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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2003-2016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

模型,实证研究我国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所呈现的空间特征。发现:第一,我国高校研究

生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整体而言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校研究生数量上的需求并未

饱和;第二,硕博研究生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都远小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说明目前我国

经济发展的方式仍然是资本驱动型;第三,博士研究生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能带动相邻省域

的经济发展,硕士研究生对相邻省域的经济发展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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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从新时代历史方

位和战略高度重申强调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两个一百

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

底靠人才、靠教育。当前,“人口红利”式微,“人才红

利”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为了促

进我国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首先

从人才供给侧角度深入探究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的

培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中,已有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教育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究,Dennison运用经济

增长因素分析法测算出美国1922-1957年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0%[1]。蔡增正使用世界上

194个国家和地区1965-1990年的数据考察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

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2]。叶茂林等基

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生

产函数,测度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

高,为0.2011[3]。黄燕萍等基于知识的外溢性原

理,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层级教育对中国地

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发现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

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而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

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杨天平,
刘召鑫根据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教育综合指数表

示教育投入,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模

型,并运用教育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高等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2%[5]。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虽然已有不少

学者关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测算,但是鲜有关注高

校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Wendler通过研究发现,本科教育的作用主要是创

造稳定的经济,体现在给大学生提供扎实的基础知

识、工作技能和宽广的就业选择面等方面;而研究生

教育不仅给学生提供高级知识和技能,更着重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和创新能力得益于其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知

识经济时代,研究生学位将成为新的学士学位[6]。
由此证明了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我国

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研究生培养

也无疑成为了我国实现“人才红利”的关键,而关于

研究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黄海军,李立国采用地区

每十万人口授予研究生学位数衡量研究生教育水

平,基于索洛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展

开实证研究,发现1996-2009年间我国研究生教育

对GDP年均增长的贡献率为4.11%[7]。二位学者

的研究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提供了力证,但没有

考虑到研究生培养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正趋向融合和协调,区域经济相互独立假

说已不成立,而人才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因此考虑空

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会更符合现实情况。此外,以上

研究多以教育水平为切入点,而没有考虑到教育的

数量规模,鉴于高校扩招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话题,本文拟将研究生培养规模作为主要观测点,
采用2003-201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

学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

的空间溢出效应展开实证研究。

一、研究生规模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高校研究生数量规模的发展概况

我国高等教育起源于清朝末年,新中国建立后

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使我国完成了从曾经文盲率90%以上到高等教育

普及化的转变。1999年,为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
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等

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开启了扩大招生人数

的教育政策改革。这些年来,我国博士、硕士在校生

人数逐年上涨,从2003至2016年,博士在校生由

136687人增加到342027人,增长2.5倍,硕士在校

生由514115人增加到1639024人,增长3.2倍。研

究生在高校博、硕、本、专四个层次在校生总数中的

比重由3.76%增长到5.69%。
从逐年增长率来看,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增长率在

整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3至2005年,受高校

扩招政策的影响,博士和硕士在校生增长率仍然较

大,但同时也在以较大幅度逐年下降。2006年以来,
博士研究生增幅放缓,趋于平稳,硕士研究生增长率

整体上逐年下降,但2009和2010年出现增长率突增

的情况,这是由于在2009年环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
教育部对研究生招生比例进行了调节(见表1图1)。

表1 2003-2016年我国研究生规模统计表

年份
博士

人数

博士

增长率

博士

占比

硕士

人数

硕士

增长率

硕士

占比

2003 13668725.70%0.79% 51411531.11%2.97%

2004 16561021.16%0.90% 65428627.26%3.57%

2005 19131715.52%0.91% 78729320.33%3.76%

2006 2080388.74%0.88% 89661513.89%3.78%

2007 2225086.96%0.88% 9725398.47% 3.85%

2008 2366176.34%0.88%10464297.60% 3.88%

2009 2463194.10%0.87%115862310.72%4.10%

2010 2589505.13%0.89%127946610.43%4.38%

2011 2712614.75%0.90%13745847.43% 4.55%

2012 2838104.63%0.90%14360084.47% 4.56%

2013 2982835.10%0.91%14956704.15% 4.57%

2014 3126764.83%0.92%15350132.63% 4.53%

2015 3266874.48%0.95%15847193.24% 4.59%

2016 3420274.70%0.98%16390243.43% 4.71%

  (二)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肩负着为经济

社会发展输送优秀人才的重任,在当今知识经济时

代,经济的增长愈加依靠知识生产和创新,因而研究

生人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更为突显。一方

面,高校培养的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是社会生产

领域所需的重要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研究生所具备

的创造知识、科研创新能力是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进

步的重要推动力,有数据显示,中国高校承担了

60%以上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以及80%以上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奖中中国重要

的科技进步奖有1/3来自高校。
高校研究生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也主要

通过人力资本和科研创新的空间溢出来体现,首先,
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技术的进步和

生产率的增长[8-11],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劳

动力输入地显示出内溢效应,在劳动力输出地显示出

外溢效应[12-13],本地区经济增长受到来自相邻地区人

力资本溢出作用的影响,相邻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

每提高1%,可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4.79%[1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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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科研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本省

科研创新产出带动邻近省域科研产出同向变化、科
研创新在其他省域经济领域的成果转化、在本省份

科研成果转化后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产出在省域间

流动等三种途径来实现[15],有研究表明,高校科研

产出在省域间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省

域科研产出增长,会促进其邻近省域高校科研产出

的增加[16](图2所示)。

图1 2003-2016年博硕研究生人数及其增长率

图2 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区域经济空间相关性分析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处理

本文使用2003-2016年我国大陆地区29个

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各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及其价格

指数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研究生在校人数来源

于《中国教育年鉴》,劳动力(从业人数)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由于重庆市缺少独

立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故将其并入四川省,西藏地

区缺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以将其剔除。数

据处理运用了ArcGis、GeoDa和MATLAB软件。
一是经济增长。研究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

区)的实际GDP衡量经济增长水平,GDP以2000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

二是研究生规模。用《中国教育年鉴》中各省份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在校研究生数衡量研究生规

模,其中博士在校生用DOC表示,硕士在校生用

MAS表示。考虑到高校研究生规模对当年经济增

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研究中博士DOC
和硕士MAS采取的是对滞后效应的计量,滞后期

选取为3年。
三是资本存量。本文对资本存量的估算沿用张

军[17]改进的永续盘存法,即选取某一年作为基期,然
后按不变价格计算各省份的资本存量,基本公式为:

Kit=Iit+ 1-δit  Kit-1 (1)
式(1)涉及投资流量I、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系数δ、
基期物质资本存量等四个变量。本研究选取“固定

资产投资”表示投资流量,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不

变价格,折旧系数采用张军给出的9.6%,基期资本

存量为张军估算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中2000
年数据。

四是劳动人口。本研究选取各省份年末从业人

员数量作为衡量劳动力人口的指标,该指标反映了

一定时期内社会劳动力的投入量,用L表示。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1.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权重矩阵是通过n阶方

阵W设定观察值之间的位置关系,目前有相邻空间

权重矩阵、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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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典型的设定方式,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地理距离

很难获取且易产生较大误差,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会导致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相

邻空间权重矩阵的一阶Rook矩阵测量区域间的空

间关系。
2.全局空间相关性。即变量在全局区域内的空

间自相关特征,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常用 Moran’I
来度量。Moran’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oran’I=
n∑

n

i=1
∑
n

j=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y)2

x=

1
n∑

n

i=1
xi (2)

式(2)中,xi为i地区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

阵,n 为样本地区数。Moran’I指数取值区间为

(-1,1),其值大于0代表变量在整体区域内存在正

的空间自相关性,小于0代表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

性,且其绝对值越大,代表空间自相关性越强。
利用GeoDa生成的空间权重矩阵,计算2006-

2016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局 Moran’I值如表

2,可以看出各年的Moran’I值都非常显著,说明我

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表2 2006-2016年Moran’I值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I 0.3497 0.3525 0.3547 0.3546 0.3561 0.3521 0.3472 0.3449 0.3442 0.3447 0.3469

Z-value 3.4418 3.5912 3.5248 3.5073 3.5016 3.4773 3.5741 3.4045 3.4948 3.3891 3.4296

P-value 0.002 0.003 0.003 0.001 0.001 0.002 0.002 0.004 0.002 0.002 0.002

  3.局部空间相关性。即全局区域内每个地区与

其临近地区的空间关系,可用局部 Moran’I指数、
Moran散点图或LISA集聚图进行测量。其中局部

Moran’I指数计算公式为:

LocalMoran’Ii=
n(xi-x)

∑
n

i=1
(xi-x)

∑
j

wij(xj-x)(3)

式(3)中,各符号的解释与式(2)相同。
图3是我国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各省

GDP局部空间自相关的 Moran 散点图。图中,横
轴为区域GDP,纵轴为邻近地区GDP,每一个点则

表示其所代表省份的LocalMoran’I值。可以看出,
这些观测值无规则地分布于四个象限中,表现出集

聚特征,这说明区域GDP在空间上存在着联系。

图3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2006、2011、2016年Moran指数散点图

三、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一)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经济

模型。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Y=AKαLβ (4)
式(4)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

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

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对式(4)取对数并引入研究生变量,得到本研究

的基本模型:
lnYit=lnA+β1Xit-3+β2lnKit+β3lnLit+u (5)
式(5)中,i=1,2,…,29,代表具体的省/直辖市/自
治区;t=2006,2007,…,2016,代表年份;高校研究

生规模对当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本研究中博士DOC 和硕士MAS 采取的是对

滞后效应的计量,滞后期选取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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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计量模型

现实中许多经济数据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空间位

置的影响,而现有研究则通常假定各个地区的变量

相互独立,根据“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关联性且距离越

近的省份关联性越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18-19],本
研究在基础模型中加入空间位置信息,构建空间计

量模型。
在本研究基础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

后项Wy 即可得到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LM),其基

本形式为:
y=ρWy+Xβ+ε,ε~N 0,σ2In  (6)

式(6)中,y为被解释变量的n维列向量,X为解释

变量的n*k阶矩阵,ρ是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以衡

量相邻地区的变值对本地区变量的影响方向,ρ>0
表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反之则不存在;β为k*1
阶参数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W是n*n阶空间权

重矩阵。由此得到本研究的空间滞后模型为:

lnGDPit=lnA+ρ∑
n

j=1
WijlnGDPit+β1lnXit-3+

β2lnKit+β3lnLit+ε,ε~N 0,σ2In  (7)
在本研究基础模型中加入随机误差的空间滞后

项即可得到空间误差模型(SEM),其基本形式为:
 y=βX+μ,μ=λWμ+ε,ε~N 0,σ2In  (8)
式(8)中,λ为n*1阶空间误差系数,用以衡量相邻

地区的变值对本地区变量的影响方向,λ>0表示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反之则不存在;μ 为服从正态

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其他符号含义与式(7)相同。
由此得到本研究的空间滞后模型为:
lnGDPit=lnA+β1lnXit-3+β2lnKit+β3lnLit+

λ∑
n

j=1
Wijμ+ε,ε~N 0,σ2In  (9)

在本研究基础模型中既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项又加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即可得到空间杜宾模型

(SDM),其基本形式为:
y=ρWy+Xβ+λWX+ε,ε~N 0,σ2In  (10)
式(10)中各符号含义与式(6)式(8)相同。由此得到

本研究的空间杜宾模型为:

lnGDPit=lnA+ρ∑
n

j=1
WijlnGDPit+β1lnXit-3+

β2lnKit+β3lnLit+λ1∑
n

j=1
WijlnXit-3+λ2∑

n

j=1
WijlnKit

+λ3∑
n

j=1
WijlnLit+ε,ε~N0,σ2In  (11)

(三)模型的选择

为了确定最优模型,本文进行了 Wald检验和

似然比LR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数据可

知,无论解释变量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两种检验结

果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均小于0.01,即在1%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ζ(ξ)=0和ζ(ξ)+λα(β)=0的原

假设,表明对于省域经济增长而言,空间杜宾模型较

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效果更好。
表3 Wald检验和LR检验

TEST lnGDP lnMAS

SDMagainstSLM

Wald 53.5862 49.8700

P 0.0000 0.0000

LR 51.2729 46.8924

P 0.0000 0.0000

SDMagainstSEM

Wald 87.2318 82.8070

P 0.0000 0.0000

LR 77.2744 72.9653

P 0.0000 0.0000

四、实证结果

(一)Hausman检验

为了确定空间杜宾模型应选用何种效应(固定

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本研究通过Hausman检验考

察空间效应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由表可知,统计量伴随概率为0.0000,表明在1%显

著性水平下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

设,应选择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表4 Hausman检验

统计量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test-statistic 47.7455 40.9165

degreesoffreedom 7 7

probability 0.0000 0.0000

  (二)结果分析

表5列出了我国省域经济生产函数的空间杜宾

模型的各类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及检验结果,表6列

出了空间杜宾各个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

效应。在3种固定效应的估计中,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的调整后R2、Sigma2、logL等统计量均具有较好

的拟合度,因此后续的研究中选择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的估计结果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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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可知,模型的空间自相关系数ρ为正且

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概率检验,验证了中国高校

研究生规模对推动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效应。具体而

言,从空间交互项来看,W*lnDOC和 W*lnMAS
的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113、0.137,皆通过了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对经济

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硕士生的空间溢

出效应大于博士生。W*lnK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存量对推动经

济增长也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 W*lnL的系

数为负,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

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
表5 研究生规模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杜宾模型

变量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应

lnDOC
-0.020*

(-1.730)
0.027***

(2.859)
0.000
(0.032)

/ / /

lnMAS / / / 0.004
(0.212)

0.017
(0.989)

-0.008
(-0.420)

lnK
0.200
(1.009)

0.709***

(20.122)
0.006
(0.039)

0.201
(1.024)

0.749***

(20.585)
0.068
(0.414)

lnL
0.034
(0.635)

0.424***

(13.580)
-0.083*

(-1.726)
0.023
(0.457)

0.407***

(12.833)
-0.095**

(-2.094)

W*lnDOC
-0.002
(-0.082)

0.113***

(3.770)
0.062*

(1.867)
/ / /

W*lnMAS / / / -0.131***

(-3.536)
0.137***

(2.858)
-0.246***

(-4.766)

W*lnK
2.007***

(8.021)
0.139*

(1.632)
0.232
(0.718)

2.376***

(8.959)
0.205***

(2.603)
0.858***

(2.654)

W*lnL
-0.127
(-1.377)

-0.312***

(-4.580)
-0.522***

(-5.318)
-0.123
(-1.370)

-0.403***

(-6.252)
-0.593***

(-6.125)

ρ
0.178***

(2.592)
0.095**

(2.152)
-0.187**

(-2.393)
0.162**

(2.394)
0.123***

(2.837)
-0.142**

(-1.855)

C-R2 0.9844 0.9615 0.1450 0.9849 0.9600 0.2016

sigma2 0.0019 0.0341 0.0014 0.0018 0.0349 0.0013

logL 561.8686 90.0041 599.0510 568.0142 85.3193 608.328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值。

  据表6中实证结果,从直接效应来看,博士研究

生的系数为0.031,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说明博士研究生每增加1%,会促进本地区三年

后的 经 济 增 长 0.031%;硕 士 研 究 生 的 系 数

为0.021,但这一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硕

士研究生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来看,博士、硕士研究生均能显著地促进

相邻省域的经济增长,其回归系数值分别为0.126、
0.153,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博士研究生

不仅能够促进其所在地区经济增长,还能带动邻近

省域的经济增长,博士生规模每扩大1%,可促进邻

近省域三年后经济增长0.126%,而硕士研究生规

模每扩大1%,会促进相邻省域三年后的经济增长

0.153%。从总效应来看,博士、硕士研究生均通过

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157
和0.174,说明其二者对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

著促进作用,博士、硕士研究生规模扩大1%,可分

别促进我国三年后的经济增长0.157%、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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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变量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固定效应

直接效应

lnDOC -0.020*
(-1.726)

0.031***
(3.016)

-0.003
(-0.265)

/ / /

lnMAS / / / -0.001
(-0.047)

0.021
(1.287)

0.000
(0.001)

lnK 0.289
(1.550)

0.713***
(20.330)

-0.006
(-0.033)

0.302
(1.602)

0.757***
(21.397)

0.042
(0.251)

lnL 0.031
(0.576)

0.419***
(14.047)

-0.060
(-1.276)

0.021
(0.424)

0.397***
(13.213)

-0.077
(-1.687)

间接效应

lnDOC -0.007
(-0.220)

0.126***
(3.728)

0.054*
(1.863)

/ / /

lnMAS / / / -0.153***
(-3.585)

0.153***
(2.816)

-0.224***
(-4.553)

lnK 2.392***
(11.499)

0.223**
(2.682)

0.225
(0.717)

2.780***
(11.794)

0.332***
(4.451)

0.771**
(2.477)

lnL -0.139
(-1.275)

-0.296***
(-4.163)

-0.447***
(-4.985)

-0.135
(-1.278)

-0.392***
(-5.879)

-0.529***
(-6.181)

总效应

lnDOC -0.027
(-0.762)

0.157***
(4.098)

0.051*
(1.718)

/ / /

lnMAS / / / -0.154***
(-3.591)

0.174***
(3.118)

-0.224***
(-4.390)

lnK 2.682***
(23.327)

0.936***
(11.071)

0.219
(0.806)

3.081***
(21.193)

1.089***
(15.646)

0.813***
(2.934)

lnL -0.109
(-0.868)

0.123**
(2.093)

-0.508***
(-5.329)

-0.113
(-0.957)

0.005
(0.095)

-0.605***
(-6.53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值。

五、结论建议

本文运用2003-2016年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

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高校研究生

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所呈现的空间特征。研

究发现:第一,我国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

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整体而言区域经济发展

对高校研究生数量上的需求并未饱和,也远未达到

均衡状态;第二,硕博研究生、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

的弹性系数都远小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说
明我国目前仍然是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同
时也说明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发展仍然不足,
需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博士

研究生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能带

动相邻省域的经济发展,而硕士研究生对相邻省

域的经济发展作用更为显著,考虑到博士研究生

规模仅为硕士研究生规模的1/5,说明高层次人才

具有更大的生产潜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一)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我国高校研究生规模实现稳增长,但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不可

避免,由此产生了对不同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而高

等教育本身具有滞后性和周期长的特点,并且人才

需求的预测难以准确无误,这就导致高校人才培养

的专业结构难以与社会需求相吻合,专业人才的培

养也往往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改变这种人才

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状况,高校必须根据学科的最新

发展,做好人才培养与用人市场的衔接,及时增设新

兴、边缘、交叉学科,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媒体融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领域

急需相关专业,推动学科群、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
同时树立前瞻性思维和变革性理念,加快构建与未

来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方向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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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厚植创新引领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将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因此需要厚植创新引领

力,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

的根本性转变。高校作为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平台,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产学研用四方面深度融

合,聚焦受制于人的核心技术、转型升级的关键难题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与科研院所、企业合

作组建产学研用联盟,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推动跨学

校、跨学科、跨行业联合攻关,从而源源不断地催生

新技术、新业态、新行业。同时,要致力于破除科技

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的制度性障碍:一方面要加

强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支持高校科技创新成果

和核心技术产业化,破除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企业

间的壁垒,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促进创新链、产
业链和市场需求有机衔接;另一方面要落实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
置和收益分配权,从而充分激发高校科研人员投身

产业技术攻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提升引才聚才质量,聚力打造人才优势

基于本文研究,我们发现博士研究生与区域经

济发展适应性良好,博士生规模的增加为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和

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硕士研究生对本地区经济增长

的影响不显著,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这反映出相较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具

有更大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硕士研究生存在较

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当前,我国各地区对于高

层次人才的竞争持续升温,一些“新一线”和二、三线

城市陆续出台人才新政,追逐高端人才红利,而中西

部欠发达省份由于自然禀赋较差、经济基础薄弱,对
高层次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导致人才

外流严重、引进困难,这也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

最大“瓶颈”。因此,欠发达地区要聚焦自身产业布

局,建立贴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育体系,同时,改革

人才激励、评价、分配机制,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

松绑,以更加开放的举措和更加优惠的政策打造高

层次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让高层次人才的创

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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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coefficientsofpostgraduate,doctoralstudentsandlaborerstoeconomicgrowtharefarlessthanthatofthephysical
capitalstock,indicatingthatthe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sstillinthecapital-drivenmodeatpresent;andthirdly,
doctoralstudentscannotonlypromotelocaleconomicdevelopmentbutalsodriveeconomicdevelopmentinneighboring
provinces,whilepostgraduatescanplayamoresignificantrolei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neighboringprovinces.
Keywords:thescaleofpostgraduateeducation;economicgrowth;spatialspillover;spatialTobi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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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EvolutionandRealisticProblemsof
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inChinaandReformSuggestions

ZHOUWenwena,YUQianb,NIJiania

(a.GraduateSchool;b.SchoolofPublicAffair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

Abstrac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hasexperiencedseveralreformssincenewChinawasfounded.Theneedfor
reachinginternationalstandards,thepolicysupportofthestate,thedemandofthesocietyineconomicdevelopment,the
competitionamong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andtheconflict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rethemainfactors
thattriggerreform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Meanwhile,theneedofthesocietyfortalentedprofessionalsat
differentlevelsisthelogicfollowedby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systemchanges.Theattentionpaidtothetrainingprocess
andtherespecttouniversitiesfortheirautonomousschool-runningarethemainfeaturesofthereformofthepostgraduate
educationsystem.Atpresent,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inChina,suchas
assimilationamongdifferenttypes,differentlevelsanddifferentprofessioneducationsystems,andthetrainingqualityfailure
tothedemandofthesociety.Inordertoimprovethequalityofpostgraduatesacrosstheboard,thispaperproposestoclarify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andtrainingquality,definetheorientationandtrainingobjectivesof
postgraduateeducation,respectdiscrepanciesandthetrainingnatureamongdifferentdisciplinesandmajors,andimprove
supportsystemsfortheeducationsystem.
Keywords:graduateeducation;schoolsystemreform;influencingfactors;flexibleschoolsystem;countermeasuresandsug-
gestions

·18·王淑英,等:中国高校研究生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3.pdf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4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5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6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7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8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79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80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_部分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