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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估计：１ ９ ９ ９—２ ００ ７
鲁晓东

连玉君。

摘 要 当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正逐步由宏观层面转向
微观企业层面，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机理。针对企业ＴＦＰ估计
中出现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一系列的最新修正方案被
提出，并形成了很多前沿的估计方法。本文对这些新方法的逻辑进
行了梳理，旨在廓清当前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利用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进一步应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
方法、０Ｐ法和ＬＰ法等参数和半参数方法核算了我国主要工业企业
的ＴＦＰ，在横向对比之后，发现半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
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异质企业，半参数，生产函数，（ｊＭＭ

一、引

言

对生产率的测算是很多实证研究的基础，它通常被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
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这个剩余一般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它反映了生产率作为一个经济概念的本质（Ｍａｓｓｉｍｏ Ｐｆ乜ｚ．，２００８）。首先
ＴＦＰ反映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单位平均产出水平，也就是投入转化
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虽然ＴＦＰ在很多研究中被用来表示技术水平，怛是
这并非是一个准确的描述，ＴＦＰ除了与技术进步有关之外，还反映了物质生
产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制度环境以及计算误差等因素，因此将其统称为
生产率水平更为恰切。
经典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是从估计生产函数开始的。基于生产函数
估计方法的差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也存在多种方法。Ｍａｓｓｉｍｏ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８）提出了几个划分ＴＦＰ的维度，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得到ＴＦ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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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前沿分析
（宏观一微观）
增长率回归法

代理变量法

（宏观）

（微观）

ａ１．，２００８，Ｆｉｇｕｒｅ １。

表ｌ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分维度是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前者关注总量
（国家／地区／产业）生产率，而后者则是针对企业的考量。同生产要素不同，
宏观的生产率水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微观生产率的线性加总。１因此，在审
视这些方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哪些方法是适用于宏观研究的，哪些是适用于
微观研究的，或者两者兼具。虽然有些方法同时适用于宏观和微观研究，但是
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两种方法背后的经济理念是迥异的。早期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测度主要是针对国家或者产业等宏观层面展开的，可以统称为总量方法，
总量方法主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重要目的在于揭示当
前经济表现的国别差异，此类研究肇始于索洛的增长理论。微观估计方法更多
的是从企业的生产决策本身入手，与宏观问题不同的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某
种程度上是可以事前认知的，企业根据已知的技术水平再选择合适的要素投入
水平。这就使得很多适用于宏观生产率研究的方法，如增长核算法、参数回归
等方法并不适用于微观企业生产率研究。因此，在估计中国的工业企业生产率
之前，对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是必要的，以防止在估计过程中发生误用。２
从行业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增长尤为显著，从１９９２年到
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１２．６％。因此，中国工业的增长在
多大程度上由劳动力的增长和高投资率所推动，多大程度上由各种生产要素
的生产率所推动已成为研究中国工业绩效的一个核心问题（谢千里等，
２００８）。目前对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主要是围绕宏观层面展开的。第
一类是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总体ＴＦＰ状况及其变迁（舒元，
ｉ９９３；王小鲁，２０００；张军，２００２：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等等）；另外，
考虑到能源、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突出，胡鞍钢等（２００８），王

’对于赍本和劳动等生严要素而百，宏观教据其买是微观数据的加总．例如，一国的劳动力总量是地区或
者行业的汇总，而地区或行业的劳动力又是属于该地区或行业的企业从业人员的加总。
：在现有的估计中国ＴＦＰ的文献中，就存在这些方法的误用。例如，刘舜佳和王耀中（２０１ ０）就将半参鼓

方法——Ｌｅｖｍ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ｍ法（后文有详述），罩于估计中国的３６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其实，因为
部门生产盔并非企业主产率能水平加总．在行业昙面上不存在生产决策问题，因此这种旨在解次模型内
生性的半参数方法并不适尉于惠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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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颜鹏飞（２００７）将环境因素引入ＤＥＡ模型，对已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进行了修正。第二类总量研究是针对特定的区域，如彭国华（２００７）研究了
人力资本构成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李培（２００７）利用ＤＥＡ对中国城
市的效率与差异进行研究。第三类总量研究主要在产业层面展开，利用产业
数据测算中国各个产业的ＴＦＰ变化情况。如涂正革和肖耿（２００５）运用增长
核算法研究了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３７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趋势。Ｓｅｌｉｎ Ｏｚｙｕｒｔ（２００９）利用修正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模型和加总的年度数
据对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进行了估算。
相对而言，针对企业ＴＦＰ的文献较少。谢千里等（２００８）利用１９９８
２００５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利用参数方法计算了中国的企业层
ＴＦＰ。张杰等（２００８）利用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生产函数
法对企业ＴＦＰ进行了测算。张杰等（２００９）使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间的全部国
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数据，运用非参数ＯＰ法估计了企业
ＴＦＰ水平值，另外，Ｙｕ（２０ｌＯ）也使用类似的数据和方法进行了估计，但是
由于二者研究的主题在于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因此并未报告相关的
ＴＦＰ测算结果。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随着企业统计数据可获得性的增强，中
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总体趋势正在由宏观走向微观。但是目前没有系统的
使用半参数以及矩方法的研究，更缺少运用多种估计方法的横向比较研究。
基于此，本文针对传统生产函数法在估计企业层ＴＦＰ上的种种缺陷，提出多
种修正方案，并利用中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
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估算了其全要素生产率。
在此引言之后，本文首先针对企业层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估计方法存在
的弊端，从多个角度提出修正的思路，由此形成了基于固定效应、半参数和
广义矩等方法的ＴＦＰ估计方法；第三部分对本文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
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利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分别估计了ＴＦＰ水平值，并
对估计结果做横向比较；接下来分别在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对ＴＦＰ进行加总
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企业层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估计通常是从拟合生产函数开始的，因为在总量层面
上，总产出总是无法全部被要素投入解释，即存在生产函数的“剩余”。因
此，在传统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被理解为扣除要素贡献后的“剩余”生产
率水平，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改良等非生产性投入对于产出增长的
贡献。尽管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微观的企业概念，但是早期囿于数据的局限．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基于宏观数据进行估计，例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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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宏观要素投入等。近年来，由于企业层统计数据的出现使得在微观层面
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可能。
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之前，通常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设定。在实际
应用中，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Ｃ—Ｄ生产函数）成为最为常用的函数形式，
还有部分文献采用更为灵活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Ｔｒａｎｓ—ｌｏｇ），相对于Ｃ—Ｄ生
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放松了常替代弹性的假设，并且在形式上更具灵
活性，往往能更好地避免由函数形式误设所带来的估计偏差（王争等，２００６）。
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具有诸多优点，但是在实际估计过程中却不能提供比Ｃ－Ｄ生
产函数更多的信息，而Ｃ－Ｄ生产函数由于其结构简约易用，而且对于规模经济
的测度直观且符合常理而更受青睐。Ｃ—Ｄ生产函数通常采用以下形式：
ｙ。一Ａ。Ｌ：Ｋ：，

（１）

ｙ。表示产出，Ｌ。和Ｋ。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Ａ。即是通常所说的全要
素生产率（ＴＦＰ），它能够同时提高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水平。通过对（１）
式取对数可以将其转化为如下线性形式：
ｙ。一ａｌ。＋艘。＋“。，

（２）

其中ｙ。、￡。和是。分别表示ｙ。、Ｌ。和Ｋ。的对数形式。（２）式的残差项包含了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Ａ。）对数形式的信息。通常可以对（２）式进行估计从而
获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
但是，当把以上简单线性估计方法用于企业ＴＦＰ估计时，将会产生不可
避免的计量技术问题，即同时性偏差（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和样本选择性偏差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其中最为突出就是生产决策的同时性（ｓｉｍｕｌ—

ｔａｎｅｉｔｙ）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企业的效率有一部分在当期是可以被观
测到的，依据最大化生产原则，企业决策者根据这些信息即时调整生产要素
的投入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差项代表ＴＦＰ的话，那么其中一部分
（被观测部分）会影响到要素投入的选择，即残差项和回归项是相关的，这就
会使得ＯＬＳ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３这一长期困扰经典生产函数的问题早在
１９４４年就已经被Ｍａｒｓｃｈａｋ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１９４４）提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可以将（２）式的残差项做以下形式的分拆：
ｙ。一ａｌ”＋艘。＋刀“＋ｅ。，

（３）

其中刃。是残差项的一部分，可以被企业观测到并影响当期要素选择。ｅ。是真
正的残差项，包含不可观测的技术冲击和测量误差。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多种
方法进行克服，从而也就产生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多种估计方法。

３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将会被高估，而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则是低估的，因为相对于资本投

入，厂商更容易在短期内根据对生产率的判断来调整劳动力投入，所以它们与生产率的相关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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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计生产函数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样本选择性偏差。它主
要是由于生产率冲击和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存在相关关系造成的。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存量较大，那么在面对低效率冲击时，其留在该市场的
概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具有较低资本存量的企业，因为这种规模较大的企业往
往对未来的收益抱有更高的预期，从而不会轻易退出目前的市场。这就使得
在面对低效率冲击时退出市场的概率和企业资本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
使得资本项的估计系数容易出现低估偏误。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
者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方法。

（一）针对同时性偏差的修正方法
１．固定效应估计技术
如果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影响企业决策的那部分可观测的ＴＦＰ是因企业而
异的，而且是跨时不变的，那么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是
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方法估计。该方法是在（２）式的基础上引入企业个体
虚拟变量，从而解决由于留。存在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获得对生产函数
的一致无偏估计。

但是以上方法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对样本数据类型有要
求，只有面板型数据才能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方法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其次，
数据中大量的信息将会被弃之不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只考虑跨个体
的变化，在估计值中无法体现出时间变化所带来的信息，等于抹去了刃。的下
标ｔ，这就使得被估参数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识别；最后，对刃。跨时不变的
假定太过苛刻，难以在企业实际操作层面找到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持。
２．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法（简称ＯＰ法）
鉴于固定效应方法存在以上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Ｏｌｌｅｙ
（１９９６）发展了基于一致半参数估计值方法（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

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ｏｒ）。该方法假定企业根据当前企业生产率状况，据此做出投资决策，因
此用企业的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从而解决了同时
性偏差问题。该方法主要由两个步骤构成：
首先需要建立企业当前资本存量和投资额之间的关系，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

构建了下武：
Ｋ。＋ｌ一（１～艿）Ｋ。＋，。，

（４）

其中Ｋ是企业的资本存量，Ｊ代表当期投资。该式表明企业的当前资本价值
与投资是正交的。４另外，该过程假定，如果对于留的未来抱有较高的预期，

４如果使用永续盘存法（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ＰＩＭ），用企业的投资额来构建当前资本存量。后

者包含了投资额的历史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满足正交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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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Ｚ，企业倾向于提高当期的投资，也就是说，当期刃越高， 那么当期的投资
额也会越高。基于此，构建一个最优投资函数如下：
ｉ。＝ｉ。（刃，ｋ。）．

（５）

求该最优投资函数的反函数，假定ｈ（）一ｉ叫（），刃可以写作
刃ｎ—ｈ，（ｉ。，ｋ。）．

（６）

因此，将（６）式代入生产函数估计方程，得
Ｙ。一口·Ｚ。＋），·ｋ。＋ｈ。（ｉ。，ｋ。）＋ｅ。．

（７）

（７）式右边前一项代表劳动的贡献，后一项表示资本的贡献。将后一项
定义为
丸一７·ｋ。＋ｈ：（ｉ。，ｋ。）．

（８）

丸可以由一个包含投资额和资本存量对数值的多项式来表示，定义其估计值
为ｆ５。。因此，通过第一步可以估计以下方程：
Ｙ。一ｉ９·Ｚ。十屯＋ｅ。．

（９）

通过对（９）式的估计，可以获得劳动项的一致无偏估计系数。接下来，
使用已估计的系数来拟合由投资额和资本存量构成的多项式声。的值。
在获得了劳动项的估计系数之后，第二步的重点在于估计资本项的系数。

首先定义Ｖ。一Ｙ。一声·ｚ。，然后估计以下方程：
Ｖ。一），·ｋ。＋ｇ（≠，１—７ｋ。一ｉ）＋掣。＋ｅ。，

（１０）

其中ｇ（·）是一个包含≠和资本存量滞后期的函数。与第一步的思路相同，该
函数可以由≠：。和ｋ：１的高阶多项式估计。但是在实际的估计过程中，第二
步估计要比第一步复杂得多，因为该式中同时含有资本存量ｋ的当期和滞后
期，如果忽视这一点将会获得无效的估计量。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有效估计
值，必须保证资本存量的被估系数始终保持一致，无论是其当期还是滞后期，
这就需要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来完成。
一旦（１０）式被估计完成．那么生产函数中所有系数都会被成功估计。
利用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拟合方程（１）来获得残差的对数值，这也就是全要
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３．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方法（简称ＬＰ法）
在满足一系列假定的条件下，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方法可以提供对企业层生产函
数的一致估计值。其中一个假定是要求代理变量（投资）与总产出始终保持
单调关系。这就意味着那些投资额为零的样本并不能被估计。事实上，由于
并非每一个企业每一年都有正的投资，从而使得很多企业样本在估计过程中
被丢弃掉了。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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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该方法并不是使用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而是代之以
中间品投入指标，从数据的角度出发．中间品投入更易获得。除此之外，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还提供了几种检验代理变量合意度的方法，通

过这些方法可以大大扩展代理变量的遴选范围。５ ＬＰ方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
可获得数据的特点灵活选择代理变量６。
４．ＧＭＭ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Ｐｅｔｒｉｎ方法与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方法都属于半参数的估计方法，除
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方法可以为生产函数提供一致估计，例如由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提出的一种广义矩方法。该方法旨在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上文提到的同时性偏差问题可以通过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方

法克服。该方法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加入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生产函数的估计而言，一个自然的工具变量就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
因为它在￡一１期确定的，因此不会与当期的技术冲击有关。
但是，该方法也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缺点。首先，刃可能包括的冲击不
仅与当期因素有关，而且也包括一些长期因素，例如，存在以下固定效应：
（１１）

刀。一刃，＋可。．

处理固定效应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上式采取一阶差分，得
（１２）

Ａｙ。一口ＬＡＩ。＋口ＭＡｍ。＋口ＫＡｋ。＋Ａｖ。．

在此假定下，两期滞后项将是合适的工具变量。但是，固定效应留。并不
是造成ｔ期的技术冲击与ｔ一１的要素投入相关的唯一原因，口。的序列相关也有
可能引起这种后果。比如说一个企业所遭受的短期技术冲击影响超过一期：
ｕ。一１０巩一ｌ＋啦。因此有
（１３）

弘一１～∥。一ｌ一豫。１一刃，一ｕ。１．
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ｙ。一曰ｒ（１一ｌＤ）＋∥。１＋∥。＋豫。一印ｚ。一，一Ｐｙ是ｎ

１＿Ｌ班．

（１４）

接下来，通过差分消除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得

Ａｙ。一ｐａｙ。一１一ｐ△ｚ。＋豫。一印△ｚ。ｌ＋ｐＴＡｋ，１＋△啦．

（１５）

为了识别ｐ可以使用ｙ。ｚ作为工具变量。
其次，ＧＭＭ估计需要样本具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因此ＧＭＭ方法需

５

Ｌｅｖｍｓｏｈｎ Ｐｅｔｒｉｎ方法比Ｏｌｌｅｙ Ｐａｋｅｓ方法在操作上要复杂得多，但是在Ｓｔａｔａ环境下，借助扩展命令
ｌｅｖｐｅｌ，可以大大提高估计的效率，关于该命令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见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ｍ（２００３）。

６关于代理变量的选择原则请参见Ｌｅｖｍ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ｌｎ（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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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样本进行大量的差分和滞后值处理，以创建合意的工具变量。从而使得
该方法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针对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方法
在实际的估计样本中，经常会碰到在某些年份、某些样本值缺失的情况，
如果该值的缺失是由于非随机（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因素（例如企业由于经济不善
而退出市场）造成的，那么对这个样本的估计就是有偏的。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平衡样本来估计，但是这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由于企业规模大，
资本存量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危机应对能力，因此在面对生产效率的冲
击时更容易留在市场，而退出市场的更有可能是那些资本存量相对小的企业，
这就使得模型的残差项和资本项出现负相关关系，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性。
其实，在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通过构造一个包含投资额和资本存量对数值的多项式丸
来获得劳动投入的一致无偏估计之后，使用一个生存概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

ｉｔｙ）来估计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从而控制样本选择的偏误。一个企业的最优
化决策可以通过下面的Ｂｅｌｌｍａｎ方程来刻画：

Ｖ。（Ｋ。，＆。，山。）一Ｍａｘ｛ｎＳｕｐｌⅢ／－／。（Ｋｔ，ｎｎ，山ｔ）
一ｃ（ｊ。）＋ｐＥ［Ｖ。＋。（Ｋ…ｌ，ｎ。＋１。‰州）Ｉ．，。］），（１６）
其中，丌。（·）表示企业的利润函数，ｃ（·）表示当前的投资成本，１０是折现因
子，Ｅ［·Ｉ Ｊ。］表示ｔ时期的信息集合－，。对未来的预期因子。Ｂｅｌｌｍａｎ方程表
明当企业的清算价值西超过其预期的折现回报时，企业将退出市场。因此存
在着以下的退出函数：
ｆ１，

如果（ｕ。≥∞。（Ｋ。．ａ。）
一

ｙ。，一｛
“

．

【０，

（１７）

其他

这里，ｙ表示生存状态，当它为１时表示继续经营，为０时表／－－一Ｆ退出市
场。企业的退出决策依赖于一个技术临界值叫，如果实际生产率高于这个临
界值，则企业继续经营，否则将会退出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刻画上述决策机制：
Ｐｒ（Ｚ。一１

Ｊ。１）一Ｐｒ（Ｚ。一１ Ｉ（ｕ”ｌ，亩一（志一一１））
一够（ｉ：，。ｌ，走：．：１）．

（１８）

在第二步回归中，可以将上述的Ｐｒｏｂｉｔ拟合值代入方程（１０），得：
Ｖ。一７·是。＋ｇ（声，ｌ一豫。。，ＰＨ）＋卢。＋Ｐ。．

（１９）

在这个扩展方程中，ｇ（）可以通过一个包括声，叫、是，。、ｐ。一－的高阶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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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因此，即使在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这种处理方式仍然可以获
得对资本项的一致估计值。

三、数据描述与ＴＦＰ估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是针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每年对销售额在５００万
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型企业进行统计整理而得。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该数据库
共收录了中国３１万多家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９５％左右。为了结果的可
靠，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制造业企业，并对数据做了如下筛选：一是去除了遗
漏变量的样本，例如删除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从业人员
等数值为０的样本；二是去除了企业规模较小的样本。
对于企业层面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核算，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
据库”所提供的固定资产合计指标作为基础，因为按照会计记账原则，该指
标包括了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待处理固定
资产净损失等项目，因而相对较为准确地刻画了企业的资本状况；由于“中
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中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本文参照了宏观的
资本存量的核算方法，根据（４）式的变形Ｉ。＝Ｋ。一Ｋ。。＋Ｄ。进行估算，其中
Ｋ表示固定资产总值，Ｄ为固定资产折旧。
另外，为了客观反映资本和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中的所有名
义变量都是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其中工业增加值使用企业所在地区工
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实际资本（固定资本存量）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平减，平减指数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过以上处理，本文所使
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２所示。
表２主要交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总产出

１

２．３６

增加值

ｌ

２．２７

中间投入

万方数据

变量名称

∽“Ｍ

１

Ｏ．０３

资本

ｌ

３．８９

劳动力

ｌ

０．５９

投资

Ｍ№Ｍ

２

企业年龄

噼

３

０．１９

卵∞∞∞碍弛％

１．ＯＯ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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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计方法及其说明

我们利用上述固定效应法、ＯＰ法和ＬＰ法具体估算我国工业企业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以上估计方法的参照，我们同时用最小
二乘法对模型做出了估计。
在ＯＬＳ和固定效应估计中，本文使用的基本模型如下：

ｌｎＹ。一岛＋ｐｋＩｎＫ。＋ｐｌｌｎＬ。＋∑艿。ｙｅａｋ＋∑２．ｒｅｇ。
＋＞：｝女ｉｎｄｅ

４－￡。，

（２０）

＾

其中，ｙ。表示企业ｉ在ｔ年的工业增加值，Ｋ和Ｌ分别为企业固定资产和从
业人员规模，ｙｅａｒ、ｒｅｇ和ｉｎｄ分别是代表企业年份、地区和行业的虚拟变量。
ｅ表示在生产函数中无法体现的随机干扰以及测量误差等因素。按照ＴＦＰ的
定义可知：ＩｎＴＦＰ。一＆十￡。，由此可以得到ＴＦＰ的绝对水平值：
ＴＦＰ。一ＩｎＹ。一＆ｉｎＫ。一岛ｌｎＬ。．

有两点值得说明的是：

（２１）

（１）在实际的ＴＦＰ估计过程中，我们控制了行

业、年份以及地区因素。（２）Ｙ。代表工业增加值而非总产出，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增加值并不包含中间投入，主要反映了企业
的最终生产能力，因此在概念上更为贴合；其次，中国企业的总产值与中间
投入之间高度相关，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８６７５，而
在一组本文未报告的估计中，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达到了０．８１２，大大压缩了
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弹性值。
按照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的基本思路，同时借鉴Ｌｏ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７）将

企业出口行为决策引入到ＯＰ框架的具体做法，我们估计了以下模型：
ｌｎＹ。一＆＋黾ｔｌｎＫ。４－ＢｔｌｎＬｎ ４－ｆｌｏａｇｅ。七Ｂ．ｓｔａｔｅ。＋ｐ，Ｅｘ。

＋∑ｄ。ｙｅａｒ。十∑Ａ水ｇ。４－∑｝。ｉｎｄ。＋…
卅

月

（２２）

ｋ

其ｅｅ，ｉ代表企业，Ｊ代表行业，ａｇｅ表示企业的年龄，ｓｔａｔｅ表示企业是否为
国有企业，ＥＸ是表示企业是否参与出口活动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同
上。为了解决最小二乘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我们
采用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的半参数三步估计法。其中，状态变量（ｓｔａｔｅ）为ＩｎＫ和
ａｇｅ；控制变量（ｃｖａｒｓ）为ｓｔａｔｅ和ＥＸ；代理变量（ｐｒｏｘｙ）为企业的投资
（ｉｎ／）；其他变量如ｙｅａｒ、ｒｅｇ以及ｉｎｄ均为自由变量（ｆｒｅｅ）；而退出变量
（ｅｘｉｔ）为ｅｘｉｔ，该变量根据企业的生存经营情况生成。
根据表２，本文所选用的样本中仅有４４％的企业有对应的投资数据，从
而造成了大量样本的丢弃，因此，我们按照ＬＰ法的设计，将中间投入代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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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作为可观测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使用，另外在估计过程中融入广义矩方法，
用资本当期值和代理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

四、估计结果：比较与说明

（一）投入要素贡献率分析
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之前，我们先对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进行初步分析，
从而确定各种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为了考察所有权特征对于
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考察。
由于我们使用工业增加值而非工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回归项中并
未包含中间投入。另外，在实际估算过程中，我们控制了产业、地区和时间
等因素。四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于四种企业ＴＦＰ估算方法的资本和劳动估计系数比较

ｌｎＫ

０．２８３…０．４１１…０．２４９…０．２６４…０．４１３…０．３０４…

ｌｎＬ

０．５１２…０．５５５…０．５２７…０．５１０…０．５０４…０．４７１…

（８７．１４）

（５１．０１）

（７２．０４）

（５２．５１）

（３４．０５）

（５２．３４）

（８６．３７）

（３７．７１）

（８２．９９）

（８７．２２）

（３４．２２）

（７２．３５）

Ｎ

７３９２１

１８ ８４９

５５ ０７２

７２ ９２５

１８ ８４９

５４ ０７９

ｌｎＫ

０．３５０…

９

（１１．０２）

５

ｌｎＬ

０．４００…
（６３．二７）

Ｎ

３２０１６

２（６

呲㈣吣㈤加弘。｛∞ｎ田 ∥㈣ｒ旺ｍ

Ｍ＊ 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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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值，…表示１％的显著水平。

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相比，采用固定效应方法估算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弹
性系数差异不大，说明该方法并未很好地克服传统Ｃ—Ｄ生产函数估计中存在
的问题。而采用半参数ＯＰ法估算的Ｃ—Ｄ生产函数中投资投入的系数，要高
于传统Ｃ—Ｄ生产函数方法以及采用固定效用方法所估算的资本投入要素的系
数，而ＯＰ方法估算的Ｃ—Ｄ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要低于传统
Ｃ—Ｄ生产函数方法以及固定效用方法所估算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这个
结果与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２００５）以及Ｌｏ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５）

等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这表明使用ＯＰ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样本数据相互决
定偏差（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所引起的偏
差问题（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而基于ＬＰ方法的资本投入弹性略小于基于Ｏ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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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值，但劳动投入弹性却显著地降低了，这会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
值。因此，以中ｆｇ投入作为工具变量的ＬＰ方法并不显著地优于以投资额作为
代理变量的ｏＰ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差异，所有
的四种方法都显示国有企业的资本弹性值大都高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资本
投入在国有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而劳动投入的弹性值则
差异不大。两者相加说明国有企业发展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尤其是
较高的投资率。由于本文并未区分企业从业人员的技术类别，因此从总体而
言，尽管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报酬率要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对企业
发展的贡献并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另外，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是扣除要
素投入后的“剩余”，从表２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利用ＯＰ方法估算出的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要小于利用传统Ｃ－Ｄ生产函数方法所估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样本
接下来，我们使用前文介绍的五种方法中的四种７，对中国的工业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由于使用的是大样本，各种方法所获得的有效估
计点均在３万以上，为了全面展示估计值的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本文画出了
各种方法的ＴＦＰ水平值的核密度函数图，并叠加到一幅图中进行比较分析（见
图１）。

图１

ＴＦＰ估计值的核密度函数图：多种方法的比较

’由于ＧＭＭ方法要用到变量的滞后值，以及进行差分操作，困此对样本的时ｉｇ跨度有一定要求（ｃｏｍｐｅ

ｔｌｔｌＯｎ的那篇文章），尽管本文在实际试验中按照ＧＭＭ法获得了估计结果．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样本仅包
括７年的数据，因此估计结果并没有很好的说眼力，如读者需要估计程序和结果，可来函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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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度一峰度检验８，四种方法估计出来的ＴＦＰ水平值均在极高的置信
水平上拒绝了正态性假设；ＴＦＰ的均值以ＬＰ方法估计的为最大，达到了
６．５６，其他依次为固定效应法、ＯＰ法和最小二乘法，如果以ＯＬＳ方法为分
析基准，那么剩余的其他的方法均对ＴＦＰ的绝对值有放大效应。虽然四种方
法估计的ＴＦＰ性状相似，但是通过统计量对比，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差异：首
先，四者的偏度均小于０，即分布呈负偏态，其中以ＯＰ方法估计的ＴＦＰ偏
度绝对值最大，达到了０．３３０９，所以该方法下有更多的值落在众数的左侧；
其次，峰度最高的是基于最小二乘法的ＴＦＰ估计值，峰度值为５．２０６１，说明
该分布更为陡峭。

四种方法计算的ＴＦＰ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４所示，为了考察它们与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关系，我们在该矩阵中加入这两个值。参数方法和非
参数方法之间的相关性极高，而ＴＦＰ与单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比较低，这说
明我国工业企业中非劳动和资本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４各种方法下ＴＦＰ估计值的相关性（加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
ＴＦＰ—ＯＬＳ

ＴＦＰ—ＦＥ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ＬＰ

劳动生产率

ＴＦＰ ０ＬＳ

１

ＴＦＰ ＦＥ

０．９９２５

１

ＴＦＰ ＯＰ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４４

１

ＴＦＰ ＬＰ

０．９４１９

０．９３１８

０．９５４

ｌ

劳动生产率

０．４３１９

０．４５３３

０．４３０ｌ

０．３５００

１

资本生产率

０．２２９４

０．２０６２

０．２２１６

０．１９５０

０．３８０８

资本生产率

ｌ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跨行业比较分析
在分析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整体表现之后，我们进一步从产业层面进行考
察。根据以上对几种方法估计结果的对比，半参数方法获得了相对良好的估
计结果，因此在下文中我们主要以ＬＰ方法获得的ＴＦＰ估计结果作为分析的
基础，分别在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加总。另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本文
的ＴＦＰ测算是针对企业的微观的，因此即使进行各种加总所获得的ＴＦＰ反映
的是该行业（地区）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平均表现水平，而非宏观意义上的行
业（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根本差别。
另外，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具
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下文的研究重点关注ＴＦＰ增长率。我们首先计算了每个
企业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ＴＦＰ增长率，然后以每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为权数，

８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足够大，因此通过计算偏度和峰度来进行比较分析是可靠的。一般说来，当观测
数据数目Ｎ＞２００时，反映偏态系数的偏度统计量才较可靠。当Ｎ＞１０００时，计算出的峰度统计量才较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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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了１４个行业的加权ＴＦＰ增长率，然后对获得的８个行业的ＴＦＰ增长率进
行几何平均，获得了９年内行业的平均ＴＦＰ增长率，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９
金属冶烁
ｌ乜ｒ．通ｆ矗
仪器仪震

机械设箭
交通运输没舒
金腻制品她
木材加Ｉ：

ＩＦ金属矿物
化学医药

ｌ乜’Ｃ机械
造纸印刷
打油炼煞
纺织业
服装

食６＾饮料烟秘

盯Ｉ’埔Ｋ书

圈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ＴＦＰ增长Ｉｌｌｌ分行业加总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１４个行业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金属冶炼、电子通信、
仪器仪表，它们的ＴＦＰ增加值分别为４．７％、３．９６％和３．６７％。三个行业均
属于高新技术产业１０。这一方面说明高新技术产业是生产率提高最为快速集中
的产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产业扶植政策在近几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金属冶炼在整个行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１６％，这对于整个工业企业整
体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大都属于一些
传统行业，如食品饮料烟草、服装、纺织业等。这说明传统行业的技术革新
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另外，由于这些行业大都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劳动力
投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尽管该类产业
的技术水平发展较幔，但是由于吸纳了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因此对工
业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高技术行业生产率快速增长和低技术行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我国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存在一个非收敛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
上符合行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但是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因
此，如何加强传统行业的现代化改造，提高其技术进步水平是未来工业发展

９为了便干比较各个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地位，我们在圈２中加入各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
总值的份额。由于该份瓤是使用本文处理后的样本计算的。因此可能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敛据有一定
差异。
”根据辱国束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的‘国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我国

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患技术材科科学和新材科技术ｔ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ｌｌ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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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重点之一。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跨地区比较分析

层面上进行研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各个地区的企业
的技术水平及其技术进步表现存在何种差异．是本部分着力回答的问题。对于
数万家企业的处理方法与上文类似，为了迸一步比较，我们同时计算了３０个省

表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ＴＦＰ水平值与增长率（％）分地区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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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而ＴＦＰ水平值最低的五个省区（新疆、山西、黑龙江、贵州和甘肃）
则属于西部地区．其中黑龙江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传统工业企业较
为集中的地区，这类企业整体上依靠资源投入，因此要素的生产率普遍不高。
山西属于中部地区，煤炭企业和化工企业是其工业结构的主体，因此ＴＦＰ整
体水平较低。第二，内陆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ＴＦＰ增长率，说明中国的工业
企业在总体上存在收敛趋势，这与谢千里等（２００８）使用参数方法获得的结
果一致。有些省区表现出明显的追赶现象，如山西、青海和湖南，但是．对
于这种追赶的可持续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因为虽然国有企业改制、相关财

政政策扶持已经后发优势促成了生产率暂时的高增长，但这并不必然能使西
部地区的落后现象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增长情况时会进一步说明。另外，西部省区的生产率表现也不尽一致，有些
西部省区，如贵州和新疆，同时具有较低的ＴＦＰ水平值和增长率，追赶乏
力，有被长期锁定在生产率低端的趋势。第三，通过表４的资本生产率和劳
动生产率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两者具有与ＴＦＰ相似的地区分布规律：东部沿
海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而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表现稍弱，
地区企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再度得到了验证。第四，虽然ＴＦＰ的估计显示了
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收敛，但是采用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估计的结果
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并不具有较高的资本或者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整体由西向东迁移造
成的，结果使得中西部地区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重稀缺。１１

五、结

论

随着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对象逐渐由宏观向微观企业拓展，以及企业统
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日渐增强，针对微观企业生产率的经验研究成为最近文献
增长较为迅速的一个领域。本文着眼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中存在
的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对当前各种前沿的修正方法进行了梳
理，并重点强调ＴＦＰ估计的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的机理差异，试图廓清当前
对于企业层ＴＦＰ测算存在的一些误区。然后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
法、ＯＰ法、ＬＰ法等参数和半参数方法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工业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从估计方法上讲，固定效应方法并不能有效律决最小二乘估计中

“由亍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工业企业．因此吱用的劳动力是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数，而非整个社会的劳动
力总数，因此西部地区的闲散劳动力并未考虑在内。因为很多中西部劳动力并未在当地就业，如果将这
些劳动力强行算做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势必提高其资本生产率，而降低其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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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ＯＰ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变量相互决定偏差所引起的内
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所引起的问题。而作为ＯＰ法改良方案之一的Ｉ．Ｐ方
法尽管较好地解决了数据丢失的问题，但是从估计结果上来看，以中间投入
品作为工具变量的ＬＰ方法并不显著地优于以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的ＯＰ法。
其次，按照Ｍａｓｓｉｍｏ

ｅｔ

ａ１．

（２００８）的解释，ＴＦＰ反映的并非只是技术

水平，它刻画的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因此还包含了生产中的
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公司治理策略、资源配置能力等诸多因素，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较低，说明我国的工
业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非投入要素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基于行业的ＴＦＰ研究表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值和增长率，大大优于食品饮料烟草、服装、纺织业
等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点也符合产业的技术特征。
从地区层面的比较来看，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始终存在。
尽管已经发现了部分追赶的迹象，尤其是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追赶，但是
收敛性分析表明各个省区的表现差异很大，有些省区的ＴＦＰ水平值和增长率
均较低，有被长期锁定在生产率低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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