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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high degree a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spect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n we use th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and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s uncertain.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provinc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service under the interconnection of input structure and output struc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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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度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并考察了山东省产业结构优
化进程，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广义矩估计法对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
发现，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与经济增
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呈现出不确定性。据此，建议山东省要重
点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在保障不同地区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服务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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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经济体内部不同部门的份额结构会发生变化，如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就业份额
不断增加，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比重则不断下降。学者们依据不同经济体实际发展进程中的部门经验，
相继对经济增长进程中产业结构的作用展开研究。如，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 1971)在研
究了大量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的资料后提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须通过考察其生产结构的变化才能
获得合理解释[1]。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71)在考察了近代经济增长进程后认为，一国或地区经
济增长的实质是产业部门的依序递次增长，即由产业部门的“领头羊”先行增长，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引
致其他部门增长，最终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2]。帕西内蒂(Luigi L. Pasinetti, 1981)在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
中纳入结构变化因素后发现，劳动力由低就业部门向高就业部门转移以及资本由低增长部门向高增长部
门的转移，带动了经济增长[3]。钱纳里(Hollis Chenery, 1995)从一般均衡角度的分析结论是，产业部门的
结构变化能够对经济增长直接形成影响[4]。派奈德(Peneder, 2002)研究了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和增速，
认为无论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还是从低增速部门流向高增速部门，都将带来整个
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种“结构红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5]。
国内外学者以中国为样本的研究做了诸多探索，但由于代表指标选取、样本数据选择与模型估计方
法等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尚不一致，如 Sachs & Woo (1994)对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的转型与升级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6]；Fan (2003)针对中国劳动
力流动进行的研究认为，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流动是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7]；刘杰和
张辉(2008)对产业要素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在到达某一临界点前会促
进经济增长，但这种“结构红利”过临界点后会逐步降低[8]；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区分劳动力和资本
两种不同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劳动力要素的部门间流动存在“结构红利”，而资本要
素的部门间流动并不存在“结构红利”[9]。温杰(2010)重新计算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资源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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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资源再配置一直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未来仍会获得重要红利[10]。郭进
(2014)的研究结论是，“结构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11]。
综合以上文献，学者们较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增长进程中，投入要素由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
部门，可以促进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但从实证分析看，以上文献主要从要素部门流动的角度出发，
检验要素流动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直接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衡量并检验其经济增
长效应的文献还不多。山东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个经济大省，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1978 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225.45 亿元，而到 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3,002.3 亿元，
在此期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由 1978 年的 75.06 亿元、119.35 亿元和 31.04 亿元，提高到
2015 年的 4979.1 亿元、29,485.9 亿元和 28,537.4 亿元，分别增加了 66.3、247.1 和 919.4 倍，产业结构明
显优化。本文拟以山东省 17 地市为样本，在选取量化指标对全省产业结构优化进行度量的基础上，检验
产业结构优化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以为政府产业发展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1978 年至今山东省产业结构演进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产业结构变化比较明显，图 1 为山东省 1978~2015 年三次产业产值占 GDP 比
重的变化情况。1978 年山东省三次产业比例为 33.3：52.9：13.8，第一产业在经济构成中占了较大比重，
产业结构表现为二、一、三类型，反映出山东省在当时还为农业大省，整体工业化水平比较低。2015 年
山东省三次产业比例优化为 7.9：46.8：45.3，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降至 7.9%，第二产业达到 46.8%，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升至 45.3%，三次产业构成呈现二、三、一格局。1978~2015 年间，第一产业比重大幅
下降，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保持强劲上升的态势，自第三产业比重在 1990 年首次超过
第一产业后，三次产业始终保持二、三、一的结构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的 37 年间，山东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比较大。图 2 为山东省 1978 年以来三
次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占比变化情况。1978 年山东省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三次产业总劳动
力人数的比重分别为 79.2%、12.3%、8.5%，1990 年调整为 64%、22.8%、13.2%，2015 年进一步优化为
29.6%、35.2%和 35.2%，期间山东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大幅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
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增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至 2015 年，山东省 7/10 的劳
动力分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社会从业人员在三个产业之间趋向接近均匀分布。2015 年，山东省第一产

Figure 1. Evolution of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5
图 1. 1978~2015 年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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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1978-2015
图 2. 1978~2015 年山东省各产业就业结构演进轨迹

业产值占 GDP 比重降至 7.9%，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占总就业人数仍达 29.6%，表明山东省农业就业人口比
例依然过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则由 1978 年的 12.3%上升至 35.2%，根据发达经济体部门发展经验，这
一就业比重是基本合理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8.5%上升至 35.2%，吸纳劳动力增长不断增
加而且保持了很强的就业增长趋势，但与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相比，这一比重依然偏低。

3. 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及特征
3.1. 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指标
依不同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部门经验，产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合理化，二是高级
化。合理化是指经济体中不同产业间发展更加协调以及资源利用更加有效的演变过程，高级化则指产业
结构由较低级层次向较高级层次逐步升级的过程，两者从两个维度动态反映经济体中产业结构优化的
演进。
n
Y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指标，用公式表示即为 T = ∑  i
i =1  Y

  Yi
 ln  L
  i

Y
，
L

式中，i 代表具体产业，n 代表产业数量，T 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度，Y 代表产业产值，L 代表产业就业
Y
Y Y
反映各产业产值与就业比例偏离整体经济生产率
水平， i 反映各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程度， i
Li L
Y
水平的程度。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考虑到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服务化已成为普遍特征，且服务业在工业
化水平较高的中等发达经济体也表现出越来越高的产值比重，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的产值比
Y
例作为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指标，用公式表示即为 S = s ，式中，S 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度，Ys 代
Ym
表第三产业产值， Ym 代表第二产业产值，如果 S 值趋于增大，就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进程中的服务化特
征越来越明显，即产业结构处于向高级化演进阶段。

3.2. 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及时段特征
依据上述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指标，本文对 1978~2015 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
进行测算，结果见图 3。由图 3 可知，T 值总体呈下降态势，U 值总体呈上升态势，即 1978~2015 年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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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1978-2015
图 3. 1978~2015 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
轨迹

东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但 T 值变化和 U 值变化均有波动性，这与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山东省的经济战略是相吻合的。
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省尚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集中了约 80%左右的劳动力，这一时期实施的全国
农村体制改革，使得农民选择多样化生产的自主空间得到拓宽，极大地提高了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
1978~1983 年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快速提高，此时期第二产业还未从国家对沿海地区发展工业的严格限
制中完全解放出来，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因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增加消费支出而受益，
产值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五年内，山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显露出明
显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迈进的迹象，在图 3 中表现为 T 值由高点迅速下降和 U 值由低点迅速上升。但第一
产业毕竟受自然环境和土地等资源的制约性很高，持续性的效率提升非常困难，1984 年后的整个 80 年
代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吸纳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而随着国家逐步放松原先对沿海地区发展工业的严
格限制，山东省第二产业获得发展契机，产值比重和吸纳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同时，改革开放后市
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拉动了原本基础薄弱的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吸纳就业人数比重都
处于上升态势，1984 年至 1990 年，以 T 值表示的山东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代表高级
化程度的 U 值继续趋于上升。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段，受惠于沿海地区先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山东省吸
引了大量以加工工业为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发展快速，对外开放还培育了效率更高的市场化
经济，第三产业也获得了更快发展，第一产业因效率提升所挤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步被获得发展动
力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纳，因此，1991 至 1995 年，T 值短暂上升后快速下降，U 值则短暂下降后
又开始攀升。1996 年至 2000 年，由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还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T 值和 U 值都趋于上
升。进入 21 世纪后，山东省大量以加工装配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发展迅速，2004 年山东省推出“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建设制造业强省”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第二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吸引了大量第一产
业转移的剩余劳动力，2001~2004 年，T 值和 U 值都表现为下降。2005 年后，随着市场化体系趋向完
善，山东省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活跃，第三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2010 年山东省在制造业强省建设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促进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构想，更加推动了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此时期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就业率持续向好，因此，2005 年至 2015 年，T 值持续下降，U 值则呈现先平稳后快速的上
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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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4.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对山东省三次产业的地区分布进行了统计并汇总为图 4~6，可以发现，山东省 17 地市的各产业
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本文选取 1989~2015 年全省 17 地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法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以 1989~2015 年 17 地市的 GDP 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
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T 值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U 值反映产业结构优化。
根据前文分析，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明显的时段性特征，为更准确检验经济增长受产业结构优
化影响的程度，本文将 1989~2012 年分为 1989~1996、1997~2004、2005~2015 三个时段进行检验。由于
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允许个体成员存在差异并可用截距项的差别予以说明，考虑到 17 地市间的经济增
长率存在差异为客观事实，不再对数据进行 F 检验，直接选用变截距模型并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ln yit =α ln Tit + β ln U it + ε it

(1)

式中，i 代表不同地市，t 代表不同年份，y 代表地区经济增长， γ i 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个体差异变量的
影响，为不可观测截面个体效应，代表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 ε it 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随截面与时序随时
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为随机误差项，T 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U 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本文分析的
是 17 地市，样本个体较少，且只是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而不是对样本进行总体效应推论，
因而将回归方程中的个体效应视为固定效应；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为
避免控制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立的随意性，本文参考 Frank (2005)的变量处理方法，直接利用被解释变量与
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控制，即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由此(1)式变为：
ln yit =+
γ i α ln Tit + β ln U it + α ′ ( ln yit × ln Tit ) + β ′ ( ln yit × ln U it ) + ε it

(2)

为避免因未观测到的截面个体效应而造成遗漏变量偏误，根据 Arellan & Bond (1991)提出的
DIF-GMM 估计方法，对(2)式进行差分处理，得到模型如下：
∆ ln yit = α∆ ln Tit + β ∆ ln U it + α ′ ( ∆ ln yit × ∆ ln Tit ) + β ′ ( ∆ ln yit × ∆ ln U it ) + ∆ε it

(3)

由于差分会带来随机扰动项的相关性问题，估计过程采用面板稳健性标准差；因变量的交互项作为
解释变量也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对此，将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视为内生，以其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面板 ∆ ln y ∗ ∆ ln U 广义矩估计，然后进行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以解释变量的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容易产生工具变量过度问题，对此，本文采用 Hansen (1982)检
验方式进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表 1 中列出了各项回归检验结果，其中，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
示，P 值显著大于 1，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以及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进一步地，由表 1 可以看到，1) 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指标即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均
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段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 1989~2015 年
间均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2) 在不同时段，α显著为正，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间存在
长期稳定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和积极的； β 值在 2005~2015 年为正，
1989~2004 年为负，且显著性不强，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稳定。3) 在不同
时段， α ′ 显著为正， α α ′ 的值介于 1.0~1.3 之间，比值较大，一方面说明山东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会直
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效应；另一
方面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合理化程度，也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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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图 4. 山东省第一产业地区分布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图 5. 山东省第二产业地区分布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图 6. 山东省第三产业地区分布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产业结构即使不合理也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时，
若产业结构不合理，则会加剧经济减缓速度，产业结构不合理效应被放大，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明显阻碍。
4) 1989~2004 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向作用，说明此时段产业结构中的服务化倾
向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与此时段的服务化水平低及产出结构与要
素禀赋结构间的协调度不高有很大关系，而 2005~2015 年间山东省产业结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服务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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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表 1. 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归检验结果
年份

∆ lnT

∆ lnU

∆ ln y ∗ ∆ ln T

∆ ln y ∗ ∆ ln U

观测值

Hansen test
P值

F-statistic

1989~2012

1.8679**
(3.00)

−1.7473***
(−3.96)

1.0297***
(3.42)

−0.7618***
(−3.58)

391

0.4069

131.72

1989~1996

1.7563*
(1.80)

−1.9900***
(−3.36)

1.0280*
(1.74)

−0.8639**
(−2.64)

119

0.4308

77.30

1997~2004

2.6866***
(3.66)

−0.7543
(−1.34)

1.1067***
(3.47)

−0.1910
(−0.80)

136

0.2395

161.62

2005~2015

2.5371***
(15.46)

0.2931
(1.50)

1.3067***
(23.65)

0.1174
(1.36)

136

0.8271

174.00

注：(1) 计量检验结果由 Eviews6.0 给出；(2) *、**、***分别表示在 5%、1%和 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 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量；(4) Hansen
检验的零假设为过度识别检验是有效的。

向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但其显著性并不强；β 和 β ′ 的值在各个
时段的变化方向一致，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也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总体上，1989~2015
年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而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不确定性。

5. 政策启示
第一，依据地区经济基础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优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山东省近年制订
出台了一些推动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各地区也纷纷将产业发展重点转向服务业，但是，山东省 17
地市地理位置迥异，部分地市地处沿海或陆路交通便利，部分地市则位置相对偏僻，同时，各地市既有
的整体经济水平、工业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积淀等差异较大，现时期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优先发展服务
业。部分工业底子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凹地，服务业产值占比较小，发展服务业尚没有较好工
业基础和经济环境，很难对整体经济形成较好的前后向拉动作用，若这些地区先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而不顾及合理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可能会起到反向抑制。相反地，经济后进地区如果首先着重于投入要
素质量改善，如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等，并着力推动转型升级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制造业，
反而能够为后续发展服务业提供有效源动力。因此，各地方政府要正视自身经济既有资源，重点强调产
业结构合理化，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第二，依据地区要素禀赋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注重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进而推动地区经
济服务化发展。山东省东部地区工业技术基础较好，沿海区位优势明显，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可推动
加快产业技术创新以完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改造，逐步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产业结
构，同时，重点发展金融和科技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形成一批能够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兴服务业；中
部地区是全省重要的工矿区开发基地、交通运输枢纽和商品集散地，但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产业占
比很大，可重点加快技术开发以改造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积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同时，
充分发挥省会城市所在地的区位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在物流、金融和信息服务领域培育一批能够为地
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服务业，形成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类型；西部地
区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人口较多，但工业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偏低，要客观认识既有的劳动力和自
然资源禀赋现状，主动承接东部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部转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等，拓展工业产业
链条，提高工业产业附加值，同时发展一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纳低端劳动力就业，形成以劳动密集
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DOI: 10.12677/ass.2018.73049

306

社会科学前沿

张哲，张红霞

第三，支持对经济落后地区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当地政府的财
力有限，且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受收入水平限制，仅依赖于当地自身解决劳动力受教育问题不太现实，政
府应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着力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以满足
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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