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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转型时期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增长效应*

莫龙炯 景维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两部门混合寡头竞争模型,探讨了国有经济比重对社会福利与政府收

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国有部门承担社会政策性负担相对较大,国有部门效

率大于其对民营部门的产出边际替代效应,国有经济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反之,国有经济比重过

高抑制社会福利增进。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国有

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效应随市场化进程而变化。现阶段我国市场化进程指数尚未超过由

正转负的门槛值,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处于正向效应阶段,混合所有制是比较合理

的制度安排,应当继续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 混合所有制 混合寡头竞争 经济增长

一、引言

20世纪末,中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之一,国有企业改革

是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民营化

的激进式改革,然而改革效果却不尽人意。中国则实行渐进式改革,国有企业先历经扩大企业自主

权、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改革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逐渐推

行公司股份制、民营化等所有权改革,提升了企业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刘伟、李绍荣,2001;盛丹,2013)。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阐述了公有制

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系①。1999年中央对国有部门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性重组,将大中型

国有企业改制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经过40年来改革开放的探索

和实践,中国形成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改革独特范式。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增

速放缓、结构调整、增长驱动转换的新常态,加快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步伐迫在眉睫。2013年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②。中共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东欧、前苏联等国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绩效差异甚大,中国有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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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龙炯、景维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

箱:mljnk1919@163.com,nkjwm@nankai.edu.cn。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专题研究”(16JJD790028)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京津冀地区老龄化与劳

动供给问题研究”(63172016)的资助。本文曾在第十二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汇报,感谢评论人的建议;感谢匿名

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从宏观上,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地区经济所有制结构中由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

等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还包括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从微观层面讲,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企业内

部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公司股权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所有权、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

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特范式和经验? 国有企业民营化一定能提高企业绩效,还是需要与市场化改革、制度环境完善结合

起来? 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以及所有制结构

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遗憾的是,迄今大部分文献集中于微观层面研究所有权配置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宏观层面上研究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也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转型时期制

度环境的不断演进。市场化改革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也是市场机制从产生、发展

到成熟不断演变,对资源配置作用持续增大的过程。我们需要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系统考察市场化转

型、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随市场化进程而变化。
所有制结构变迁是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和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的结果。由于转型时期制度环

境不断演进,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并非一目了然。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和边际贡献主要

有:第一,从不完全竞争角度把市场化进程和社会性负担因素放进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分析国有经济

比重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的影响;从市场化进程视角采用门槛效应模型,验证市场化进程对混合

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第二,本文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

门槛效应。转型初期市场化程度较低,国有部门承担社会政策性负担相对较多,国有部门效率大于

其对民营部门的产出边际替代效应,国有经济比重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随着市场经

济发展,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会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市场化程度尚未超过由正转

负的门槛值,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本文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经济转型和国有企业

改革的逻辑,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为我国完善现

代经济体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一个理论和实证解释,对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主要与两类文献密切相关。一类文献关注所有权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质上,所有

权改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涉及产权在政府和私人之间的配置。一种观点

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明晰界定的私有产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Hart(2003)精辟指

出,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造成契约不完备,交易专用性资产投资引起敲竹杠问题导致企业组织效率

低下,所有权合理配置显得尤为重要。从微观角度看,由于政府的目标函数、信息成本、可信承诺与官僚

体系等问题,国有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普遍不高。学者们分别从委托代理问题和激励机制(张维迎,

1996)、软预算约束和政策性负担(Kornaietal,2001)、剩余索取权和监管缺位(Dewenter& Malatesta,

2001)、经理人缺乏削减成本和创新激励(Shleifer,1998)等角度进行论证。刘小玄(2003)实证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国有控股比例越高则公司绩效越差。其他学者分别从技术创新效

率(吴延兵,2012)、资本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吴振宇、张文魁,2015)等角度分析,得出国有经济效

率低下的结论。从宏观视角看,学者们从金融压抑和所有制歧视(刘瑞明,2011)、行政垄断和偏向性政

策(张天华、张少华,2016)、软预算约束和资源错配(靳来群、林金忠,2015)等角度研究,发现国有部门本

身存在效率损失,并挤压民营部门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构成“增长拖累”(刘瑞明、石磊,2010)。
然而,我们不应只从投入产出、财务绩效角度,还要从经济发展战略、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等角度

评价国有经济效率(张晨、张宇,2011)。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

等市场失灵现象,这为政府干预和国有产权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Hartetal(1997)运用不完全契约

理论构建所有权配置模型分析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发现私人对企业具有剩余控制权时更有激励降低

成本,但容易忽略成本降低对质量提高的逆向效应。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有部门不仅是转型国家实现技术模仿和经济赶超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和社会福利

的提供者(刘春元,2001)。更重要的是,国有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具有经济辐

射效率,对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具有政策性效率,在保障就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社会性

效率(陈波、张益锋,2011)。总体而言,国有部门在宏观战略上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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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角度、分析方法和样本数据的差异,关于所有权配置对经济效率影响的结论莫衷一是。
很多学者逐渐关注市场化进程中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斯蒂格利茨(1994)在不完全信息和

不完备市场基础上,论证转型经济中市场竞争环境与产权制度同样重要。随着20世纪70年代博弈

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混合寡头模型成为分析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重要工具(陈林、王凤生,

2017)。Merrill&Schneider(1966)、Matsumura(1998)较早地运用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分析国有企业

作为一种内部规制工具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发现公私混合持股、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所有权

安排明显改进了社会福利。进一步地,学者们分别从生产边际成本(Matsumura& Ogawa,2010)、
产品差异(Fujiwara,2007)以及外国竞争和贸易政策(Chao&Yu,2006)等方面扩展混合寡头竞争模

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汤吉军(2014)摆脱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简单两分法,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

分析大型国有企业在自由市场下准租金分配问题,解释了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存在的合理

性。石明明等(2015)构建多阶段混合竞争博弈模型,从策略外部性和政府规制视角证明多种所有制

经济竞争制度明显优于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经营及民营经济竞争制度。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制度效应,陈林、唐杨柳(2014)和张辉、黄昊(2016)等学者实证发现,混合所

有制改革通过降低社会政策性负担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并且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效果好于竞争性行

业。黄先海等(2017)研究发现,国有部门“抓大放小”改革通过部门内部优化重组和部门间要素流动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国有部门混合所有制改革明显提高了企业

投资效率(张祥建等,2015)和全要素生产率(刘晔等,2016)。郭于玮、马弘(2016)实证研究发现,混
合所有制中国有股比重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非国有股比例增加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田

利辉(2005)发现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非对称 U型关系,并用政府股东两手论解释。
然而,大部分学者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宏观层

面上分析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樊纲(2000)论证了所有制结构内

生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放弃纯粹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而部分追逐利润目标,导致国

有经济比重下降趋于一个均衡值。景维民、莫龙炯(2017)从宏观层面实证分析发现,国有经济规模

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经济中存在着国有经济最优规模。本文将进一步探索市

场化进程如何影响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三、理论框架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特征。国有产权具有满足

公共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国有资本既要履行社会性功能,又要满足保值增值

功能。基于此逻辑,作为国有资本载体的国有部门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又追求宏观调控、
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由政府委托的国有部门经营者,不仅是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同时也是兼

顾公共利益的“政治人”,这就使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产生“增长拖累效应”和“宏观稳定效应”。
此外,由于地方财政联邦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社会稳

定的政绩诉求。地方政府既要提高国有部门效率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又
要实现就业、社会稳定和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性目标,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可以说,所有制结构变迁

不仅取决于国有部门的效率变化,也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之间博弈的结果。
(一)基本假设

本文借鉴孙群燕等(2004)、李杰(2014)等学者的方法,把社会性负担引入国有经济部门目标函

数,构建两部门混合寡头竞争模型①。基于政府、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策略博弈,探讨国有经济

比重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的影响。假设国有部门是国有经济比重为α(0≤α≤1,α=0表示完全民

营经济,α=1表示完全国有经济)的混合经济部门,市场上只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个部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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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完全同质的产品,产出分别为Q1 和Q2,市场总供应量Q=Q1+Q2,市场需求函数为Pi=a-Qi-
Qj(其中,a>0,i和j取值为1或2,且i≠j),∀Q≥0,P>0,P(Q)是二次可微,且P'(Q)<0。假定消

费者具有稳定不变的偏好,两部门的生产技术都是规模报酬不变,它们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1(Q1)和

C2(Q2),假如∀Qi≥0,Ci(Qi)(i=1,2)是二次可微。我们分别用π1、π2 表示经济利润,CS表示消费

者剩余,并定义社会福利水平为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则有:

π1 =PQ1-C1(Q1)

π2 =PQ2-C2(Q2)

CS =∫
Q

P(q)dp-P(Q1+Q2)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

W =π1+π2+CS =∫
Q

P(q)dp-C1(Q1)-C2(Q2) (2)

由于政府控制国有部门,政府目标除了考虑整体社会福利,还考虑保障就业、社会稳定和提供公共

服务。国有部门承担社会性负担(以β表示,0≤β≤1),β越大表明国有部门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大。市

场发展程度较低时,国有部门承担大量社会政策性负担;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民营部门对就业、税收的贡献日益增大,国有部门减少社会政策性负担。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化程度

越高,国有经济部门承担的社会政策性负担(β)越小。于是政府目标函数(政府收益)为:

G=W +βPQ1 =∫
Q

P(q)dp-C1(Q1)-C2(Q2)+βPQ1 (3)

需要强调的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α)决定了其对政府收益的兼顾程度。国有控股的混合经

济部门目标函数由两部分构成:政府收益(α)和自身利润(1-α)。我们只分析国有经济比重变化对

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影响的内在关系,不考虑国有经济比重变化对部门成本函数的影响。基于此,
国有部门追求经济利润和政府收益的加权平均最大化,民营部门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max
Q1

U1 =max
Q1
[(1-α)π1+αG]

=max
Q1
[(1-α)(PQ1-C1)+αG]

=max
Q1
[(1-α+αβ)PQ1-C1-αC2+α∫

Q

Pdp] (4)

max
Q2

U2 =PQ2-C2(Q2) (5)

(二)求解与均衡

假定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两部门都准确了解市场需求信息,没有其他部门进入。国有部门与民

营部门进行古诺竞争,分别对(4)和(5)求偏导,得到一阶条件:

∂U1

Q1
=P'(1-α+αβ)Q1+(1+αβ)P-C'

1(Q1)=0 (6)

∂U2

Q2
=P'(Q)Q2+P-C'

2(Q2)=0 (7)

求解上式,得到部门均衡产出Q1(α,β)、Q2(α,β)以及反应函数,分别记为R1(Q2)和R2(Q1):R1

(Q2)≡argmax
Q1>0

U2(Q1,Q2)
,R2(Q2)≡argmaxU2(Q1,Q2)Q2>0

。首先分析国有经济比重(α)变化对两部门均

衡产出的影响,可推导出以下命题:

命题1:若满足-1<∂Ri

∂Qj
<1,且Q1>0,Q2>0,则

∂Q1

∂α>0
,∂Q2

∂α<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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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均衡状态下Q1 是α的增函数,Q2 是α的减函数。其经济含义是:国有经济比重(α)越大,
意味着国有部门受政府目标影响程度越高,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多,即α增大导致Q1 增加,而Q2 减少。

我们定义两个部门的总社会福利水平为WQ(α,β)≡W(Q1(α,β),Q2(α,β)),下面考虑国有部门

中国有经济比重(α)变化对社会福利(W)的影响。

∂W/∂α=P(1+R'
2)-C'

1-C'
2R'

2 = (P-C'
1)+R'

2(P-C'
2) (8)

因为R'
2<0,由一阶条件(7)知p-C'

2(Q2)=-P'(Q)Q2>0,我们容易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2:如果(P-C'
1)>-R'

2(P-C'
2),则∂W∂α>0

;如果(P-C'
1)<-R'

2(P-C'
2),则∂W∂α<0

。

我们将|R'
2(P-C'

2)|定义为国有部门的边际产出变化对民营部门的利润空间所产出的替代效

应,称为边际替代效应。它由部门1对部门2的边际产出替代效应(R'
2)及部门2自身的盈利能力

(P-C'
2)两部分组成。该命题的经济含义是:(1)当国有部门的利润空间大于其边际替代效应时,意

味着国有经济部门效率相对较高,国有经济比例增加可以增进社会福利。(2)反之,由于受到政府政策

和社会性负担的影响,国有经济部门效率较低,国有经济比重增加会降低社会福利。简言之,国有经济

部门效率与其边际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取决于社会性负担和市场化程度,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水平。
政府的目标函数既包括社会福利水平,又包括国有经济部门承担社会性负担维持社会稳定。国

有部门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减少社会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部门盈利能力。我们进一步考虑国

有比重(α)对政府收益(G)的影响,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3:(1)当α=1时,如果C'
1>C'

2+βP,则∂G
∂α<0

。(2)当α=0时,如果(P-C'
1)>-R'

2(P-

C'
2),则∂G∂Q1

>0,∂G∂α>0
。

其经济含义是:政府收益取决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性负担之间的权衡。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时

(α趋于1),意味着国有经济部门受政府目标影响程度越高,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重,国有部门的边

际成本较大(C'
1>C'

2+βP),民营部门效率相对较高,对就业、税收的贡献较大,所以国有经济比重(α)
越小政府收益越大。国有经济比重较小时(α趋于0),国有部门的边际成本大于其对私营部门边际

替代效应,即(P-C'
1)>-R'

2(P-C'
2),国有经济比重(α)增大有利于提高政府收益。

(三)结论与假说

由上述命题不难得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国有部门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程度越高、承担社会性负

担越重。国有部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取决于国有部门效率和其对民营部门所产生的边际替代

效应。随着市场化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部门承担的社会性负担逐渐减少,国有部

门效率不断提升。市场化程度和社会性负担影响国有部门效率和其边际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

决定国有经济规模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的影响。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国有部门受政府偏重程度

及承担社会性负担相对较大,国有部门效率大于其对民营部门的产出边际替代效应,国有经济比重

增加有利于社会福利增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完善,国有部门效率低下、激励不足等问

题逐渐凸显,而民营部门效率相对较高且对就业、税收的贡献增大,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反而抑制社会

福利和政府收益的增加。根据理论逻辑,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转型时期国有经济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国有经济

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稳定促进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国有经济规模过大会抑制经济增长;混合所

有制结构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随市场化进程而变化。

四、实证策略

(一)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我国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国有经济比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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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简单面板回归方程:

Yit =β0+β1soerit+βj∑controlit+ui+λt+eit (9)

我们用地区经济增长(gdpit)衡量地区产出水平,近似描述社会福利水平。从宏观角度看,所有

制结构变迁表现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相对变化,故用国有经济比重粗略描述混合所有制结

构的动态变化情况,同时将资本积累、劳动力要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考虑到可能存在

的自相关问题,本文以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gdpit-1)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此外,加入平方

项(soer2it)考察混合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得到基准回归方程:

gdpit =β0+β1gdpit-1+β2soerit+β3soer2it+βj∑controlit+ui+λt+eit (10)

我们首先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等不同估计方法,初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此外,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用解释变量滞后值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但容易受弱

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产生有限样本偏差。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结合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
并增加一组差分变量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具有更好有限样本性质。因此,我们进

一步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解决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上述线性估计

方法无法考察市场化进程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增长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也不能准确估计门槛值。近

年来,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发展为本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我们沿用 Hansen(1999)的思路,构建简单

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Yit =β1XitI(qit ≤γ)+β2XitI(qit >γ)+μi+λt+eit (11)

其中,Xit为外生解释变量,I(·)为示性函数,qit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门槛回归模

型实际上是分组检验方法的一种扩展,门槛值γ将估计样本分成两组,当qit≤γ时I(·)等于1,反之

则为0。现实中,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多重门槛,如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Yit =β1XitI(qit ≤γ1)+β2XitI(γ1 <qit ≤γ2)+β3XitI(qit >γ2)+μi+λt+eit (12)

我们参考陈强(2014)使用两步法进行估计①:首先,给定一个门槛值γ1(γ1<γ2),使用OLS方法

估计得到系数β̂(γ1),并选择γ̂1 使残差平方和SSR(̂γ1)最小。利用同样的方法对γ̂2 进行搜索,选择

(̂γ1,̂γ2)使其残差平方和SSR(̂γ1,̂γ2)最小化。然后,利用“自主抽样法”模拟似然比统计量的渐近分

布及其对应的P值,判断拒绝或接受原假设。类似地,重复以上步骤,搜索三重或多重门槛值,从而

确定门槛个数。鉴于上述计量方法和思路,构建固定效应的门槛回归方程:

Yit =β1soeritI(qit ≤γ1)+β2soeritI(γ1 <qit ≤γ2)+β3soeritI(qit >λ2)

+βj∑controlit+μi+λt+eit (13)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ut 表示不能观测的个体特征,λt 表示不随个体特征变化

的时间效应,eit为满足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实际经济增长率(ggdpit)衡量地区经济水平,采用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soer)和国

有职工比重(soe)作为国有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描述宏观上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动态演化。同时,选
择樊纲等(2011,2017)编制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近似反映各地区的市场制度环境②。此外,为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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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强,2014:《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文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信息来自樊纲等(2011,2017)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情况、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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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准确性,加入一些重要控制变量:(1)本文采用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劳动力规模增长率来衡量资

本和劳动要素。一般认为,资本积累(K)和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利用永

续盘存法Kt+1=(1+δ)Kt+It+1计算资本存量,综合折旧率δ采用张军(2004)估算的9.6%,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投资(It+1)。人口红利取决于接受教育的有效劳动力,分别用就业总人数占

比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比衡量劳动力规模(L)和人力资本(edu)。(2)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增

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外贸

依赖度(open)、外资依存度(fdi)。(3)城镇化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地区自由流动到生产率高的

地区,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用城镇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之比衡量地区城市化进程(urb)。
(4)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规模越大表明对政府经济活动干预、宏观调控越

多,采用地方政府消费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衡量政府规模(gov)。
鉴于原始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需要,我们选择1997-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

据①。为了样本数据具有可比性和结果准确性,并减少模型异方差的影响,以美元为单位的进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数据采用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单位,同时将变量数据通过GDP平减指数

处理为实际值(以1997年为基期)。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樊纲等编写的市场化指数是从1997年开

始,最近更新到2014年,故本文用插值法补充2015-2016年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②。其他的原

始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本文详细的变量说明、数据处

理和统计特性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名称 变量含义 指标度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gdp 实际GDP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100)/100 600 0.1092 0.0264 -0.02500.2380

soer 国有经济规模 国有经济投资额/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600 0.3840 0.1490 0.1143 0.8442

soe 国有职工比重 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地区职工总人数 600 0.4974 0.2124 0.0958 0.8966

market 市场化相对指数 具体计算方法见樊纲等(2011,2017) 600 6.8297 2.6980 1.2900 15.4900

K 资本要素 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增长率 600 0.1493 0.0530 0.0219 0.5265

L 劳动力规模 地区就业总人数增长率 600 0.0147 0.0255 -0.11060.2144

edu 人力资本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总人口 600 0.0128 0.0079 0.0015 0.0358

open 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600 0.3039 0.3818 0.0317 1.7215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GDP 600 0.0300 0.0301 0.0004 0.1685

urb 城镇化进程 城镇人口数/地区总人口数 600 0.4663 0.1604 0.1718 0.8960

gov 政府规模 地方政府消费额/地区生产总值 600 0.2767 0.0587 0.1402 0.4629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识别混合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体估计结果

见表2③。Pooled-OLS回归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一次项和平方项系数符号为一正一负。为了回

归结果的准确性,加入控制变量后再回归,结果依然显示:国有经济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

系。为了控制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我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重新估计(结果见第3~6列)。不难发

现,无论是OLS、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国有经济比重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不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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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很多数据缺失,样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同时,1997年重庆已经独立成为直辖市,故最终

样本包括30个省份。
具体的做法:先计算1997-2014年各省市场化进程的平均增长率,然后在2014年基础上补充2015、2016年

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
限于篇幅约束,从表3起所有的回归结果都不报告控制变量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6)列结果显示,国有经济比重(soer)的一次项系数为0.083,平方项(soer2)系数为-0.100,统计上

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初步说明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呈“倒U”型关系。
经济转型初期市场体系不完善,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起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市场体制逐

渐完善,国有经济比重超过一定范围后,引进非国有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合理论直觉,第(6)列结果显示:资本要素(K)和劳动力规模(L)回归系

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教育水平(edu)回归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
资本积累和人口红利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通过提高劳

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对外贸易(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城镇化水平(urb)的系数分

别为0.040、0.115和0.039,说明对外开放政策使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驱动地区经济增长,城镇化对

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地方政府规模(gov)系数为显著的0.119,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

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Pooled-OLS RE FE

soer 0.195***
(0.0278)

0.146***
(0.0294)

0.197***
(0.0279)

0.108***
(0.0323)

0.201***
(0.0287)

0.083**
(0.0365)

soer2
-0.234***
(0.0329)

-0.167***
(0.0341)

-0.227***
(0.0326)

-0.125***
(0.0356)

-0.225***
(0.0332)

-0.100***
(0.0379)

K 0.210***
(0.0178)

0.219***
(0.0183)

0.228***
(0.0185)

0.233***
(0.0186)

0.240***
(0.0194)

0.236***
(0.0194)

L 0.108***
(0.0364)

0.068*
(0.0372)

0.122***
(0.0363)

0.093**
(0.0362)

0.128***
(0.0371)

0.105***
(0.0365)

edu 0.536**
(0.2322)

0.281
(0.3000)

0.231**
(0.3730)

open
0.012***
(0.0038)

0.021***
(0.0050)

0.040***
(0.0077)

fdi
0.135***
(0.0397)

0.114**
(0.0478)

0.115**
(0.0572)

urb 0.049***
(0.0118)

0.056***
(0.0139)

0.039**
(0.0168)

gov
0.046***
(0.0172)

0.079***
(0.0230)

0.119***
(0.0309)

C 0.041***
(0.0060)

0.043***
(0.0082)

0.036***
(0.0064)

0.043***
(0.0108)

0.032***
(0.0066)

0.030***
(0.0153)

AdjR2 0.2838 0.3272 0.3181 0.3842 0.3189 0.3951

F统计量 60.34
[0.0000]

33.36
[0.0000]

264.15
[0.0000]

340.82
[0.0000]

66.27
[0.0000]

40.71
[0.0000]

Hausman
25.07
[0.0052]

25.07
[0.0052]

观测值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注:①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②表中小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误,中括号内

数据表示概率P值,以下各表同。

(二)内生性和稳健性讨论

一般认为,选取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常用方法。但是

工具变量法(IV)要求所选的工具变量既要与核心解释变量有关,同时与其他解释变量都无关。现实

中很难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而广义矩估计法(GMM)增加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可以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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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DIF-GMM)进行检验,第(7)列结

果显示,国有经济比重(soer)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正,二次项系数(soer2)为负,都在1%统计水平上

显著。进一步地,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重新估计。第(8)列结果显示,国有经济比

重的一次项系数为0.113,平方项系数为-0.203,依然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ggdpit-1)的系数为0.550,说明地区经济增长受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
无论是采用DIF-GMM还是SYS-GMM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地区经济增长

效应呈显著“倒U”型关系的结论不变。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用国有职工比重(soe)代替国有投资比重(soer)衡量所有制结

构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同样地,采用DIF-GMM 和SYS-GMM 方法估计,结果见第(9)(10)列。
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比重的一次项(soe)和平方项系数(soe2)依旧为一正一负,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

显著。这充分说明,混合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倒 U”型影响关系十分稳健。此外,表3中

AR(1)和AR(2)结果表明,模型通过残差序列没有高阶自相关的检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广义

矩估计(GMM)选取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满足有效性要求。总体而言,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法

(GMM)是有效的,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呈显著“倒 U”型关系,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①

表3 广义矩估计(GMM)回归结果

变量

(7) (8) (9) (10)

广义矩估计 稳健性检验

DIF-GMM SYS-GMM DIF-GMM SYS-GMM

soer 0.202***
(0.0298)

0.113***
(0.0263)

soer2
-0.287***
(0.0372)

-0.203***
(0.0355)

soe 0.288***
(0.0415)

0.187***
(0.0374)

soe2
-0.227**
(0.0303)

-0.140***
(0.0336)

ggdpit-1
0.584***
(0.0294)

0.550***
(0.0360)

0.465***
(0.0423)

0.474***
(0.0401)

C -0.029**
(0.0121)

-0.011
(0.0142)

-0.094***
(0.0148)

-0.081***
(0.0139)

Wald统计量 6147.59
[0.0000]

3375.60
[0.0000]

4978.28
[0.0000]

4803.46
[0.0000]

AR(1)
-3.6863
[0.0002]

-3.7344
[0.0002]

-3.4794
[0.0005]

-3.5391
[0.0004]

AR(2)
-1.9366
[0.2528]

-1.8807
[0.2600]

-2.0543
[0.1399]

-2.0535
[0.1400]

Sargan
28.3143
[0.7422]

28.4912
[0.9967]

28.3383
[0.7411]

27.2686
[0.99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0 600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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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讨论

(一)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原因导致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呈显著“倒 U”型关系,目前是处

于促进还是抑制阶段? 为此,本文选取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所有

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否随着制度环境演进而变化,并测算出具体的门槛值。首先,
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以确定门槛个数和模型形式。具体地,运用“格栅搜索法”(GridSearch)搜寻可

能的门槛值,并采用“自主抽样法”(Bootstrap)模拟不同门槛类型估计结果(1000次)。表4结果显

示模拟估计结果的95%置信区间、临界值及P值,因此最终确定模型存在双重门槛。

表4 面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H0 H1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P值 结论

单一门槛 无门槛 1个门槛 10.96 [10.89,11.05] 0.001 拒绝 H0

双重门槛 1个门槛 2个门槛 4.93
10.96

[4.90,4.94]
[10.89,11.05]

0.014 拒绝 H0

三重门槛 2个门槛 3个门槛
4.93
7.65
10.96

[4.90,4.94]
[7.58,7.67]
[10.89,11.05]

0.879 接受 H0

  注:上表是以实际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国有投资比重(soer)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表5中,第(11)列是以国有投资比重(soer)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得到门槛值为4.93和

10.96,第(12)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可以看出:(1)当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小于4.93时,
国有经济比重回归系数为0.011,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效

应;当市场化程度发展到4.93和10.96之间时,国有经济比重回归系数变为0.052,通过1%显著性

水平检验。也就是说,转型初期制度环境尚未完善,国有经济部门承担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对宏观

经济增长有稳定作用。(2)当市场化进程指数超过10.96时,国有经济比重的回归系数由正转负,变
为-0.135,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随着市场化改革,产权、法律等市场制度逐渐完善,非公有制经

济快速发展并在信息、效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市场制度环境比较完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增长

拖累效应”逐渐显现,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出现显著的负效应。

表5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11) (12) (13) (14)

面板门槛回归 稳健性检验

soer
(market<γ1)

0.020**
(0.0087)

0.011*
(0.0106)

soer
(γ1,γ2)

0.022*
(0.0129)

0.052***
(0.0149)

soer
(market>γ2)

-0.123***
(0.0263)

-0.135***
(0.0241)

soe
(market<γ1)

0.006
(0.0067)

0.036***
(0.0082)

soe
(γ1,γ2)

0.045***
(0.0090)

0.056***
(0.0094)

soe
(market>γ2)

-0.054**
(0.0234)

-0.009*
(0.0202)

C 0.110***
(0.0044)

0.052***
(0.0138)

0.096***
(0.0041)

0.011
(0.0125)

—55—

莫龙炯 景维民:转型时期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增长效应



  2018年第11期

续表5

变量
(11) (12) (13) (14)

面板门槛回归 稳健性检验

R2(within) 0.1912 0.4254 0.1892 0.4393

FTest
44.69
[0.0000]

52.00
[0.0000]

44.11
[0.0000]

63.02
[0.0000]

门槛值 4.9300
10.9600

4.9300
10.9600

5.0300
10.9200

5.0300
10.9200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0 600 600 600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国有职工比重(soe)作为代理变量代替国有投资比重(soer)进行

重新估计,结果见第(13)(14)列。不出意料,尽管国有经济比重的回归系数发生变化,但符号没有变

化,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第(14)列结果显示,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当市场

化进程指数低于5.03时,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正效应;随着市场化指数发展到

5.03~10.92,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国有经济仍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稳定作用。当市场化指数超过

10.92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释放经济活力,所有制结构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由正转

负,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反而抑制地区经济增长。稳健性检验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回归系数符号没

变,并且统计上依然显著。唯一变化是,市场化指数的门槛值的估算结果有微小变化。由于市场化

进程指数只是一个相对值,不是绝对值。我们衡量的只是市场体系的相对完善程度,具体的数值对

本文结论没有太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回归系数依然是由正转负,几何上呈“倒
U”型曲线。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制度环境完善,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呈显著的“门槛特

征”。
(二)拓展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解释

混合寡头理论分析可知,国有经济比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国有部门边际替代效应与民

营部门盈利能力的权衡。当国有部门边际替代效应较大时,国有经济比重增大可以增进社会福利;
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民营部门发展,国有部门利润空间小于其对民营部门所产生的边际替代效

应,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可能带来产能过剩、加重低效率生产等问题。国有部门部分民营化、减少国有

经济比重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经济转型初期,国有部门承担着大量社会政策性负担,其边际替代

效应较大,大规模民营化不利于提高社会福利。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国有部门在市场竞争中表

现出效率低下、激励不足,国有经济比重降低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
从时间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完善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广义矩估计(GMM)的实证结果可知,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呈显

著的“倒U”型关系。基于第(8)列的回归结果,我们用求极值的方法计算d(gdp)/d(soer)=0,可以

大致测算出国有经济最优规模为27.83%。也就是说,当国有经济规模在27.83%范围之内,国有投

资比重上升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随着市场化改革,国有经济规模超过临界点27.83%后,市场竞争

中国有部门效率相对低下,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抑制地区经济增长。据统计,2016年我国总体上所有

制结构中国有投资规模为21.27%。这说明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尚处于正向阶段。
因此,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在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大做优做

强国有经济。
从空间趋势来看,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不平衡,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存在地区异质性。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测算

出具体的市场化进程门槛值为4.93和10.96。据统计,201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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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分别达到12.40、9.42和7.94。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化指数超过

门槛值;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低于门槛值,说明国有经济比重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还具

有正效应。但从整体来看,2016年全国市场化进程指数的平均水平为9.92,还处于[4.93,10.96]区
间。在此门槛区间内,国有经济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为正效应,尚未进入由正转负阶段。综上

所述,转型时期市场制度环境尚未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七、结论与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探究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对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构建混合寡头竞争模

型,论证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然后,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

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呈显著“倒U”型关系,并测算出国有经济最优比重为30%左右。
现阶段我国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还处于正向效应阶段,国有经济改革方向是大力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进一步的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

长效应随市场化进程而变化,即经济转型初期市场机制不完善,国有经济承担保障就业、社会稳定等

社会政策性负担,国有经济比重增加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非国有经济快速

发展并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反而抑制地区经济增长。
总体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未超过门槛值,混合所有制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尚未进入负

效应阶段。转型时期市场制度环境(如产权和法律制度)不完善,深化市场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才是国有企业的重要治理手段。
简言之,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和实证解释,也恰好印证了

中共十九大报告“推进以完善市场化改革和产权制度为重点的全方位联动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经

济改革”的战略部署。首先,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创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引进非公有制企业竞争,提高国有经

济效率,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

本和民间资本的有效融合,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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