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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政府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入驻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

探讨高校科研机构研究生教育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具有现实意义。以我国30个省份地区为样

本,将时间趋势带入面板数据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研究生教育是否以及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问

题。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既存在直接促进作用,也存在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

应。在控制了劳动力、资本和城镇化等因素后,上述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此外,通过测算研究生教育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明显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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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深圳、青岛、郑州等相对缺乏“双一流”
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地区,不断出台包括建设用地、资
金支持和人才激励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措施,加大对

高等教育机构/科研院所的吸引力度。那么,通过高

等教育机构加强研究生教育是否且如何促进其所在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是什么? 相关问题引起了

学者们高度关注[1]。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

长理论基础上,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

系统研究。首先,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尽管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和方法测

算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产出弹性系数,
但大都认为与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相比,高等教育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相 对 较 小。例 如 崔 玉 平

(2000)[2]、樊星和马树才(2017)[3]、李锋亮和王瑜琪

(2020)[4]等的实证研究。其次,高等教育投入(包含

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长期

影响,并且这一积极影响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作用较

大,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相对较小。例如

叶茂林等(2003)[5]、Zhou和Luo(2018)[6]、吴东姣

和马永红(2019)[7]等的研究。最后,关于我国高等

教育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柯布-道格

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分别采用面

板数据非线性回归模型[8]、双重差分法[9]、脉冲响应

函数模型[3]、误差修正模型[10]等不同研究方法展开

的。此外,还有少数学者探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黄海军和李立国(2012)[11]、
李锋亮和袁本涛(2013)[12]分别测算了我国研究生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率。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关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鲜有研究探讨高



等教育的金字塔顶端———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机制。事实上,研究生教育不仅能够为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增加高素质人力资

本存量,直接参与生产活动,加速经济发展;而且还

能够创造新知识、申请新技术专利,提高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因此,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

要,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生教育如何影响区域经济

增长,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打开研究生教

育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黑箱”,而且从实践上还

有助于正确引导各地区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高校

与科研院所的吸引力度和建设力度。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增长

目前,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关注于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达成了较为一

致的结论:高等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关

键作用[13],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提

高 R&D 水 平 对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间 接 的 积 极 作

用[7,14]。此外,对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表明,由于我国存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低、高等教育投

资不足、市场意识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缺乏中介途

径、地区教育不均衡等问题[15-16],我国高等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

潜力。
然而,关于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研究生教育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

增长的研究更少。李锋亮和袁本涛(2013)[12]通过

采用宏观明瑟收入模型对2003—2009年我国研究

生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发现,我国研究生教

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东部地区研究

生教育的作用最大。方超和罗英姿(2017)[17]采用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算了1996—2014年我国研

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0.8%~1.9%
之间,并且研究生教育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
事实上,研究生教育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

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其对经

济增长可能具有积极影响。
(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基于Romer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Schumpeter
创新经济学,已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了技术

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已达成较为一致共识:技
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18]。这些研究认

为技术创新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
且还能够通过有效提高生产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或产生诸如新产品/服务、新技术所形成的技术领先

优 势 来 间 接 促 进 经 济 增 长。例 如 李 苗 苗 等

(2015)[19]、李成刚等(2019)[20]分别使用有向无环

图分析方法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技术创新是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2018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罗默和诺德豪斯将知识尤其是与技术

创新相关的知识、自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强

调了技术创新不仅是引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新动力,而且也是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途径[21]。
纵观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

究发现,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尤

其是研究生教育不仅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而且

还能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提高R&D水平,从而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研
究生教育除了直接为技术创新提供优秀的高端人才

外,还可直接进行自主创新。因此,它对技术创新至

关重要,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研究

生教育对经济增长也应很重要,即技术创新有可能

是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三)研究生教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认为研究

生教育、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

示。研究生教育不仅能够通过“机械”需求和高级教

育人力资本投入直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还可

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图1 研究生教育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直接参与科学技术创新

研究的工作和实践,能够直接创造技术创新产出的

同时,还能够积累各类技术创新知识、了解和掌握技

术前沿,因此,不仅增强科研机构或高校所在区域的

技术创新能力,而且促进该区域高质量发展。(1)通
过参与导师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基础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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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科技创新研究项目,能够创造新思想、新知

识、新技术、新材料,申请各类专利等,从而在不断积

累技术创新元知识的同时,直接促进技术创新产出,
提高所在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2)通过以助研或

助岗的身份进入基础型和应用型创新平台工作,直
接参与实践并了解和掌握技术前沿,不断提升自身

科研实践能力。为了加快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大
学、科研机构往往与企业联合建立各类实验室、技术

研究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大部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能够以助研或助岗的身份进入上述

创新平台工作,直接参与技术应用研究开发的实践,
及时了解和掌握技术前沿,为毕业后参与R&D工

作奠定良好基础。(3)还可以通过更加“机械”的需

求渠道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在校研究生

通过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消费,增加了对当地产品和

服务的购买,从而直接对当地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

的影响。尤其是当一所新研究机构、新大学校区入

驻某一区域时,或者当研究生教育机构的运营经费

主要来自国家政府部门(或其它地区政府部门)提供

的资金时,研究生教育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更强[1]。
研究生毕业之后,成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不仅

可以直接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参与生产部门的生

产活动,而且还可以直接补充、壮大科研队伍,增加

所在区域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该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进而促进该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据教育

部统计数据显示,自1999年我国扩大研究生招生规

模以来,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毕业生(含
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人数由1999年的54670
人迅 速 猛 增 至 2018 年 的 578045 人,累 计 超 过

664.7万人,年均增长率约13.22%。这些研究生毕

业后,有一部分选择去高校、科研机构工作,剩下的

大部分则进入企业工作。(1)毕业后在高校、科研机

构工作的研究生,通过短短几年的成长往往能够成

为科研队伍当中的科研骨干、研究生导师,不仅能够

承担或主持各类科学技术研究课题,还且还能够指

导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因

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或在科研机构工作能够有效

提高所在单位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单位所在区域

的经济增长。(2)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的研究生,通
过不断地将学校积累的新知识、新技术转移到就业

单位,往往能够参与甚至主持 R&D项目,加快消

化、吸收、模仿外部技术溢出的速度,直接提升所在

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22],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3)毕业后的研究生作为高级教育人力资本直接投

入到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将会直接促进所在区

域经济增长,因为高级教育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 边 际 产 出 更 大[23]。事 实 上,Cinnirella 和

Streb[24]、Barcenilla-Visús和 López-Pueyo[25]分 别

对普鲁士经济演化、欧盟国家创新和技术追赶过程

的研究也发现,高级教育人力资本不仅能够通过直

接的生产渠道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可通过技术创

新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首先,本 文 整 合 了 柯 布-道 格 拉 斯 (Cobb-
Douglas)生产函数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荷兰学者

丁伯根(JanTinbergen)的生产函数模型,将时间趋

势和研究生教育变量纳入C-D生产函数,获取总量

水平的基础动态模型如下:

Yit=AeλtPGη
itKα

itLβ
itURBθ

it (1)
其中Yit 为第t(t=1,2,…,T)期第i(i=1,2,…,

n)个地区的实际产出;K、L、PG、URB 分别为物质

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研究生教育和城镇化水平;α、

β、η 和θ 分别为对应的弹性系数;A 为常数,eλt 为

时间趋势项。该模型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某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指数形式变化。为便于回归分

析,将式(1)两边取对数变换后的基础回归方程

如下:

lnYit=C+ηlnPGit +λt+αlnKit +βlnLit +
θlnURBit+μit (2)
其中C 为常数,μit 为残差项。

由于上述式(2)不能消除规模经济效益或者修

正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本文借鉴黄海军和李立国

(2012)[11]的做法,将式(1)取劳动力平均水平以控

制地区规模经济(设定规模经济不变,即α+β=1)
的影响。平均水平的基础动态模型如下:

Yit

Lit
=AeλtPGη

it(
Kit

Lit
)αURBθ

it (3)

同理,两边取对数变换后的基础回归方程如下:

ln(
Yit

Lit
)=c +ηlnPGit +λt +αln(

Kit

Lit
)+

θlnURBit+εit (4)
其次,为了辨清我国研究生教育(PGit)是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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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术创新(Pateit)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问题,
本文借鉴张秀武等(2018)[26]采用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在式(2)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以下两个递归方程

进行检验:

lnPateit =C' +ρlnPGit +λ't+α'lnKit +

β'lnLit+θ'lnURBit+μ'it (5)

lnYit =C″ +η'lnPGit +γlnPateit +λ″t +
α″lnKit+β″lnLit+θ″lnURBit+μ″it (6)

同理在式(4)基础上逐步构建以下两个递归方

程进行检验:

lnPateit=c'+ρlnPGit +λ't+α'ln(
Kit

Lit
)+

θ'lnURBit+ε'it (7)

ln(
Yit

Lit
)=c″+η'lnPGit +γ'lnPateit +λ″t+

α″ln(
Kit

Lit
)+θ″lnURBit+ε″it (8)

最后,为了整个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更加全面,
本文结合Sobel检验、Aroian检验和 Goodman检

验,具体分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步,对总效应的检验。
分别对式(1)和式(4)进行检验,若参数η统计显著,
则继续下一步检验;否则,由于不具备中介效应的检

验条件,可直接终止检验。第二步,分别对式(5)、式
(6)和式(7)、式(8)进行检验,若参数ρ和γ'均统计

显著,则满足中介效应必然存在的条件,继续进行下

一步检验;否则,若其中有一个统计不显著,则直接

跳到最后一步检验。第三步,依据上述检验结果,若
参数η'统计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自

变量PGit 对Yit 产生影响只能通过中介变量Pateit

才能起作用。若参数η'统计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即在自变量PGit 对Yit 产生的影响中,有
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Pateit 起作用的,且中介效

应的大小为ργ'/(ργ'+η')。第四步,进行Sobel
检验、Aroian检验和Goodman检验,若检验结果统

计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可返回上述第三步计算

参数值;否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其中三种检验的统

计量的值如下(其中Sγ'、Sρ 分别为参数γ'和ρ的标

准差):Sobel检验的Z 值:Z = ργ'

ρ2S2
γ' +γ'2S2

ρ

;

Aroian检验的Z 值:Z= ργ'

ρ2S2
γ' +γ'2S2

ρ +S2
γ'S2

ρ

;

Goodman检验的Z值:Z= ργ'

ρ2S2γ' +γ'2S2ρ-S2γ'S2ρ
。

另外,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8.0对

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18.0
计算上述三种检验的Z 值及其统计显著性。

(二)数据的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1.经济增长(Yit)。现有学者使用频次最高的

一个度量指标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5,22],本文也采

用这一指标进行度量。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2014—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30个省

市(因数据缺失较多,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并未纳入其

中)名义GDP进行了不变价格计算,获得以2013年

为基期实际GDP(GDPit)。人均GDP则直接采用

30个 省 市 的 以 2013 年 为 基 期 实 际 人 均 GDP
(PGDPit),如表1所示。

2.研究生教育(PGit)。研究生入学率、在校生

数或毕业生数等是现有研究测度研究生教育的常用

度量指标,但是这些指标都只是研究生教育过程的

不同横断面。事实上,研究生教育到底培育多少具

有综合能力的研究生,最终体现在授予学位数量方

面。因此,结合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借鉴方超和罗

英姿(2017)[17]选取的度量方式,采用30个省市高

等学校(机构)年授予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数量作

为度量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

教育统计数据,时间跨度为2013—2017年。

3.技术创新(Pateit)。关于技术创新的代理变

量,现 有 学 者 们 广 泛 采 用 专 利 数 量 作 为 度 量 指

标[27]。相比较于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数量更加具

有时效性,能够及时地反映出各地区的技术创新水

平[28]。本文选用专利(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

量。数据来源于201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4.控制变量。首先,物质资本存量(Kit)。借

鉴王小鲁等(2009)[29]做法,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作为度量物质资本投资的基本指标。同样,为了

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2014—2018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30个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到位资金”进行不变价格计算,获得以2013年

为基 期 的 实 际 物 质 资 本 投 资。以 戈 登 史 密 斯

(Goldsm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Kit=
FIit+Kit-1*(1-σ),i、t同上;其中FI 为实际物

质资本投资,初始2013年K0 等于FI0 除以FI 年

均增长率和投资折旧率σ(取σ=15%)的和。其次,
我国30个省市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PKit)等于各

地区物质资本存量(Kit)除以各地区年末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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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最 后,本 文 还 借 鉴 Cinnirella 和 Streb
(2017)[24]的做法,将城镇化率(URBit)作为其中的

一个控制变量,选取了“各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进行度量。上述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2014—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1 研究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符号 经济含义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经济增长

GDP 地区实际GDP 24670.41 84055.13 2122.06 18252.3

PGDP 实际人均GDP 55343.42 125848 23151 23902.8

核心

解释变量
研究生教育 PG

地区高等学校(机构)授予博士、
硕士研究生学位数

18847.25 110758 734 17332.47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 Pate 专利申请数量 92698.79 627834 1099 121170.6

控制变量

物质资本存量 K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103210.7 280827.2 14505.2 62827.41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PK 物质资本存量与年末人口总数比值 24.21 44.33 12.47 7.72

劳动力资本 L 各地区年末人口数 4560.31 11169 577.79 2727.21

城镇化水平 URB 各地区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57.61 89.6 37.83 11.82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解决数据的不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性问题,结合上述构建的模型,本文对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采用了对数

化处理,并采用统计软件Eviews8.0对其进行了面

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所有变量均可认为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检验方法 ln(GDP) ln(PGDP) ln(PG) ln(Pate) ln(K) ln(PK) ln(L) ln(URB)

L.L.C.检验 -7.283I -6.530I -21.488 -511.377 -12.616 -11.526 — -15.727

IPS检验 -6.465I -3.587I — -140.312 — -1.551+ — —

Fisher-ADF检验 135.834I 125.117I 140.142 74.918+ — — 81.707 —

Fisher-PP检验 237.185I 215.797I 135.309 130.003 84.300 117.118 140.399 109.407

Hadri检验 56.801I 56.801I 9.288I 11.704I 56.801I 11.125I 12.473I 56.744I

  注:在单位根检验时,标有“I”的采用了只含截距项检验模式,其余的采用既含截距项又含趋势项检验模式;统计量值除了标有“+”在0.1
置信水平统计显著外,其余统计量值在0.05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

  (二)实证分析结果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遗

漏变量偏误的问题,故依据上述式(2)、式(4)~式

(8),本文构建了含有个体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首先,通过对构建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经典的豪

斯曼(Hausman)检验,最终发现构建的所有含个

体的面板数据模型接受原假设的概率均大于5%,
因此,本文选用了含有个体的随机效应模型。此

外,为了防止模型残差存在个体间的异方差和同

期相关性,本文采用 White截面加权法进行估计,
如表3所示。
1.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未考虑中介效应模型I和模型IV中,研究生

教育(PG)分别对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实际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

响,弹性系数估计值分别约为0.05和0.07,且都在

0.01水平下统计显著。在考虑中介效应模型III和

模型VI中,参数估计值分别约为0.04和0.05,且
分别在0.05和0.01水平下统计显著。黄海军和李

立国(2012)测算的1996—2009年我国研究生教育

变量或知识资本的弹性系数介于0.018~0.033之

间[11]。李锋亮和袁本涛(2013)测算的2003—2009
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弹性系数为0.023,但东部地

区的研究生教育弹性系数为0.04[12]。由此可以判

定,无论是在未考虑中介效应的模型中还是在考虑

中介效应的模型中,本文测算的2013—2017年我国

研究生教育经济产出弹性系数基本上处于合理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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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生教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GDP) ln(Pate) ln(GDP) ln(PGDP) ln(Pate) ln(PGDP)
模型I 模型II 模型III 模型IV 模型V 模型VI

ln(PG)
0.049**

(3.009)
0.309*

(2.368)
0.039*

(2.282)
0.071**

(6.180)
0.732**

(6.046)
0.052**

(3.863)

ln(Pate) — — 0.035*

(2.599)
— — 0.031**

(2.750)

t
0.050**

(18.571)
0.083**

(6.046)
0.047**

(16.674)
0.049**

(17.707)
0.072**

(4.746)
0.046**

(17.219)

ln(K)
0.620**

(6.027)
0.084
(0.208)

0.618**

(6.253)
— — —

ln(PK) — — — 0.557**

(5.117)
0.914*

(1.906)
0.587**

(5.674)

ln(L)
0.438**

(3.894)
1.090**

(2.921)
0.399**

(3.510)
— — —

ln(URB)
0.585**

(5.083)
2.332**

(4.610)
0.506**

(3.910)
0.644**

(5.917)
1.941**

(3.535)
0.593**

(5.073)

C
-3.772**

(-23.078)
-11.795**

(-4.888)
-3.369**

(-11.357)
5.673**

(51.276)
-1.402
(-0.663)

5.645**

(30.476)

R2 0.856 0.772 0.966 0.832 0.716 0.951

    注:*和**分别表示在0.05和0.01水平统计显著;括号内数值为参数对应的T统计量值。

  2.研究生教育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

接效应

依据式(5)~式(8)所构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别

为表3中模型II、模型III、模型V和模型VI,目的

是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在模型II
和模型V中,变量ln(PG)对ln(Pate)的影响系数

分别在0.05、0.01水平下统计显著;并且在模型III
和模型VI中,ln(Pate)对ln(GDP)、ln(PGDP)的
影响系数分别在0.05、0.0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明

无论是否剔除规模经济的影响,在研究生教育影响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确实存在。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相应的Sobel检

验、Aroian检验和Goodman检验值分别约为1.77、
1.71、1.85和2.56、2.53、2.28,分别在0.01、0.01、
0.01和0.05、0.05、0.001的置信水平统计显著。
从而证实了研究生教育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

长产生间接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占总效应比例分别

为21.74%和30.80%。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的

之一是为社会培育大批综合型高端人才,加快社会

高端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个体通过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不断积累新知识和前沿新技术,加快提

升自身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生阶段

的教育和培训,获得研究生相应学位的毕业生加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直接参与新知识创造、技术

研发、新产品开发等工作,从而通过技术创新能够间

接地促进经济发展。
3.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在构建的所有模型中,时间变量t对被解

释变量(包括ln(GDP)、ln(PGDP)、ln(Pate))均具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

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增长惯性。其

次,在模型I和模型III中,物质资本存量(ln(K))、
劳动力(ln(L))要素的平均经济产出弹性分别约为

0.62和0.42,二者之和略等于1,基本上处于规模

经济状态;城镇化率(ln(URB))的平均经济产出弹

性约为0.55。值得注意的是,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显著大于劳动力要素的贡献。在模型

IV和模型VI中,人均物质资本存量(ln(PK))的平

均经济产出弹性约为0.57,以此推算出劳动力的经

济产出弹性约为0.43。城镇化率(ln(URB))的平

均经济产出弹性约为0.62。综上,尽管现有研究对

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约在0.2~0.4之间,
但是张秀武等(2018)对我国物质资本存量的经济产

出弹性的估计为0.55~0.60之间[26]。郑鑫(2014)
测算的1990—2011年我国城镇化的经济产出弹性

范围在0.23~0.72[30]。因此,本文关于物质资本存

量、劳动力和城镇化率对我国经济产出弹性的估计结

果基本正确。在既定条件下,当资本、劳动力或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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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别变化1%时,将会分别引起经济发展变化率约

为0.6%、0.4%和0.59%的变化。
4.各要素对年均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研究生教育、技术创新等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到底有多大?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式(6)两端

取全 微 分,则 有:ΔYit

Yit
=η' × (ΔPGit

PGit
)+γ ×

(ΔPateit

Pateit
)+λ″+α″×(

ΔKit

Kit
)+β″×(

ΔLit

Lit
)+θ″×

(ΔURBit

URBit
),即为:

η'×(
pg
y
)+γ×(

pate
y
)+

λ″
y +α″×(

k
y
)+β″×

(l
y
)+θ″×(

urb
y
)=1 (9)

其中y、pg、pate、k、l、urb 分别是 GDP年均增长

率、研究生授予学位数年均增长率、专利申请年均增

长率、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和城

镇化年均增长率,如表4所示。2013—2017年各变

量的年均增长率g=
4G2017

G2013
-1,各变量的全国年均

增长率等于我国30个省市年均增长率的均值;各变

量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 年均增长率等于该地

区对应变量年均增长率的均值。依据上述推算,某
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该要素弹性系数×该

要素年均增长率/年均经济增长率×100%。依据模

型I和 模 型III估 计 的 参 数 平 均 值,计 算 获 得

2013—2017年我国30个省市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各要素全国的贡献率是指30个省市贡献率

的均值;各要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是指

该地区贡献率的均值,如表5所示。

表4 各指标年均增长率

地区

年均增长率

GDP增长率

(%)
研究生教育

增长率(%)
技术创新

增长率(%)
资本存量

增长率(%)
劳动力

增长率(%)
城镇化

增长率(%)
全国 7.545 8.178 17.306 0.771 0.620 2.218

东部11省市 7.116 8.112 12.672 0.718 0.660 1.377
中部8个省 7.553 8.118 17.853 0.830 0.350 2.441
西部11省市 7.968 8.289 21.542 0.781 0.777 2.896

表5 各投入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地区

贡献率

研究生教育的

贡献率(%)
技术创新的

贡献率(%)
资本存量的

贡献率(%)
劳动力的

贡献率(%)
城镇化的

贡献率(%)
全国 4.710 7.299 7.360 3.231 15.616

东部11省市 5.066 5.564 7.293 3.506 10.230
中部8个省 4.675 7.332 7.925 1.760 17.350
西部11省市 4.380 9.011 7.016 4.027 19.741

  对表4和表5进行观察不难发现:既定条件下,
在2013—2017年间,首先,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最大贡献者(全国平均值约为15.62%)。这表明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实施,诸如生态

新城、大学城等各类新城新区的深入发展,城镇化强

有力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

推动力[31]。其次,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仅次于城镇化的贡献。尽管专利申请的弹性

系数较小(约为0.035),但由于在2013—2017年

间,全国专利申请数量年均增长率约达17.31%,最
终呈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这表

明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诸如创新型/
智慧型城市、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区域的蓬勃发展,

技术创新强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不断缩短与前沿技术、国际领先技术的技术差距[18]

以及关键攻关技术的突破,因此,技术创新对驱动经

济发展的贡献将逐渐超过物质资本的贡献。最后,
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71%,并且

表现出在东部地区最大、依次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

明显区域特征。尽管研究生教育的弹性系数较小

(约为0.04),远低于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

数(分别约为0.62和0.42),但是近年来,研究生教

育的快速扩张,不仅能够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带动相关企业进行技术攻关,而且还为经济和社会

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从而有效地推动了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至于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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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研究生往往具有更频繁的流动性和更多地点的选择

性。毕业于中、西部地区的研究生大部分选择去那

些机遇较多、环境良好、待遇优厚的东部地区就业,
即存在“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失的现象,从而对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远不及对东部地区的贡

献。此外,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约为

3.23%。该结论印证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

断消失,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逐渐减少。

五、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

了研究生教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其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包括实际

GDP和人均GDP)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

大约在0.04~0.07之间。无论是否控制规模经济

的影响,技术创新是研究生教育影响经济增长(包括

实际GDP和人均GDP)的中介变量,并且这一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1.74%和30.80%。从这

一角度证实了许多地方尤其是那些缺乏“双一流”高
校、科研院所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吸引研究生

教育机构入驻相对有效。
其二,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结

果表明,城镇化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全国平均值约为15.62%),其次是资本存量和技

术创新的贡献,并且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显著大于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研究生教育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71%,并且表现出在东部地区

最大、依次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明显区域特征。因

此,进一步验证了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目前城镇化强有力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并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其三,控制变量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既定条件

下,资本、劳动力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

用。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之

间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增长惯性。因此,进一步验

证了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与前

沿技术、国际领先技术的技术差距不断缩短,部分重

大/关键攻关技术陆续得到突破,技术创新驱动我国

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主要探讨了研究生教育、
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数据的局限

性,并未对研究生教育的空间布局、不同省市差异

性、时段等进行控制。为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

进一步探讨研究生毕业后的空间配置、不同省市差

异性或不同时段对研究生教育、技术创新和经济增

长之间关系的影响。

注释:

① 以2000年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地区划分为准,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等

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
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等8个省;西部地

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
青海省、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1个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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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PostgraduateEducationFacilitateRegionalEconomicGrowth:

Basedonthepenaldatafrom30provincial-levelregions

LIMiaomiao1,SUNYutao2

(1.SchoolofBusiness,QingdaoUniversity,Qingdao,Shandong266071;

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Dalian,Liaoning116024)

Abstract:Ithasbecomeanimportantmeansforlocalgovernmentstoattractwell-knownuniversityandresearchinstitutionsto
settleinforlocaleconomicdevelopmentthroughvariouspreferentialpolicies.Therefore,thereispracticalsignificanceto
discusstheimportanceofpostgraduateeducationofhigherlearningand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intheprocessofregional
economicgrowth.Basedonthesamplesfrom30provincial-levelregionsinChina,thispaperbringsthetimetrendintothenon-
linearregressionmodelofpaneldatatoanalyzequantitativelywhetherandhowpostgraduateeducationcaneffectivelypromote
localeconomicgrowth.Theresultsshowtha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notonlyhasdirectpositiveeffectoneconomic

growth,butalsohasindirectpositiveeffectoneconomicgrowthbytechnologicalinnovation.Afterdeductingthefactorssuch
aslaborforce,capital,andurbanization,theaboveempiricalresultsremainsteady.Inaddition,theestimationofthe
contributionrateofpostgraduateeducationtoregionaleconomicgrowthshowsaphenomenonthattheeffectofpostgraduate
educationontheeconomicgrowthinthe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decreasesobviouslyindescendingorder.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economicgrowth;technologic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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