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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建立了含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引入人力资本沉淀系数表示人力资本配置

状态,利用我国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在行业

间逐渐形成垂直化和沉淀化状态,部门间配置效率低下,相对而言,行政垄断程度越大的行业人力

资本密度越大,行政垄断程度越小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小。部门间人力资本错配置的主要表现

为竞争部门人力资本匮乏和政府公共部门及垄断部门人力资本冗余并存。随着高等教育扩展,人

力资本规模扩大有利于创新绩效,但是配置效率低下却有损创新绩效,2005-2015年人力资本行

业部门间配置效率为-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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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正由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人力资本

配置,激发人力资本创新能力是关键。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大跃进”式的扩张(邢春冰,2011),为创新

驱动奠定了一定规模的人力资本。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由2002年的145万增至2016年的756万,增
幅高达5.21倍,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新增劳动力构成从过去以初中教育水平为主变为以中等职业教

育和高等教育受教育水平为主。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劳动力市场后却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及以

上学历的劳动力较为集中地配置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6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65.2%),以及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42.3%)等行业,并且随着人力资本规模增加,人力

资本行业配置逐渐沉淀化。为了剔除行业自然分工选择的影响,我们对比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力资

本行业间配置情况,美国、欧洲12国和俄罗斯的人力资本行业配置都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制造业、批
发零售、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行业(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在既定人力资

本规模条件下,人力资本在各行业部门存在一个最优的配置比例,偏离这一最优比例将有碍经济发

展(Baumol,1990;Murphyetal,1991;李世刚、尹恒,2014,2017)。那么,大量人力资本配置在公共

服务行业部门和垄断性生产行业部门是否有损中国创新绩效? 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关系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一条路径始于探究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相关研究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纳入内生性增长模型

中,数理演绎和计量分析结果均表明人力资本错配不利于创新。Baumol(1990)对熊彼特模型进行扩

展,放弃人力资本一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假定后,提出了人才配置影响创新绩效的假说,认为虽然各

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有所不同,但经济增长的差距主要源于人才配置差异带来的创新水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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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etal(1991)指出一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人力资本如果配置到生产部门,可以促进生产性部门

的技术创新;但如果配置到非生产部门,就只能将创新的才能发挥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阻碍创新和

经济发展。庄子银(2007)把人力资本活动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动态考察发现扭曲的相对报

酬结构导致人力资本错配,进而阻碍创新绩效。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大幅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但大

学毕业生就业却表现出“公务员热”(李晓敏、卢现祥,2010)、“国有部门热”(岳昌君,2012)和“金融

热”的倾向,降低了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性活动的比例,甚至进一步错配其他资源,有碍创新绩效(李宏

彬等,2008,张车伟等,2008;Yao,2016)。李世刚、尹恒(2014)尝试利用异质性个体的OLG模型,内
生化人们的职业活动选择,评估人力资本错配的损失。结果显示:在寻租职位的非货币吸引力比较

正常区域内,损失为潜在产出的10%~20%;如果寻租的魅力大到将社会精英都吸引过去,损失将是

灾难性的。李世刚、尹恒(2017)以政府部门与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作为人才配

置的代理变量,对地级市长期经济增长率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优秀人才越是偏向于配置到政府部门

的地区,其长期经济增长率越低。目前,中国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人力资本在

部门间不匹配,从而引起资源配置低效率,致使创新动力不足。这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

因素(李静等,2017)。
另一条路径将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的影响置于要素配置的研究框架中。虽然这类研究多将人

力资本使用归入劳动要素错配置、劳动价格扭曲范畴内,暗含假设是人力资本和简单劳动具有一样

的使用方式,为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思路一是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测算。Vollrath(2009)构建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模型,测算跨国间

收入与创新绩效的要素错配效应,并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引起的要素错配是欠发达国家创新绩效较低

的原因。陈永伟、胡伟民(2011)在两要素错配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中间投入品,利用中国制造业内子

行业数据,估算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的错配对行业潜在创新绩效的损失约为15%。
思路二是以先进国家配置状态为最优配置基准,模拟要素错配造成的创新效率损失。Hsieh&

Klenow(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要素配置效率可以达到美国水平,对创新绩效大约有

30%~50%的提升作用。袁志刚、解栋栋(2011)运用同样的方法,以日本战后的增长奇迹和韩国高

增长时期的配置结构为基准,采用平均工资、增加值劳动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三类指标测算中国劳

动力错配效应,发现劳动力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Brandt&Zhu(2010)的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非农经济中,各省和部门间劳资要素错配造成TFP的损失高达20%。
思路三是关于要素价格扭曲对创新影响的研究,沿着“要素价格扭曲—要素配置效率降低—创

新效率损失”的路径进行分析(Fioramanti,2010;Pires&Garcia,2012)。研究方法也相对成熟,要么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要么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参照这些方法,国内学者利用我国

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无论利用总体宏观数据,还是工业部门或行业数据,研究结果均表明,价格

扭曲导致要素配置效率较低或为负,进而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王争等,2006;姚战琪,2009)。
后续一些研究也试图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单独的要素,纳入分析框架(纪雯雯、赖德胜,2015)。

整体而言,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经引发了学界的研究,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理

论分析方面,有研究将人力资本配置纳入内生增长理论中,考察了人力资本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

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经验分析方面,已有研究不仅采用回归分析,还利用模拟和假设的

方法测算错配和低效的损失,为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拓宽了分析思路。然

而,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要么是从工业内部企业层面进行考察,要么是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进行

考察,从行业层面进行分析测算的不多。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渐进式体制转型所形成的“行政垄

断”具有行业渗透控制特征。垄断造成行业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发展的轨道,生产

要素难以在行业间合理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创新绩效。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可能存在两方面的改

进空间:一是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各行业人力资本动态配置状况描述。二是从行政垄断

视角出发,分析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配置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行业层面视角出发,以行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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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对行业的渗透程度进行部门划分,研究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有

两点:一是利用人力资本行业动态变化构建了“人力资本沉淀系数”,表示人力资本行业部门间配置

状况。二是遵循我国特有的行政垄断和渐进式经济转型,采用相对垄断程度作为划分依据将国民经

济行业划分为政府公共服务行业部门、垄断生产行业部门和竞争生产行业部门,测算现有的人力资

本配置状态是否对创新绩效造成损失。

二、机制分析与核算框架

(一)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绩效的机制分析

人力资本是实现创新的核心要素(Griliches,1979;Schultz,1975)。Grossman & Helpman
(1990)在内生增长模型扩展基础上,将创新绩效归功于寻求利润的经济体有意识地对技术密集型产

业不断进行投资,吸引人力资本进入该部门。理论上,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参与生产或提供公

共服务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李世刚、尹恒,2017)。那么,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配

置是否会影响创新绩效呢? 在全社会总人力资本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根据相对报酬结构在

不同行业、部门之间流动配置(Baumol,1990;Murphyetal,1991;庄子银,2007),进入不同行业部门

的人力资本会根据部门生产特征产出产品或服务。为此,本文关于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影响的

机制分析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配置,第二步是关于不同行业部门创

新绩效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机制分析

1.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人力资本配置。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部门划分依据并非按照特定

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Doeringer&Piore,1971)。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是典型的制度性分割,报酬由所有制的制度特征决定(赖德胜,1998,2001;陈弋等,2005)。通常认

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决定机制以市场为导向,而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决定机制则往

往根据非市场因素来确定。两类劳动力市场的报酬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①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由

工作岗位引起的报酬差别大大高于劳动力的素质差别。这是因为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微观

经济单位没有独立的工资决定权,只是按照政府计划制定的岗位报酬。这意味着在体制内劳动力

市场人力资本可获得名义收益。②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报酬差异主要由劳动力的素质差别引起。
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机制在报酬结构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
力资本的差异在相对报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这意味着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可

获得实际收益。

Aoki(2008)将要素的名义收益与实际收益之间的扭曲定义为要素摩流动障碍,或“楔子”
(Wedge)。借鉴这一定义,本文设定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对报酬结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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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倒数为人力资本流动配置障碍。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使体制内劳动力市场逐渐演变为政府干

预的正规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职位供不应求,并形成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报酬溢价(Disney,

2007)。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引起的相对报酬结构差异,使越接近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行业部门,
人力资本越倾向于流入,越接近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行业部门,人力资本越不倾向流入。尽管在市

场化进程中,劳动力在体制内比重不断下降,在体制外不断上升,但是1997年之后主要是原来工资

和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邢春冰,2007)。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本在行业间配置逐渐形成垂直化状态。

假设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益为w1,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益为w2;w1-w2=τ。

τ代表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条件下,相同素质的人力资本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相对报酬结

构差异,即人力资本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收益与体制外劳动力收益的扭曲。
设定δ=1/1+τ。δ表示人力资本收益扭曲引起的流动摩擦系数,已有研究中将劳动力市场上

摩擦形成的流动障碍称为“楔子”(Wedge):当τ>0,1/1+τ<1,δ<1,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小于1,表示

人力资本在该行业部门的体制内收益低于体制外收益,流动障碍导致该行业部门缺乏人力资本流

入;当τ<0,1/1+τ>1,δ>1,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大于1,表示人力资本在该行业部门的体制内收益高

于体制外收益,流动障碍导致该行业部门存在人力资本冗余,并且难以流出;当τ=0,1/1+τ=1,

δ=1,人力资本流动系数等于1,表示人力资本在该行业部门不存在因制度性收益扭曲造成的人力资

本流动障碍。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相对报酬结构差异进一步形成体制内与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难以流入,不愿流出”,即越接近体制内

的行业部门,人力资本越难流入,并且一旦进入就不愿意流出。二是“不愿流入,灵活流出”,即越接

近体制外的行业部门,人力资本越不愿流入,并且在体制外行业部门流动性较高。双向流动障碍使

人力资本行业部门间配置状态随时间逐渐沉淀化。

2.生产方式与创新绩效差异。按照市场结构的划分,垄断可分为市场垄断、行政垄断和自然垄

断。其中,市场垄断主要是凭借技术优势,不断创新形成,而行政垄断多与自然垄断相关,体现为一

种国家力量控制。根据行政垄断力量干预程度不同,行业可分为三个部门:
一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服务行业,简称公共部门。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为公共福利最大

化,产出为政策、法规等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这要求该部门人力资本在常规化工作中更

多是执行既定的政策,提供同质化服务。与此同时,该部门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以岗位为标准的

报酬调整策略使人力资本把精力放在服从上一级岗位的指令之上,以期获得更高岗位的晋升。这种

“求同”性的非生产活动难以提升社会的总体财富和生产效率。
二是以金融、电力为主的垄断行业,简称垄断部门。该部门受到国家规制力量保护,一方面能以

低于市场竞争价格获取资源,生产过程并未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可以积极迎合政府制定的创新方

向和路线,以此在土地、信贷、税收等政策上获得政府的倾斜。受这种激励机制的影响,人力资本不

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去做出创新判断,而是把精力放在揣度和追踪政府的意图之上,由此形

成的寻租性活动,反而会因为资源误配而对人力资本创新起到阻碍作用。
三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竞争行业,简称竞争部门。该部门依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利润源自创新

绩效。人力资本收益既与人力资本生产能力相一致,表现与边际产出一致;又受人力资本创新能力

影响,体现为优化配置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带来的收益。由此,行业间人力资本创新绩效表现存在

差异。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相对报酬结构差异

决定了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状态从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向体制外劳动力市场逐渐减少的垂直化特征,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部门间人力资本流动障碍使人力资本垂直配置状态逐渐沉淀化。第二步在行政

垄断力量干预下,不同行业部门人力资本生产方式不同,人力资本创新绩效有所不同。在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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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生产过程的共同作用下,如果人力资本在行业间配置效率低下,那么将会有损创新绩效。
(二)核算框架

假设经济体生产函数为:Y=F(K,L,H)。其中,物质资本为K,劳动要素为L,人力资本为 H,
人力资本和劳动要素按受教育水平区分,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为劳动要素,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

力为人力资本要素(纪雯雯、赖德胜,2015)。经济体有n个行业,i行业的生产函数为:

Yi =Fi(Ki,Li,Hi)=AKαii Lβii Hγii  (αi+βi =1,αi+βi+γi≠1,i=1,2,……n)(1)

总产出是行业产值加总,为Y=∑ipiYi,pi为i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各生产要素总量是行业要

素量的加总,资本总量为K=∑Ki,劳动总量为L=∑Li,人力资本总量为 H=∑Hi。参数α>0,

β>0和γ>0分别代表行业投入相应份额的物质资本、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当某一行业投入要素

主要为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时,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即α+β=1。人力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区别在于

人力资本具有创新能力,即配置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人力资本创新或成功或失败,体现在生产函

数的产出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上,即α+β+γ≠1。取对数形式,行业生产函数变为:

lnYi =lnAi+αilnKi+βilnLi+γilnHi (2)

1.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假设产出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人力资本的投入:

FOC:δi·w2 =pi·∂fi(Ki,Li,Hi)
∂Hi

(3)

其中,δi为i行业的人力资本流动系数,w2为人力资本实际收益,δi·w2是i行业的人力资本的

名义收益,表示该行业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成本,(3)式右边为该行业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3)式
简化为:

pi

Hi/γiYi
=δi·w2 (4)

Hi = Hi

∑iHi

·H =
(δi·w2·Hi/δi·w2)

∑i
(δi·w2·Hi/δi·w2)

·H

=
(γiYipi/δi·w2)

∑i
(γiYipi/δ·w2)

·H = ϑiγiδi

∑iϑiγiδi

·H (5)

ϑi=piYi

Y
为i行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将(5)变形为:

Hi =ϑiγi

γ
·aehi·H (6)

γ=∑iϑiγi表示行业产值份额为权重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加权之和,aehi为行业i人力资本沉淀

系数,由该行业产值份额ϑi和人力资本流动系数δi决定,于是:

aehi = δi

∑i
(ϑiγi/(γi))·δi

(7)

人力资本沉淀系数aehi是i行业人力资本的流动系数与各行业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平均水平的比

值,受该行业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和行业产值份额的共同作用。而人力资本流动系数的平均水平是各

行业流动系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各行业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与整体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的比值。
根据(7)式,可得i行业人力资本沉淀系数:

aehi = Hi/H
ϑiγi/γ

≈ Hi/H
ϑi(1-αi+βi)/(1-α+β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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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8)可知,i行业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aehi表示该行业人力资本实际占比,除以按该行业人

力资本产出贡献额分配的理论占比。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具有以下含义:若aehi>1,表示行业人力资

本冗余,实际人力资本投入高于理论人力资本投入;若aehi<1,表示行业人力资本不足,实际人力资

本投入低于理论人力资本投入;若aehi=1,表示行业人力资本最优,实际人力资本投入与理论人力

资本投入相一致。
对于行业垄断的度量,相关研究一般采用行业国有单位就业比重、国有资产比重、国有单位投资

比重等指标作为行业垄断的代理变量。国际上常用的行业集中率指标作为行业垄断程度的代理变

量。中国行政垄断特点主要是针对行政干预和国有经济占比而言,已有文献曾用直接垄断程度和阈

值设置的方法(金国玉,2000)将国民经济行业分为垄断行业、垄断竞争行业和竞争行业。在中国经

济体制渐进式转型过程中,不管什么行业,行政干预程度减弱和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一个总的趋势。
另外,决定相对工资高低的不是各行业垄断程度的绝对数,而是每一个行业垄断程度与其他行业垄

断程度或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较的相对水平。为此,本文在遵照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下,参照已有文献

提出的“相对垄断程度”划分法(金玉国,2005),定义相对垄断程度(M)为:

M =Mi/M
-

(9)

其中,Mi=Nsoe
i/Ni表示i行业的国有垄断程度,是i行业内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行业城镇就业

人数的比例。M
-

=Nsoe/N 代表全社会国有垄断程度平均数,是全社会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

人数的比例。根据相对垄断程度均值设置0.8和1.5为两个阈值,将行业分为公共部门(相对垄断

程度≥1.5)、垄断部门(1.5>相对垄断程度≥0.8)和竞争部门(垄断程度<0.8)的依据。
根据本文对人力资本配置格局的划分,可以得到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系数:

aehj =∑
n

i=1
aehi/n (10)

2.核算框架。借助Aoki(2012)提出的生产函数核算框架,将式(10)代入式(2),得到部门生产

函数的对数形式:

lnYj =lnAj+lnϑj
αj

α
æ

è
ç

ö

ø
÷

αj βj

β


æ

è
ç

ö

ø
÷

βjé

ë
êê

ù

û
úú+γjaehj+γjlnH (11)

生产函数核算框架下,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现为实际产出剔除各要素投入后的余值或残差,
由创意和创新带来的绩效改进,通常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蔡昉,2013)。在该定义框架

下,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创新绩效变化和要素投入变化①,进一步根据中值定理可得连续期产出变

化②,三部门格局下TFP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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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FPt=∑jϑ
-

j,tΔlnYj,t-(α
-

tΔlnKt+β
-

tΔlnLt) (a)

  ΔlnYt =lnYt-lnYt-1 =lnYt/Yt-1 =∑j
∂lnY
∂lnYj

(lnYj,t-lnYj,t-1)≈∑jϑ
-

j,t(lnYj,t-lnYj,t-1)

(b)
将式(4)(6)和(8)代入(b)式:

ΔlnYt =∑jϑ
-

j,tΔlnAj,t+∑jϑ
-

j,tln[ϑj,t

ϑj,t-1
/ (α

-

t)αj (β
-

t)βj (γ
-

t)γj

(α
-

t-1)αj (β
-

t-1)βj (γ
-

t-1)γj
]+∑jϑ

-

j,t(1-αj-βj)Δlnaehj,t

(c)

其中,ϑ
-

j,t=12
(ϑj,t+ϑj,t-1),α

-

t=∑jϑ
-

j,tαt,β
-

t=∑jϑ
-

j,tβt,γ
-

t=∑jϑ
-

j,tγt。



TFPt =∑jϑ
-

j,tΔlnAj,t+∑jϑ
-

j,tln[
ϑj,t

ϑj,t-1
/ (α

-

t)αj (β
-

t)βj

(α
-

t-1)αj (β
-

t-1)βj
]

+∑jϑ
-

j,tγjΔlnaehj,t (12)

式(12)将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依次分解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部门技术变化率(theSectoral
TFP,STFPt),是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第二部分为产业结构变动率(theSectoral
Share,SSt)。理论上,如果各产业部门的产出份额从上期(t-1)到本期(t)变化非常小,那么SS 近

似为0。第三部分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AllocationEfficiency,AEt),表示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

的影响。若AEt<0,则相对于上期配置状态而言,本期人力资本配置恶化,有损创新绩效;若AEt>
0,则相对于上期配置状态而言,本期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促进创新绩效;若AEt=0,表示当期与上一

期相比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无变化。

三、人力资本配置状态及特征

(一)行业间人力资本配置

依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标准,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国际组织”行业和

人力资本甚少涉及的农林牧渔业,共选18个行业。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按行业分就业人

员受教育构成数据。按照公式(8)估算出18个行业人力资本沉淀系数,表示人力资本配置情况,结
果如表1所示:

首先,分行业来看,人力资本配置呈现垂直化特征,即越接近体制内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大,
越接近体制外的行业部门人力资本密度越小。接近体制外的行业中,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

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均低于0.1,属于人力资本严重匮乏行业,主要依靠

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实现生产。其中制造业产值比重虽然高达30%以上,但在要素投入方面,该行

业主要依靠劳动要素投入为主,人力资本投入严重匮乏,难以满足创新绩效需求,这也是长期以来我

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采矿业和建筑业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在0.1~0.5之间(0.1<aehi

<0.5),也是要素投入型行业,其中采矿业人力资本短缺的现象令该行业的发展方式停留在过度开

采和环境破坏的原始阶段,与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相悖。
接近体制内的行业中,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属于人力资本过

剩行业,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均大于1(1<aehi≤5)。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与教育行业等,是专门的研究与发展(R&D)部门,理论上应该需要大量的人

力资本,然而数据结果却显示人力资本存在过剩,似乎令人费解。本文认为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人

力资本沉淀系数计算方式和判断人力资本配置最优的标准。Aoki(2012)所提供的要素流动系数计

算方式是与产值比重相联系的,即判断人力资本配置是否最优是以理论上该行业为经济产出所做贡

献为参照。根据行业产出贡献,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和教育行业产值比重均值分别仅

为1.27%和2.43%,实际拥有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二是行业属性。这几个行

业更接近体制内劳动力市场,行业内主体机构冗余,人员庞杂,实际雇佣劳动力水平略高于最优雇佣

水平,进而降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与国民经济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存量显得冗余。
在典型体制内的行业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为1.38,冗余规模不大,但结合

该行业产出增加值占比来看,这一数值可能因其较高的行业产值比重(4%)而被低估。该行业对GDP
的贡献虽然体现为社会服务价值,具体表现为承担宏观管理职能、维护社会安定,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

务,但是按照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对非营利性单位产出核算规

定,该行业产业核算的产值反映了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劳动报酬、职工福利费、公务费、业务费等相关公

共服务费用。因此,过高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产业增加值一方面弱化了国民收入的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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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扭曲了相对报酬结构,引起人力资本错配置,降低人力资本从事创新活动的比例。
其次,从时间方面看,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2011年,人力资

本行业间配置呈现沉淀化特征,即越是体制内行业,人力资本越“不愿流出”,越是体制外行业人力资

本越“不愿流入”。样本区间内,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人力资本相对沉淀系数始终

徘徊在0.01~0.14区间;建筑业和采矿业人力资本相对沉淀系数始终徘徊在0.1左右;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人力资本相对沉淀系数徘徊在0.4左右;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融业人力

资本相对沉淀系数围绕在0.5左右,人力资本匮乏状态固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人力资本相对沉淀

系数始终大于5;水利、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人力资

本相对沉淀系数徘徊在3~6区间;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人力

资本相对沉淀系数在2上下波动,人力资本冗余状态固化明显。第二个阶段是2012-2016年,人力

资本行业间配置呈现均衡化,人力资本冗余行业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逐渐降低,但人力资本匮乏行

业的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仍处于低位。这一趋势说明,体制内行业的人力资本创新潜力有所释放,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匮乏行业仍然严重缺少人力资本。

表1 18个行业人力资本相对沉淀系数(2004-2016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77 6.38 6.68 6.7 6.49 5.94 5.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83 5.76 6.01 6.24 6.52 6.41 5.0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4.72 5.96 5.78 4.85 5.19 4.21 4.1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45 3.33 3.82 3.83 4.15 3.97 3.41
教 育 2.24 2.57 2.68 2.77 2.89 2.52 2.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91 2.62 2.66 2.46 2.47 2.26 1.9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7 2.1 2.19 2.21 2.33 2.37 2.2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46 1.74 1.8 1.59 1.51 1.46 1.3
房地产业 0.88 0.81 0.85 0.73 0.79 0.64 0.49
金融业 0.65 0.72 0.64 0.54 0.54 0.48 0.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7 0.41 0.45 0.48 0.65 0.64 0.64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39 0.27 0.33 0.46 0.54 0.5 0.4
住宿和餐饮业 0.06 0.08 0.09 0.09 0.1 0.11 0.11
采矿业 0.1 0.1 0.11 0.11 0.08 0.12 0.14
建筑业 0.13 0.1 0.11 0.1 0.11 0.09 0.08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0.07 0.08 0.08 0.09 0.1 0.11 0.1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02 0.05 0.05 0.05 0.05 0.05 0.04
制造业 0.01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38 4.80 4.62 4.69 3.61 5.5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76 5.10 4.24 4.12 3.23 5.2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5.96 2.41 2.26 2.25 2.01 3.91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33 2.65 2.29 2.13 1.72 3.04
教 育 2.57 1.57 1.51 1.38 1.24 2.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2 1.36 1.28 1.18 0.99 1.8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1 0.59 0.54 0.49 0.43 1.4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74 1.20 1.19 1.13 0.98 1.38
房地产业 0.81 0.44 0.42 0.39 0.38 0.35 0.59
金融业 0.72 0.25 0.23 0.21 0.19 0.18 0.4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41 0.52 0.55 0.57 0.54 0.5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27 0.46 0.53 0.55 0.50 0.45
住宿和餐饮业 0.08 0.47 0.51 0.54 0.72 0.69 0.30
采矿业 0.1 0.16 0.19 0.19 0.24 0.14
建筑业 0.1 0.08 0.01 0.08 0.08 0.08 0.0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0.08 0.12 0.12 0.12 0.12 0.12 0.10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05 0.02 0.02 0.03 0.02 0.02 0.04
制造业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估算。
注:2016年部分行业产出增加值缺失,故对应行业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值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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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

按照本文的机制分析,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之所以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是因为人力资本在

不同行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是否有损中国创新绩效,本文

把国民经济行业分为三个部门: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服务行业部门,以金融、电力为主的垄断行业部

门,以制造业为主的竞争行业部门。
按照式(9)测算出18个行业的相对垄断程度,根据相对垄断程度均值和相关文献,当相对垄断

程度值M≤0.8时,行业划归为竞争部门,具体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建筑业,制造业;当相对垄断程度值为0.8<M≤1.5时,行业划归为垄断部门,具体包括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当相对垄断程度值 M>1.5时,行业属于公共部门,具体包括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进一步根据式(10)可以得到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
具体而言,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系数都不为1,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为3.20,表明中国公

共部门人力资本严重冗余,这从两方面损害了潜在创新绩效:一方面,从人力资本配置结构上,公共

部门过多挤占了社会人力资本比例,降低了社会中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比例;另一方面,从生产

过程特征上,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大多按照政策与法规执行上一级命令,“照章办事”的活动方式降低

了人力资本从事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与公共部门情况截然相反的是竞争部门,该部门人力资本沉淀

系数均值仅为0.42,极度匮乏人力资本存量对应于较高的产出贡献(63.46%),表明实际产出部门极

度缺乏提高创新绩效所必要的人力资本。而在垄断部门,虽然有足够富裕的人力资本(1.24),但垄

断部门的行政特性为该部门生产保障了垄断性收益,同时该部门公有产权属性为寻租创造了可能,
扭曲了人力资本创新活动的个人收益。因此,人力资本在该部门缺乏实现创新性生产的约束和激

励。三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行业部门间存在严重错配。

表2 三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2004-2015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均值

公共部门 3.33 3.99 4.15 3.95 4.05 3.62 3.28 2.88 2.53 2.37 2.32 1.91 3.20

垄断部门 1.17 1.42 1.47 1.48 1.56 1.5 1.23 1.11 1.14 1.02 0.99 0.83 1.24

竞争部门 0.47 0.52 0.55 0.53 0.56 0.55 0.5 0.26 0.27 0.25 0.26 0.27 0.4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03-201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估算而得。

四、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测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所选数据为2004-2015年行业面板数

据,选取原因为:一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有损创新绩效的程度。相关领域

权威文献往往选择趋势较为明显的时间阶段,比如袁志刚、解栋栋(2011)采用1978-2006年数据,

Hsiehetal(2013)利用美国1960-2008年的职业分布的数据。二是数据所取阶段,既是高等教育扩

张进程中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劳动力市场规模增速较大阶段,又是我国经济增长依旧停留在依靠要素

投入驱动的时期。随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型,从生产要素和投资双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12年后,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低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在政策导向和人力资本收益驱动下,人力资本配置状态进入另一个阶段。三是考虑到数据可

得性与方便性。
行业产出Y以当年价格的行业增加值表示。物质资本投入数据一般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但鉴

于分行业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数据仅到2004年,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本文仅用全社会固

—72—

纪雯雯 赖德胜:人力资本配置与中国创新绩效



  2018年第11期

定资产投资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要素投入用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表示。参照姚毓春、袁礼

和董直庆(2014)的方法,利用要素收入份额对物质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进行校准。鉴于

数据可得性,本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所提供2004年分产业国内生产

总值构成数据,用“劳动者报酬”代表劳动要素收入,用“固定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之和代表物质

资本收入,同时按照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份额分配“生产税净额”。进一步将要素收入所得与产业

增加之比表示要素的收入份额,以此为依据校准18个行业的物质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进一步在公共服务部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三部门格局下,根据式(13)将中国产出增加率(G)

分解为传统要素投入(RI)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如表3所示:2005-2015年,总产出增加值年增

长率均值为13.72%,其中,由传统要素投入带来的部分高达13.59%,验证了中国经济发展是一种

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衰退,采取了扩张性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进行救市,进一步加大传统要素投入,结果导致2009年RI接近20%。
从创新绩效来看,2005-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进一步根据式(15)

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部门技术进步率(TC)、部门格局份额(SS)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AE)。如表

3所示,样本区间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0.13%,其贡献来自部门技术进步率(2.91%),部门格

局份额(-2.13%)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0.65%)。这一结果说明两点:第一,技术进步对全要素

生产率(TFP)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考虑到2005-2015年期间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扩张,进入劳

动力市场各个部门的新增人力资本规模急速增加,证明人力资本规模扩大对中国创新绩效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第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部门格局份额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随着时间变

化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在波动中呈现逐年恶化的趋势,反映出行业部门间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表
现为竞争部门人力资本匮乏状态与政府部门及垄断部门人力资本冗余状态并存,并且行政垄断程度

越大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大,行政垄断程度越小的行业人力资本密度越小。平均而言,部门格局

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作用为-2.13%,产业结构失衡是制约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进一步

证明了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发展创新经济的必经之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平均值为-0.65。因此引

导人力资本配置到竞争性的行业部门,并激发人力资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提高创新效率的重

要途径。

表3 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与分解(2005-2015年)

G RI TFP AE SS TC

2005 0.1495 0.1319 0.0176 0.0470 0.0018 -0.0312
2006 0.1557 0.1321 0.0236 0.0183 -0.0136 0.0188
2007 0.2330 0.1383 0.0948 -0.0119 -0.0069 0.1135
2008 0.1672 0.1453 0.0219 0.0162 -0.0186 0.0243
2009 0.0865 0.1945 -0.1080 -0.0070 -0.0671 -0.0339
2010 0.1663 0.1704 -0.0041 -0.0161 -0.0207 0.0327
2011 0.1647 0.0912 0.0735 -0.1100 0.0240 0.1596
2012 0.1368 0.1464 -0.0096 0.0027 -0.0263 0.0140
2013 0.0982 0.1410 -0.0427 -0.0088 -0.0530 0.0190
2014 0.0810 0.1199 -0.0388 0.0017 -0.0402 -0.0003
2015 0.0700 0.0837 -0.0137 -0.0037 -0.0137 0.0038
均值 0.1372 0.1359 0.0013 -0.0065 -0.0213 0.0291

从各年份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多为正值,之后多为负值,表
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不断降低。结合三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可以明显看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沉

淀系数始终高于1,反映出公共部门对人力资本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而社会中大部分人力资本沉淀

于公共部门的配置状态,意味着更多的人力资本从事于非生产性活动,这种配置状态可能从两个方

面降低了人力资本创新绩效:一是降低了社会中人力资本从事创新活动的比例,二是提高了公共部

门人力资本寻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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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虽然趋近于1,但并非是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促进创新绩效的表现,主
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垄断部门的人力资本最优沉淀可能是趋势性结果,而非配置效率的反映。
具体而言有两个趋势存在:一是中国经济制度转型使国有部门缩小是必然趋势,人力资本可能是被

动离开垄断部门;二是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放缓令整个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供给增速放缓,缓解了

垄断部门人力资本相对剩余。第二,由于垄断部门的行政垄断特征,令该部门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

中只能以一定的比例投入于创新活动,而更大的投入在维护行政垄断优势。正如我们在上文对各部

门人力资本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机制阐释所言,垄断部门能以低于市场竞争价格获取资源,并能争取

到政策优惠,生产过程没有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即使垄断部门可以占有最优比例的人力资

本,但也难以产生相应比例的创新绩效。
竞争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异于1的程度不断加深,反映出市场部门人力资本匮乏状态愈演愈

烈。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扩张趋势可以发现:2005年之前阶段,人力资本供给增长加速时,市场部门

对人力资本吸引力有限,降低了投身于创新绩效的人力资本比例,提高了寻租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

动中人力资本的比例;2005年之后的阶段,人力资本扩张规模放缓时,人力资本新增量不足又将导

致创新绩效所需的人才短缺,市场部门人力资本匮乏却随着总体人力资本增量减少而进一步加剧。
另外,从时间上看(如图2所示),竞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AE(c))极不稳定,金融危机前配

置效率高于其他部门,但金融危机之后低于其他部门,说明经济周期性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

存在于竞争部门,对垄断部门(AE(m))影响次之,而对公共部门(AE(p))影响较弱。然而,竞争部门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趋势对总体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说明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配

置效率来优化产出效率的关键在于改善竞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需要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进

入竞争部门,并对其就业进行稳定性政策安排,使该部门人力资本更有效地促进创新绩效。

图2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的时间趋势(2005-2015)

五、结论

本文在青木(Aoki,2012)构建的多部门间要素错配效应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含人力资本要素的

生产函数。利用人力资本配置沉淀系数表示人力资本在行业部门间的配置状态。在对全要素生产

率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部门技术进步、部门份额变化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三个部分,
估计出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规模扩大有利于创新绩效,然而人力

资本行业部门间存在着严重的错配,2005-2015年人力资本行业部门间配置效率为-0.65%,人力

资本配置效率有损中国创新绩效。
根据本文研究,我国人力资本行业间配置呈现出垂直化和沉淀化特征,即越接近体制内的行业

部门人力资本密度越大,越接近体制外的行业部门人力资本密度越小,随时间推移这种特征进一步

固化。根据生产特征将行业划分为公共部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后,人力资本配置表现为冗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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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并存。平均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为3.20,反映出该部门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冗余;
垄断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为1.24,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冗余;竞争部门人力资本沉淀系数为

0.42,存在人力资本匮乏。动态变化上,竞争部门人力资本效率趋势决定社会总体人力资本配置效

率趋势。在经济环境健康的背景下竞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优于垄断部门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本

存量。而在经济运行受到外界冲击时,市场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则会劣于垄断部门和公共部门。
这一结果说明竞争部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更容易受到市场扰动影响,而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人力资

本配置效率则较少受到市场因素影响。
中国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人力资本在行业部门间存在着严重错配,配置低

效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损中国创新绩效,为此,提出以下改进性政策建议:

1.恢复市场价格信号,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由于制度性分割,体制内工资报酬决定机制根据非

市场因素来确定,市场失灵对人力资本配置造成扭曲,非生产性公共部门沉淀较多的人力资本是中

国特殊国情。在工资报酬决定机制不一致,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公共部门和国有部门的

“铁饭碗”更容易吸引理性的人力资本。因此,既应关注竞争部门在经济波动中如何流失人力资本,
又应进一步通过完善薪酬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改变人们对竞争部门的市场化不稳定预期,以培育

和激励人力资本向竞争性的行业部门配置,尤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

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经验,在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推行市场化的雇佣制度和淘汰机制。
弱化政府部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就业身份壁垒,将以行政垄断为主的“身份管理”转变为以产

业发展导向的“人才管理”。

2.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无论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存在多少需要改进的空

间,理论与经验均一致表明人力资本规模扩大有利于中国创新绩效。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大学

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等问题,但这无法否认人力资本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在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

础上,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发挥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协同效应,涌现更多创新型

人才,释放更多人力资本红利。

3.激发人力资本创新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根据人力资本相对沉淀系数,我国行业间人力

资本错配呈现冗余和匮乏并存的现象。对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行业,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针对人

力资本匮乏行业,由行业工会引领制定,根据行业特征,从户籍政策、住房政策、薪资福利待遇等方面

的人才偏向政策,引导人才流入。对于人力资本冗余程度较重的行业,比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教育行业等,则需要突破“围城”,打破行业人才制约瓶颈,
激活存量人力资本,大胆试行科研人员持股激励、技术成果转化收入份额归属,提高人力资本相对报

酬,激发人力资本的内生创新动力和竞争活力,推进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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