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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动

力既可在需求端发力，亦可在供给端发力，二者的区别在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要素驱
动和投资驱动，而供给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创新，并配以资本的协同互动，这符合于供给侧增长动力特
征。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供给侧增长无非是资本与技术二者协同转换的结果，亟待
将供给侧增长与后发理论相结合，强调资本与技术在供给侧的后发动力效应和路径机理，以
期对中国的后发增长和供给侧动力转换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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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常态”经济形势愈发严峻，中国面

动和创新驱动。中国当前转型改革的关键是在

临着后发追赶进程中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重要

固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需求侧增长动

关头，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治理领

力基础之上，着力于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

域的重要纲领。从根本上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

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即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

核心要义是经济增长动力由需求侧向供给侧发

率促进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着重发展供给侧增长

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经济增长动

动力。

力既可在需求端发力，亦可在供给端发力，二者

基于前沿生产函数思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的区别在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要素驱动

升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创新，并配以资本

和投资驱动，而供给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效率驱

的协同互动，这更符合于供给侧动力特征。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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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后发经济追赶背景下，对外贸易、引进技术
和外资等对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创新的开放作

的损失。
基 于前 沿生产函 数 思 想 和 索 洛 增 长 模 型

后发动力效应，并释放被压抑的后发优势成为供

Y=AK α L β，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模型中的 A）可以
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技术效

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现有研究忽略了供

率改善引发的增长效应是通过效率的提高来缩

给侧增长与后发理论的结合，缺少对后发追赶进

小与最佳产出差距（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结

程中供给侧增长动力及转换过程的理论推演。

果，技术创新引发的增长效应是创造新技术或学

此外，进一步研究技术效率、技术创新对后发追

习并采用最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结果［2］。二者的

赶与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作用机理，以及

政策涵义相当不同，从量上区分了长期增长的水

探索动力转换实现过程中资本演化路径与后发

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此外，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

技术追赶或赶超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

此处所谓的技术效率为在短期内规模收益不变

用十分显著。如何发挥资本与技术在供给侧的

实意义。

（CRS）的假设条件下效率的变化，忽略了短期内

一、
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全过程演绎

规模收益变动所产生的规模效率。然而，在长期
增长中往往存在规模收益可变（VRS）条件，技术

本文对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研究是源于

效率将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体地，规

前沿生产函数思想。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法

模效率是由于规模收益的变动引发的沿着原有

雷尔于 1957 年开创性提出前沿生产函数的概

生产前沿面移动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纯技术效率

念 。前沿生产函数是指生产要素可能生产的最

是由于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前沿面本身的移动

大产出，表示投入要素所发挥效率的最大外部边

所带来的产出增长。规模效率在综合技术效率

界。这是由于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最

中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以资本投入（物

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不能保证全部处于最优状

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为主的需求侧动力因素对

态，因而通过实际统计数据或样本数据拟合估计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

［1］

生产函数时，通常得到的是实际生产函数。在静

将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增长模型中的 A）分解

态条件假设下，实际生产函数和前沿生产函数之

后，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也可以相应地进行三分

间在某一时间点上总是存在的差距被称为技术

解：由资本积累和投入带来的增长动力，由技术

效率缺口，这是由于技术效率未实现最佳而导致

效率带来的增长动力，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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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动力因素分解

力。图 1 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动因分解情况，F1

本边际收益率递减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持续性

沿生产函数，F2 代表 t2 时期的前沿生产函数。t1 时

本文基于卢卡斯模型［3］中储蓄率外生的人力

代表 t1 时期的实际生产函数，F1 代表 t1 时期的前
'

增长。

期到 t2 时期的产出增长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资本内生增长思想［4］，并结合罗默模型的中间产

产函数移动的增长动因为资本积累和投入的增

赶进程中的增长动力转换问题：在后发经济追赶

即图中 ad 段分为 ab，bc，cd 三段，ab 段沿着实际生

加，bc 段实际生产函数向前沿生产函数移动的增
长动因为技术效率的提高，cd 段前沿生产函数自

品思想［5］引入研发部门，来思考后发经济体在追
进程中，需求侧动力为主导向供给侧动力为主导
的转换得以实现的资本演化路径是沿着“物质资

身移动的增长动因为技术进步（技术创新）。需

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演化，在物质资本

求侧增长动力是以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为主要

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互动机制中要重视人力

动力因素（见 ab 段），供给侧增长动力是以技术效
率（见 bc 段）和技术创新（见 cd 段）为主要动力因

资本与研发资本的投入对于抵消物质资本边际
收益率递减和促进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作用。

素。经济增长动力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换是“资

内生的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发

本积累—技术效率—技术创新”一个完整的全过

挥着抵消作用，而内生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部

程，这同时也契合于后发经济的追赶过程。在经

门和研发部门具有双重参与性，难以将研发资本

济增长动力向供给侧转换的全过程中，始终不能

单独抽象出来进行考虑，因而可以认为人力资本

够忽视需求侧资本积累和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

与研发资本协同减缓了物质资本边际收益率递

响作用，这是由于需求侧增长动力与供给侧增长

减速度。所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

动力在时间上继起与空间上并存是互为前提、互

持续投资可以维系经济可持续性增长。

为条件的关系。

二、后发追赶进程中供给侧增长动力转
换的资本与技术演进

然而，当一国处于后发追赶周期中，往往优
先选择物质资本拉动需求端的高速增长方式来
尽快摆脱贫困。当物质资本投资比例逐渐增加
到较大区域内，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

通过上文对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全过程

将发生一定程度的不均衡问题，持续性的大规模

和关键变量进行的理论演绎，可以看出，后发追

物质资本投资拉动需求侧增长，会引发物质资本

赶型经济体的供给侧增长无非是资本与技术二

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

者协同转换的结果。对于后发经济体特别是追

量，因而不能忽视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投资对

赶型大国而言，增长动力由需求侧向供给侧发展

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此时加大人力

的实现与否在于资本与技术的演进。

资本与研发资本的投资和促进供给侧增长动力

（一）资本演进路径

成为转型改革的诉求。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增

资本积累和投入主要作用于对需求侧的增

长动力转换阶段存在这样一个周期顺序，在追赶

长拉动，而资本在供给侧增长中的协同互动作用

的初期阶段以资本积累和投入作为拉动需求促

也不容小觑。当资本积累和投入达到某一程度

进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当有形的资本积累得以充

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

分实现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物质资本边际收益

此时经济增长动力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换则成

率递减而逐渐放缓，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对供给

为诉求，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将得以重视的同时

效率和供给质量的作用会逐渐显著。在后发追

离不开物质资本的持续投入和人力资本、研发

赶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由需求侧向供给侧发展

（R&D）资本的配套互动，这是由于资本的演化方

一般要经历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演

向决定了技术发展路径。随着供给侧动力转换

化的过程，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三者

的进展程度逐步深入，其资本的演化路径为“物

在不同经济增长动力阶段中具有不同的相对边

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即通过物质资

际生产率，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的投

本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互补与协同来解决资

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向供给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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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赶超路径

路径就是一个完整的后发技术赶超路径。

在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先期阶段，后发追

对于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技术赶超

赶型经济体主要通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直接引

是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实现标志，无论是技术

进先发经济体的领先技术，并进行本土化的技术

赶超还是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推进实质都是

模仿和学习来改善技术效率，从而实现后发技术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将从全要素生产率

追赶和经济高速增长。基于南北内生增长模型

的层面来阐释后发追赶进程中供给侧增长动力

的思想，这一阶段中技术的引进、模仿和学习对

转换的技术赶超三阶段路径“技术模仿—模仿创

［6］

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即时效果上来看将显著优于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由技术创新的
资本投入高、成功几率低的特点所决定的。然

新—技术创新”。由图 2 可知，A 到 B 阶段为技术
模仿，B 到 C 或 C’阶段为模仿创新，C 或 C’到 D 及

以上阶段为技术创新。在技术模仿阶段，后发追

而，随着供给侧增长动力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阶

赶型经济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引进使技

段性发展，技术引进、模仿和学习总是无法逾越

术能力得以充分积累。进入模仿创新阶段，可本

与技术前沿面的“最后最小的差距”，当后发追赶

土化的最优技术将通过引进后的技术学习得以

型经济体与先发经济体技术前沿面的差距逐渐

消化和再吸收，从而向适宜技术最优推进，达到

缩小，技术模仿和学习的空间也将缩小，经济将
进入一个具有新常态特征的增速放缓期，亟待以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来提供新的供给侧增长动

或超越于适宜技术水平的最优点 C，亦或达到

C’。然而，模仿创新阶段带来的技术效率改善只
有可能缩短与技术前沿的差距，但并不足以向前

力。此时，技术创新才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以

推进至世界技术前沿面，必须依靠技术创新阶段

及促进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更是经济增

来到达甚至赶超技术前沿。技术赶超的最终推

长的长期动力。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开始注重技

动力为技术创新阶段，其推进的是技术前沿面自

术自主创新的机制培育，将技术创新与技术的学

身的移动，同时也存在着资本规模效率和技术效

习模仿相互结合，突破后发优势的单一增长潜

率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后发追赶型经济体

能，直至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增长动力，提升供给

技术水平越接近于技术前沿，技术进步则越偏向

质量和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完成

于资本型，因而资本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技术创

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技术演进的全过程，经济增长

新彻底剥离，在向技术前沿逼近的后期阶段，选

动力向先发优势和供给侧转换。基于此，后发追

择技术创新策略成为必然，但更不能忽视资本积

赶进程中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技术演进是“技

累和投入的重要性。技术创新阶段的主要影响
因素为 R&D 投入，现有技术无法实现对技术前沿

术模仿-模仿创新-技术创新”的一个完整过程，
这一过程与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路径相互契
合。换句话说，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技术演进

的赶超，从适宜技术最优水平达到或赶超技术前
沿将发生于技术创新阶段。

图 2 技术赶超路径的阶段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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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后发追赶与供给侧增长动力
转换实践
（一）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迫切性：高速追
赶转向中高速追赶

给侧增长动力的转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在动力
转换的初期需要经历从粗放到集约的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就
是以技术效率的提升为主导力量来驱动经济增
长，即在生产函数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和要

结合中国后发追赶的实践情况来解释增长

素的投入产出比例大幅提升，促进偏要素生产率

动力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换的过程可知，中国经

和全要素生产率。当前，中国技术效率的改善和

济多年以来的高速追赶主要得益于需求侧增长

提升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资本与技

动力，即通过多轮的经济刺激，来扩大“投资、消

术、对外贸易等开放的作用。然而，仅依靠技术

费、出口”总需求。然而，在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

效率的提升来驱动经济增长总是无法逾越“最后

之下，传统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削弱将使需

最小的差距”，技术创新才是供给侧增长的不竭

求侧增长动力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性高速发展，

动力。这是由于技术效率的提升只能将处于技

同时强行从需求侧刺激经济增长引致的产能过

术可行区域范围内的大多数生产组合无限逼近

剩和资源透支等问题将显露无疑，后发优势受到

于技术前沿，使投入要素的质量提升或数量节

抑制，经济增速回落成为“新常态”表现。中国当

约，从而将非效率经济状态转换为效率经济状

前正处于数量扩张型高速增长向质量提升型中

态，这也同时为技术创新过程降低了某些非确定

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在过去的需求侧增长动力

因素，并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与保障。

阶段，当资本积累和投入增长到某一定程度，将
不可避免地发生边际生产率递减，而总需求无法
进一步扩大，低效率和产能过剩加剧经济上行压

（二）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点：效率与
质量的改善

中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持续高速追赶中，资

力，那么经济增长动力向供给侧转换则成为必

本积累和深化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技术效率改

然，经济改革将更关注于有效供给、中高端供给

善对经济增长的明显促进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以及供给质量等问题。供给侧增长动力是以技

以来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对外贸易等开放的作

术效率和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因素，以提升供给

用，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作用显然

的效率和质量，并增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创

不足。

新的协同配置，使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增，进而激
发经济增长潜在动力。从需求侧增长动力到供

由图 3 可知，产出增长的幅度波动与资本存

量的增长一直以来都较为接近，表示中国在后发

图 3 中国产出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
全要素增长率
数据来源：
IFIND 数据库、
WIND 数据库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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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追赶进程中资本存量的利用率对于产出增

素，这印证了中国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供

长的贡献最为突出，这与后发追赶初期动力特征

给侧改革核心目标的道路正确性。

相适应，即在需求侧以资本投入为主要增长动力

结合上述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

端。然而劳动力增长的幅度波动对产出的增长

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技术效率又可以细分为规模

贡献相对不明显，且低于全要素生产率，但中国
作为人口大国并非劳动力短缺，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了中国实际上缺少的是匹配于当前供给侧
增长阶段所需的有效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
产出增长的贡献相对高于劳动力增长率，这是由
于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的过程中促进了资本与
劳动力的匹配度。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存量的增
长率处于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处于较
低水平，产出的增长速度不及资本存量的增长，
差距高达 5%，说明资本的利用率在实际经济生
产活动中处于明显下降的态势，通过在需求侧依

靠资本积累和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

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本文从 IFIND 数据库、WIND

数据库中选取中国各省产出量、资本存量、劳动

力投入量数据，采用 DEA-Malmaquist 指数法来分
解 中 国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 动 力 因 素 ，借 助

Deap2.1 软件估计得出实证结果，并对输出的原
始结果进行平均数和对数处理，绘制出图 4 中国

技术创新、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增长趋势。
根据图 4 数据计算，中国在近 20 余年内全要素生

产率的累计增长率达到 15.64%，技术创新累计增

长率达到 15.38%，纯技术效率的累计增长率为
0.9%，规模效率的累计增长率为-0.63%。由于技

术创新的累计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累计增

逐步殆尽。然而，在后发经济追赶的各个阶段中

长率最为贴近，可以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在后发追

资本所展现出的作用各不相同，资本增长率一直

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在中国后发追赶进程中处于居高位置，不仅说明

的决定性动力为技术创新。然而，技术创新的实

投资拉动需求侧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至关重要
作用，也说明在以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拉动供给
侧增长的效率和质量改革不断推进过程中要充
分注重资本利用率的有效提升。此外，从图 3 中

际增长情况却不甚理想，图 4 中可以看出其增幅
较小且在零值附近 3%内上下波动，这也是全要

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不及资本的重要

还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的增长波动趋

原因之一。从图 4 中的纯技术效率增长趋势来
看，其常年零增长，表明中国在利用后发优势追

势具有不存在时滞的显著一致性，波动曲线十分

赶世界技术前沿的当前阶段中所展现出的模仿

相似，说明同一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

创新能力甚为薄弱，在供给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率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因

增长贡献和影响微乎其微。这是由于中国在技

图4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的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
对 Deap2.1 软件计算输出结果进行计算处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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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模仿创新中对后发优势的利用远远不够，并

用后发优势，在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价格便宜的

未有效地对引进的已有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本

基础上，将充裕的发展资源和资本投入与国外领

土创新。日本的技术引进和吸收比例为 1:3，部

分领域达到 1:7，而中国仅为 1:2.5，中国的技术模

先的技术与管理相互结合，从而形成资本投入与
技术进步的双螺旋驱动增长，释放超出技术边界

仿创新水平明显不足 。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

扩张的高速增长潜力，表现出资本积累与技术进

体，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需要充分利用自身

步快速推进的典型挤压式增长特征［7］。中国经济

的后发优势，模仿创新对供给侧增长的推动作

增长动力在向供给侧转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资

用是中国当前改革不容忽视的关键点。此外，

本的持续积累和投入所带来的规模效率以及对

［8］

从图 4 中规模效率的实际增长趋势来看，其在零

需求侧增长的拉动作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

值附近与技术创新的增长趋势呈现出小幅度反

给侧增长动力转换不仅要维系物质资本的持续

向交替波动态势，技术创新增长趋势上升而规模

增长能力，也要注重人力资本和研发（R&D）资本

效率却下降，且反之亦然，这说明了规模效率与

的持续投入与协同互动。中国当前有形资本积

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十分显著。对于

累和投入已呈现出边际收益率递减的态势，无效

技术前沿水平的创新型经济体，在技术创新推进

的物质资本投入配置将对技术动态效率产生抑

之后往往伴随着规模效率的相应增长，呈现出技

制，应从资本深化向资本分化转型，提高人力资

术创新引领规模经济的增长态势。然而，中国

本和研发（R&D）资本的无形要素投资，以削弱有

显然不符合于此规律，这表明了中国尚未达到

形资本边际收益率的递减速度，增强技术动态

世界技术前沿水平，仍在后发技术追赶的进程

效率。

中通过技术引进、模仿与本土化适应的反复循
环来推动技术进步，并未进一步实现模仿创新

2. 通过技术学习和技术创新提升供给侧技

术效率和技术进步

与自主创新，而规模性技术引进带来的短期增

中国在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中要解

长 效 应 也 将 挤 压 模 仿 创 新 与 自 主 创 新 的 积极

决的关键问题是通过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创新

性。规模效率与技术创新的反向波动在一定程

来提高供给端的效率和质量。对于后发追赶型

度上抑制了后发动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经济体而言，技术效率改善主要通过技术的引

长速度起到了削弱的作用，从而对中国后发追

进、学习吸收以及本土化创新。从世界经济发展

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发展造成一定阻

动态以及后发经济体追赶先发经济体的典型范

碍。中国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
转换亟待解决的关键点，不仅是资本规模效率

例来看，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少不了资本

在供给侧增长动力中的协同问题，更是技术学习

度出发，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最终能否成功追赶或

与技术创新对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改善问题。

赶超世界领先经济体的技术和经济水平，主要还

四、政策启示
综合上述研究，中国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

积累和投入的重要贡献，然而从长期增长潜力角

是取决于该经济体跟进世界技术前沿的速度和
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追赶
型经济体，对领先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再创新以及

重要任务是借助后发经济优势，提高技术引进、

自主创新是实现后发技术赶超的关键，而实现后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并配合资本规模效率的

发技术赶超又是中国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成功

协同互动，从而发挥技术创新对促进全要素生产

的标志。这是基于上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后发

率增长以及增强供给效率和质量的作用。由此，

追赶型经济体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的技术演进

对中国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转

路径就是一个完整的后发技术赶超路径。就中

换提出以下相应政策启示：

国实践策略来说，在技术学习方面，应继续扩大

1.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在供给侧

增长中协同互动

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可以利

对外开放程度，在进一步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
加强技术吸收、消化、学习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发
掘技术溢出效应。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当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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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技术前沿水平的差距还较大，应在技术

模仿创新—技术创新”存在一个技术赶超的循序

学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注重本土化创

过程。中国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技术创新将着

新，适当开发自主创新能力，而盲目追求大规模

重于通过研发资本的投入来提升知识创新能力，

的技术前沿开发在中国当前供给侧增长动力转

以缩短与技术前沿国家的知识差距，加强中高端

换的初期阶段是低效的，这是由于“技术模仿—

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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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version of Supply Side Growth Drivers in
Catching-up of Latecomer
LI Jun-jiang1, MENG Meng2

（1. China Center for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
chun, Jilin 130012, China; 2. Economics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focus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to seek new growth momentum by promoting total fac⁃
tor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can be both promoted by demand side force, but also by supply
side for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the demand side growth momentum is more focused on factor

drive and investment drive, while the supply side growth momentum emphasizes more efficiency drive and in⁃
novation drive. Accordingly,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
cal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ed with capital,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upply side

growth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latecomer economies, the supply side growth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result of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nversion betwee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sup⁃
ply side growth with latecomer theory, and emphasize the latecomer power effect and path mechanism of capi⁃
tal and technology on the supply side. The purpose is to give a revelation for China’s latecomer growth and
supply side power conversion.

Key words: catching-up of Latecomer, growth drivers of supply side,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innova⁃
tio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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