应 Ｆ（１５，４５８）＝２７．２７ 固定效应模型

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 混合效应 ｃｈｉｂａｒ２（０１）＝１３７８．８３ 随机效应模型

过度识别检验 随机效应 Ｃｈｉ２（６）＝１１．２３ 拒绝随机效应模型

控制个体异质效应可以减少内生性来源，但是不能消除模型中解释变量自身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对怀疑具有内生性的解释变量选择工具变量进行处理。对于本研究而言，技术扩散与制造业升

级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所以怀疑技术扩散具有内生性。一方面，从指标度量上看，二者都与省级

制造业的全要素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从经济意义上看，技术进步也可能加快技术扩散。本研究使用

省级技术市场输入地的合同金额与该省份ＧＤＰ的比值作为技术扩散的工具变量，并对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的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Ｆ（１，４５７）＝７．１１且 Ｐ－ｖａｌｕｅ＝０．１５９，即
拒绝使用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能够产生一致估计量。因此，设定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

内生性问题。

（二）基准模型的实证分析

１．技术扩散与制造业升级
假设１ａ和假设１ｂ是实证检验的主要命题，旨在揭示技术扩散是影响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其

中制造业中的人力资本比重（或技能结构）是沟通两者联系的中介和渠道。表３第２列汇报了假设１ａ
的实证结果，主要结论如下：技术扩散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估计系数为０．２５７，并且在１％的临界水
平内显著，估计结果符合理论模型预期（式（１３）），也支持了假设１ａ。一项技术创新从发明到商业化
采用存在时间间隔，技术扩散速率越大意味着前沿技术可以更加迅速和及时地在制造业中采用和推

广，是加速制造业升级的直接途径。从控制变量看，制造业技能溢价、资本深化、自主创新水平、市场

化程度均与制造业升级正相关，这些结果与经济理论相一致，但是技术引进对制造业升级的正向影响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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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假设１ａ
稳健性检验

替代变量 系统广义矩

Ｔｅｃｈ－ｄｉｆ
０．２５７

（５．７９）
０．６５３

（５．０５）
０．２３５

（５．００）

Ｓｋｉｌ－ｐｒｅ
０．０１４

（２．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２．３２）

Ｃａｐｉ－ｌａｂ
１．４５０
（０．８６）

１２．９８９

（２．５５）
１．３２０
（０．７２）

Ｔｅｃｈ－ｉｎｖ
０．７８２

（１．７７）
１．６７２
（１．３０）

０．７７５

（１．６９）

Ｔｅｃｈ－ｉｎｔ
０．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０７３
（－０．１８）

０．１５９
（０．８９）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２８

（３．２２）
０．１５４

（６．１０）
０．０２０

（２．１９）

Ｌ．Ｍａｎｕ－ｕｐ
０．０６４

（１．９２）

常数项
０．９４５

（９４．８７）
－０．０９７

（－３．３２）
０．９１４

（２６．３７）

观测值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整体显著性 ６．８５ ８．７２ ３４．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临界水平１％、５％和１０％内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ｔ值；整体显著性检验第２列和第３列
是Ｆ统计量值，第４列是Ｗａｌｄ统计量值；Ｌ．Ｍａｎｕ－ｕｐ为因变量一阶滞后。

２．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假设１ｂ，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能依赖于制造业中的人力资本比重（Ｈｕｍａｎ－

ｒａｔｉｏ），为此，对人力资本比重（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使用制造业劳
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就业份额度量。采用逐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４中方程（１Ｍ）是省级
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对技术扩散和控制变量使用固定效应进行的估计；方程（２Ｍ）是省级制造业升级
对技术扩散和控制变量进行面板固定效应的估计；方程（３Ｍ）是省级制造业升级对技术扩散、人力资
本比重和控制变量同时进行估计的结果。中介效应检验如下（林建浩和赵子乐，２０１７）［２８］：如果方程
（１Ｍ）中技术扩散的系数显著为正、方程（３Ｍ）中人力资本比重（为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技
术扩散的估计系数比方程（２Ｍ）的系数更小，则可以证明人力资本比重是技术扩散影响制造业升级的
中介变量，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检验

（１Ｍ）
Ｈｕｍａｎ－ｒａｔｉｏ

（２Ｍ）
Ｍａｎｕ－ｕｐ

（３Ｍ）
Ｍａｎｕ－ｕｐ

Ｔｅｃｈ－ｄｉｆ
０．０８２

（４．２５）
０．２６３

（５．９３）
０．２５８

（５．７０）

Ｈｕｍａｎ－ｒａｔｉｏ
０．２３２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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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１Ｍ）
Ｈｕｍａｎ－ｒａｔｉｏ

（２Ｍ）
Ｍａｎｕ－ｕｐ

（３Ｍ）
Ｍａｎｕ－ｕ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整体显著性 ６５．４７ ６．８５ ５．８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临界水平１％和５％内显著；括号内数值为ｔ值；整体显著性给出了Ｆ统计量值。

３．稳健性检验
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方法为变量替代法，即将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由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替换为根据索洛剩余计算的技术进步率。索洛剩余的测算如下：省级制造业实际产
值对省级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和实际固定资本存量净值的比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残差

即为索洛余量，可以代表一个省份的制造业在某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田友春等，２０１７）［２７］。第二
种方法是采用系统广义矩法对基准计量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与固定效应模型相比，系统广义矩法使

用自身滞后项和水平值作为工具变量，不仅减少了内生性问题，而且提高了估计效率。稳健性检验结

果如表３后２列所示，结果表明，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存在的显著促进作用在两种稳健性检验中仍
然成立，同时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差别不大。说明本研究的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具

有稳健性。

（三）制造业技能溢价与人力资本比重

假设１ｂ揭示了人力资本是技术扩散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中介和渠道，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何种因素
内生地决定了制造业人力资本水平，又如何解释人力资本存在的空间分布不均。基于家庭优化行为，

假设２说明由“资本－技能互补”特征引起的技能溢价是提高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Ｈｕｍａｎ－ｒａｔｉｏ）的
重要因素，也是解释地区间人力资本差距与制造业升级地区分化的可行思路。为验证假设２，除核心
解释变量技能溢价（Ｓｋｉｌ－ｐｒｅ）外，还需要从生产特征、技能追逐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程度、产业结构以
及公共教育方面加入以下控制变量：资本深化（Ｃａｐｉ－ｌａｂ）、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市场化程度（Ｍａｒ
ｋｅｔ）、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以及省级层面的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Ｅｄｕ－ｒａｔｉｏ）。表５第
２列给出了假设２的估计结果，发现省级制造业技能溢价对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说明技能溢价是提高制造业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从控制变量看，资本密度、市场化程度以

及制造业技术水平均与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正相关，但是第二产业比重和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对制
造业人力资本比重存在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资源再配置

过程，期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人力资本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升高，所以第二

产业人力资本比重与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存在负相关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提高虽然可以提
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或质量，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更多的人力资本却配置在工业部门之外，

这样，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与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也表现为负相关性。
（四）技术扩散的地区异质性效应

假设３表明，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存在的异质性因素（例如：地理、人文、发展阶段和区域政策）
可能对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进而制约了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为检

验假设３，将全样本分为东、中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按照基准模型进行估计，以分析技术扩散的地
区异质性效应，并采用Ｃｈｏｗ检验对制造业升级是否发生结构性转变进行验证。表５后３列显示了假
设３的检验结果，实证表明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存在地区异质性效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
大，对中部地区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是对西部地区不显著。另外，Ｃｈｏｗ检验的Ｆ统计量在１％临
界水平内显著，表明三大地区的制造业升级均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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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模型扩展分析

假设２ 假设３

因变量：Ｈｕｍａｎ－ｒａｔｉ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Ｔｅｃｈ－ｄｉｆ
１．９５６

（１０．４８）
１．５７７

（１０．７０）
０．４１２
（１．３６）

Ｓｋｉｌ－ｐｒｅ
０．０２５

（８．９５）
０．４２０

（３０．２６）
０．５８４

（２４．６１）
０．８４１

（４９．２４）

Ｃａｐｉ－ｌａｂ
３．５２２

（４．３９）
６１．９５５

（１３．２２）
２４．１６１

（２．４７）
６５．１９６

（７．５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３５

（８．３０）
０．４５６

（１９．７８）
０．３８８

（１１．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ＴＦＰ
０．００７

（４．８０）

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
－０．１００

（－１１．５７）

Ｅｄｕ－ｒａｔｉｏ
－０．４３８

（－６．９０）

Ｔｅｃｈ－ｉｎｖ
１．９１０

（２．６４）
－１２．３４９

（－６．０３）
－１２．９２５

（－４．２０）

Ｔｅｃｈ－ｉｎｔ
－０．３１８

（１９．７８）
５４．５８１

（１１．０３）
５．１８２

（２．６６）

常数项
０．０５１

（６．６７）
０．００４
（１．４０）

０．００４
（１．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６２）

Ｃｈｏｗ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整体显著性 ５６．７１ ５７９１．０７ ４４７１．４１ ２２０１．２５

观测值 ４８０ １７６ １２８ １７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临界水平１％和５％内显著；括号内数值为ｔ值；Ｃｈｏｗ检验的结果为Ｐ值，整体显著性给出

的是Ｆ统计量值。

六、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基于生产过程具有“资本－技能互补”特征，从人力资本加速技术扩散视角对中国投资驱动型增
长模式下制造业的升级机制进行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由于“资本 －技能互补”，制造业的资本深化
过程必然导致制造业出现技能溢价。技能溢价作为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的一种信号改变了一个

地区制造业中人力资本的比重或技能结构。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技能劳动提高了制造业中技术扩散的

速率，从而促使制造业不断升级。使用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表

明：技术扩散速率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比重发挥了中介效应；制

造业技能溢价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人力资本比重；技术扩散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异质

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效应，对西部地区效应不显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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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１．政府要统筹规划制造业整体发展，产业政策应重在弥补市场缺陷和引导制造业升级
实现“制造业强国”在于制造业整体协调发展，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导致单纯依

靠市场机制可能引发人力资本空间分化的风险，致使制造业升级存在区域分化，这不利于制造业的做

强做大。产业政策应加强对制造业升级落后地区的优惠措施和财政补贴力度，发挥对制造业升级的

导向作用，实现欠发达地区的技术赶超和高质量发展。

２．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实现要素配置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兼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的劳动市场中，技能溢价引导人力资本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区，

但是这有悖于帕累托最优，因为其恶化了落后地区制造业升级的步伐。因此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引

才引智”的支持力度，强化对落后地区投资的优惠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欠发达地区制造业升级滞

后的困境，实现制造业地区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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