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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1998 ~ 2014年和2007 ~ 2014年两个时间段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单

因素和多因素回归下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31个省级区域中，宁夏的教育财政投

入经济增长弹性排名最高，吉林和内蒙古的排名也比较高，辽宁、贵州的排名上升很快，山东和江苏的排

名下降很快等；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乡和不同层次的学校资金分配结构不均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经费使用不合理、人才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脱节、教育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平台不够或者政策不到

位、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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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能够为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所需要的

后备人才，其在各地区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国外政

府通过教育拨款改善公民素质，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等，最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如美国联邦政府拨付了

45%的教育经费给西南部不发达地区，该国州政府

将每年财政支出的85%作为教育投入以便为该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法

国、意大利及日本等对于教育投入的比例都很高。

国外学者对教育投入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Colombier（2011）分析了瑞士公共财政支出

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发现教育等能够促进经

济增长。Chandra（2010）分析了印度1951 ~ 2009年的

数据，发现该国的教育支出会滞后影响经济增长。

Tamang（2011）分析了印度 1980 ~ 2008年教育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Idrees和Siddiqi（2013）分析了

主要发达国G7和 7个不发达国家 1990 ~ 2006年的

面板数据，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这也验证了发展

中国家的“追赶效应”。他们还发现教育投资是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发。Urhie
（2014）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尼日利亚

1970 ~ 2010年的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

长有直接和间接的正面影响，且对经济增长的直接

效应高于间接效应。Mallick等（2016）分析了14个亚

洲国家 1973 ~ 2012年教育支出与GDP的平衡面板

数据，结果显示教育支出对14个主要亚洲国家的经

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建议提升政府对教育

的投资份额，提高各种初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水平，

以便为长期经济发展提供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源。

我国政府也高度关注教育公共支出，并且正在

逐步加大投资力度，教育财政投入占比从1990年的

2.3%上升到 2012 年的 4%，再上升到 2014 年的

4.15%。国内很多学者针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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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也做了不少研究。刘振彪和郑颖（2008）利用

1980 ~ 2005年的数据进行OLS回归，发现中国政府

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长期表现为正，提出应进

一步增加政府教育支出，并通过改进投资结构来促

进长期经济增长。刘新荣和占玲芳（2013）采用 1997
~ 2010年 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

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东

中西部之间的教育财政投入及其结构对相应地区经

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孟媛等（2012）分析了上海

市1978 ~ 2010年度的数据，发现财政教育投资对上

海市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并提出加大投

资力度、优化教育结构以及自主培育适合市场竞争

的高层次人才等对策建议。

肖碧云（2016）分析了福建省 1990 ~ 2014年财

政教育支出和GDP的数据，发现该省财政教育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 0.3652，提出了财政向教育倾

斜并提高资金效率等政策建议。郭昱（2014）对京津

冀 1998 ~ 2013年财政教育支出和GDP的数据进行

了回归分析，发现这 3个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对相

应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效应，不过天津、北京

的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略大于河北。

陈盼（2009）利用 VAR 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江西省

1981 ~ 2006年间财政教育支出和GDP的数据，认为

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应提

高公共教育资源的支出效益，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熊名奇和颜汉军（2014）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模型分析了广东省 1978 ~ 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

和GDP的数据，发现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为了强化

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他们提出该

省应在增加财政教育支出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

构，建立分层分级的教育财政投入保障体系，完善其

考评制度和经费的监管机制等。谢玲霞（2014）分析

了浙江省 2002 ~ 2011年的数据，发现该省的教育财

政支出尤其是初中等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

向影响较大，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小于

前者，并提出应调整初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结构，扩大

奖学金及助学金的覆盖范围等，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及问题分析

（一）多元回归模型的确定

1. 数据选取。由于国家财政投入的统计数据口

径发生了几次变化，所以选择 2007 ~ 2014年的数据

分析这些指标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对 31 个地区

GDP和财政支出项目如教育（ledu）、科技（lsat）、文
化体育与传媒（lcpem）、社会保障和就业（lsse）、医
疗卫生（lmhc）、环境保护（lep）、农林水事务（lafwc）、
交通运输（ltran）、人均财政支出（lepc）、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投入（liad）等以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

移支付的面板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发现 lngdp、
lnledu、lnlsat、lnlcpem、lnlsse和 lnliad属于同阶单整序

列平稳，所以本文研究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财政投入等

变量的经济增长弹性或者变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效

应问题。

2. 模型设计。首先判断是否需要建立随机效应

模型。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统计量值为 167.55，
而P值为 0小于 0.05，所以拒绝原假设，不应该建立

随机效应模型。

为了分析各个地区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

效果，需要建立相关模型。主要模型为三类，即：

现假定：

H1：b1=b2=…=bN

H2：a1=a2=…=aN；b1=b2=…=bN

如果接受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截

距、不变系数模型；如果拒绝H2，则需检验H1。如果

接受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不变系数模

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下面分

析计算F统计量所需要的数据。

首先分析变系数模型，获得计算 F统计量的 S1

值为：S1=0.103099，N=31，K=5，T=8。其次分析固定

影响的变截距模型，获得计算F统计量所需的S2值：

S2=0.617645。再次分析混合不变参数模型，获得计

算 F 统计量所需的 S3值：S3=20.14505。最后得到：

F1=2.062862，F2=66.95835。
在给定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

F5%（150，62）=1.690206；F5%（180，62）=1.673963
由于 F2大于 1.673963，所以拒绝H2；而 F1也大

于 1.690206，所以拒绝H1。因此需要采取变系数模

型。另外，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出的结果同

样如此。

在进行变系数模型分析前，需要注意 lngdp与
lnledu、lnlsat、lnlcpem、lnlsse和 lnliad之间的OLS回归

关系。设定模型为：

ì

í

î

ïï
ïï

变系数模型 yit = ai + bixit + uit

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yit =m+ a*i + bxit + uit

混合不变参数模型 yit = a + bxit + 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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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dp=c（1）+c（2）×lnlsat+c（3）×lnlcpem+c（4）×
lnlsse+c（5）×lnliad+c（6）×lnledu

得到的OLS回归模型为：

lngdp=3.2028 + 0.4439lnlsat- 0.5073lnlcpem +
0.2289lnlsse+0.1034lnliad+0.8473lnledu

该模型说明，2007 ~ 2014年期间全国31个省级

区域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总体每增加

1%，经济就会增长0.85%；在科技方面的财政投入每

增加1%，经济就会增长0.44%；在文化体育与传媒方

面的财政投入每增加1%，经济就会下降0.51%；在社

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财政投入每增加1%，经济就会

增长 0.23%；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方面的财政投入

每增加 1%，经济就会增长 0.1%。也就是说，纵观 31
个省级区域 2007 ~ 2014年选定指标的面板数据分

析结果，除了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的财政投入会给

总体经济带来负向影响，其他都是正向的影响，且在

这几个指标中，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给地方经济带

来的影响最大。

（二）一元回归确定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新会计制度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为了

避免分析的数据统计口径前后不一致导致结果出现

偏差，本文的教育数据选自全国31个省级地区1998
~ 2014年的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数据。另外考虑到一

般公共支出的统计口径变化了几次，前后数据没有

可比性，所以分析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

比重时，仅考虑 2007 ~ 2014 年的数据。经分析，

lnledu 和 lngdp 为同阶协整关系。经过 Hausman 检

验，发现一元回归的面板数据模型的Hausman检验

的统计量为 95.09，P值为 0，所以拒绝原假设，不应

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为了分析各个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效果，需要建立相关模型，这与多元回归模型

中涉及的确定 S1、S2和 S3的过程和计算 F统计量值

的方法一样。经过模型分析得到：S1=2.846862，S2=
4.814554，S3=109.9202，N=31，K=1，T=17。将它们

代入计算 F1、F2的公式中，得到：F1=10.71328，F2=
291.4853。

在给定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

F5%（30，465）=1.738264；F5%（60，465）=1.520763
由于 F2大于 1.738264，所以拒绝H2；而 F1也大

于 1.520763，所以拒绝H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

结果也是如此。因此，需要采取变系数模型。

在进行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分析前，需要注意

lngdp与 lnledu之间的OLS回归关系。设定模型为：

lngdp=c（1）+c（2）×lnledu
得到的OLS回归模型为：

lngdp=3.891+0.945lnledu
该模型说明，总体而言，1998 ~ 2014年期间，地

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每增加1%，该地区的

经济就会增长0.95%。

（三）基于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各区域地方政

府教育投资的经济影响及问题分析

当指定教育财政投入作为可变变量，假定其他

因素的地方政府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相同时，分别分

析其作为多元回归和一元回归变量时得到的1998 ~
2014年、2007 ~ 2014年期间各个区域地方政府的教

育财政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财政投入

占相应区域GDP的平均比重，以及教育财政投入占

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结果如下表所示。

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结果中，31个地区的教育

财政投入对相应地区的经济影响按照从大到小的顺

序是：宁夏→吉林→辽宁→贵州→内蒙古→湖南→
陕西→甘肃→重庆→福建→黑龙江→湖北→广西→
西藏→云南→新疆→天津→安徽→青海→四川→上

海→北京→浙江→山西→河北→河南→广东→江苏

→海南→江西→山东。

在以政府 2007 ~ 2014年教育财政投入作为唯

一解释变量的一元回归结果中，31个地区的教育财

政投入对相应地区的经济影响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

是：宁夏→贵州→内蒙古→辽宁→吉林→甘肃→湖

北→广西→陕西→安徽→浙江→江苏→湖南→福建

→西藏→黑龙江→重庆→北京→四川→新疆→天津

→云南→山西→河北→海南→江西→山东→河南→
青海→广东→上海。

在以各地方政府 1998 ~ 2014年教育财政投入

作为唯一解释变量的一元回归结果中，31个地区的

教育财政投入对相应地区的经济影响按照从大到小

的顺序是：内蒙古→宁夏→北京→天津→吉林→上

海→广东→江苏→陕西→福建→山西→山东→辽宁

→广西→浙江→云南→贵州→湖北→重庆→湖南→
河北→河南→安徽→江西→青海→四川→西藏→甘

肃→新疆→黑龙江→海南。

结合表中的结果，对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

北、西南和东北这 7个区域所辖省级地区的具体情

况分析如下：

1.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东北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东北地区辽宁省和吉林省的教育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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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全国来说还不错。其中，吉林省

在 2007 ~ 2014年和 1998 ~ 2014年两个时间段的教

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处于中下游位置（第

18位和 16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

均比重处于全国的倒数第10位，这说明教育财政拨

款发挥的边际效益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以教育

财政投入作为多元回归唯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可以发现，2007 ~ 2014年吉林省教育财政投入经济

增长弹性处于第 2位，作为一元回归的唯一可变变

量时与 1998 ~ 2014年期间的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

长弹性都处于全国第 5位，其中吉林省的教育财政

投入平均增速提高了 4个名次，不过吉林省的平均

经济增速仅处于中等位置。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吉林

省在教育带动产业发展方面做得比较好，将其教育

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拉到了中等水平，但是

还存在由于所辖各县市教育投入意愿不同导致教育

支出减少、教育公共服务不均衡、资金效率不高以及

资金分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地区
代号

BJ
TJ
HE
SX
NM
LN
JL
HL
SH
JS
ZJ
AH
FJ
JX
SD
HA
HB
HN
GD
GX
HI
CQ
SC
GZ
YN
XZ
SN
GS
QH
NX
XJ

基于2007~2014
年的多元回归变
量 lnledu的系数

0.333372920
0.362560459
0.321281143
0.326094485
0.459538843
0.497989580
0.504828730
0.399552484
0.335868475
0.299234813
0.326638046
0.354953708
0.403084274
0.288978792
0.281002869
0.313241896
0.395270164
0.448040649
0.302461109
0.392734755
0.295942461
0.417520653
0.349052583
0.463084391
0.374209317
0.378033306
0.446761811
0.423192842
0.352384933
0.621840541
0.368112562

基于2007~2014
年的一元回归变
量 lnledu的系数

0.741210706
0.690214999
0.677075339
0.687357826
0.870273928
0.853604695
0.825810848
0.746559614
0.609634266
0.763327162
0.769871496
0.776630935
0.750218440
0.643316555
0.638606600
0.635509523
0.796625033
0.755164095
0.618943965
0.786749081
0.667480595
0.746144867
0.728276556
0.870802845
0.687706629
0.749037651
0.780233644
0.815351943
0.630298175
1.079512564
0.706786073

2007~2014年
教育财政投入
占GDP的
平均比重

3.17%
2.64%
2.67%
3.77%
2.62%
2.37%
3.06%
3.21%
2.68%
2.16%
2.32%
3.47%
2.38%
3.80%
2.16%
3.03%
2.62%
2.89%
2.27%
3.92%
4.66%
3.15%
3.39%
6.61%
5.32%
12.81%
3.97%
5.75%
6.30%
4.68%
5.62%

2007~2014年
教育财政投入
占一般公共支
出的平均比重

16.28%
16.91%
19.13%
17.79%
13.23%
13.60%
15.38%
15.14%
13.56%
18.13%
20.12%
16.58%
19.71%
18.09%
20.28%
19.77%
16.27%
16.80%
18.94%
18.85%
16.41%
14.51%
14.94%
18.80%
16.59%
11.48%
18.26%
16.90%
12.42%
14.62%
17.81%

基于1998~2014年
的一元回归变量

lnledu的系数

0.810534778
0.802684726
0.702306794
0.758551488
0.918347886
0.749257269
0.779013815
0.642556221
0.777325917
0.771152370
0.735326569
0.689887072
0.769133160
0.686750222
0.755312693
0.694701288
0.715750090
0.705678627
0.775318624
0.740709759
0.624563960
0.707549716
0.678993606
0.723313362
0.731466927
0.678361501
0.769910498
0.676896757
0.683489100
0.814293432
0.643716143

1998~2014年
教育财政投入
占GDP的
平均比重

2.64%
2.21%
2.09%
3.03%
2.40%
1.95%
2.51%
2.47%
2.29%
1.76%
1.90%
2.69%
2.01%
2.88%
1.75%
2.33%
2.10%
2.25%
1.89%
3.17%
3.34%
2.43%
2.56%
5.20%
4.32%
9.57%
3.18%
4.37%
4.67%
3.87%
4.07%

各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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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省不管是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

比重还是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

重，都处于全国倒数第5位。但是在以教育财政投入

作为多元回归和一元回归唯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中可以发现，辽宁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分别处于全

国第 3位和第 4位。分析 1998 ~ 2014年的面板数据

可以看出，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处于全国中

等偏上的位置（第13位）。不过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

相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速较快，上升了 7
位。间接说明辽宁省的其他因素带动的经济效果并

不是太好，这就导致虽然教育支出不太高，但是所带

来的经济效应却相对较高。

黑龙江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处

于中等稍微偏下的位置，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

支出的平均比重处于全国倒数第 9位，但是教育财

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 2007 ~ 2014年期间分

别为第 11位和第 16位，在 1998 ~ 2014年期间为全

国倒数第 2位，说明黑龙江省在 2007年以前的教育

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

很低，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或者教育财政拨款分配不均等。2007年以后教

育财政投入在带动产业发展方面有所改善，但还是

存在很多问题，如教育资金使用效率较低以及结构

不合理等。

2.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西北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西北地区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受

教育的影响最大，这主要与宁夏的教育财政投入占

GDP的平均比重有较大关系，不论是1998 ~ 2014年
期间还是 2007 ~ 2014年期间，其教育财政投入占

GDP的平均比重都位于全国第7位，并且在2007年
达到最高，为5.15%，然后逐年下降，截止到2014年，

下降到4.46%。总体而言，宁夏的经济和教育支出平

均增速已经放缓。但是，宁夏由于加大了对职业教育

资金的投入，使得职业技能得到提升，进而带动了当

地产业经济的发展。宁夏的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

共支出的平均比重为14.62%，位于全国倒数第7，说
明宁夏的教育投入相对其他领域的财政投入所带来

的边际经济效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也反映了追

赶效应问题。为了促进后续经济发展，宁夏在很多方

面还需要完善。

（2）陕西省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在全

国来说也比较高，但是该省财政支出和GDP的平均

增速排名都有所下降。作为一元回归中的唯一解释

变量，虽然该省GDP平均增速从1998 ~ 2014年的第

1位下降到2007 ~ 2014年的第4位，教育财政投入平

均增速从第 4位下降到 12位，但这两个时间段的教

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是相同的，都为第9位，稍

低于作为多元回归唯一可变变量回归结果中的第7
位。说明陕西省的其他因素影响到了教育投入的经

济效应，但影响较小，这与陕西省在 2007 ~ 2014年
和 1998 ~ 2014年两个时间段教育财政投入占GDP
的平均比重及 2007 ~ 2014年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

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全国排名都为第 9名有关。同

时该省的教育政策、科研成果的产出以及产学研合

作等方面也比较稳定，相应的投入带来了相应的产

出。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前期的效果较为

明显，因此陕西省需要为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

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3）甘肃省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从 1998
~ 2014年的全国倒数第 4位上升到 2007 ~ 2014年的

全国第 6位，多元回归结果中则上升至第 8位，甘肃

省教育投入的边际经济效益从低到高有了非常大的

变化。这是因为甘肃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

比重在 2007 ~ 2014年和 1998 ~ 2014年两个时间段

都为全国第4位，且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增加，最高为

2013年的 5.96%，次高为 2014年的 5.87%，但教育财

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仅处于全国第

15位，2007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财政投入占GDP
的平均比重在全国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教

育财政投入经济效应排名靠后。另外，甘肃省的

GDP平均增速在这两个时间段的排名变化较小，在

1998 ~ 2002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较小，而教育财政投

入平均增速有所下降，导致该省的教育财政投入经

济增长弹性上升，或者说甘肃省其他领域财政投入

促进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大了，而实质上甘肃省教育

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较小，这说明虽然该省逐步

建立和完善了各级教育如学前、义务、职业、高等教

育等的拨款制度，实现了学前、义务和职业等免费教

育，但由于实施时间比较短，所带动的经济效益还不

明显，也间接反映了甘肃省教育财政投入的资金运

用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4）数据显示青海省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

弹性较低，青海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

比较高，处于全国第3位，其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

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处于全国倒数第 2位，但由于单

因素回归结果中的排名低于多因素回归结果中的排

名，所以青海省的教育财政投入相对于其他因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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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青海

省的GDP平均增速和教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速在

全国排名都比较高，分别在第 6位和第 1位，说明青

海省的教育财政资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边际

效益较低，教育资源及公共基础设施分配不均，信息

化程度也较低，分散居住及地域偏远导致的学校布

局零散以及高层次人才短缺等问题较严重。

（5）1998 ~ 2014年和 2007 ~ 2014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处于

全国的第 6位、第 5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

处于第 12 位。2007 ~ 2014 年的 GDP 平均增速从

1998 ~ 2014年的第15位下降到第20位，而教育财政

投入的平均增速则从第7位上升到了第4位。就单因

素分析结果来看，2007 ~ 2014年教育财政投入带来

的经济增长效益从 1998 ~ 2014年的全国第 29位上

升到第 20位，考虑其他因素时，该经济增长弹性处

于第 16位，说明新疆的教育投入比例比较高，而教

育投入给该地区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因

素也较高。新疆的基础比较薄弱，如民族问题较为突

出、人才很难留住等，导致新疆的经济增速出现放

缓，2010年最高，但是由于国家资金的大力倾斜，所

以其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处于上升的水平。

这与王雅楠等（2016）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新疆1978 ~
2012年的数据得到的结果相符，虽然短期内教育财

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但是长期来说，

二者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基于此，他们提出

了提升教育投入水平、优化教育资金配置、拓展教育

投资渠道以及加快核心区文化科教中心的发展等措

施建议。

3.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西南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西南地区贵州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

均比重处于全国第 2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

重处于全国第8名。多元回归和一元回归结果显示，

2007 ~ 2014年期间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分别处于全国第4位和第2位，1998 ~ 2014年期间所

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处于全国第 17位。该省GDP
平均增速从 1998 ~ 2014年的第 5位上升到 2007 ~
2014年的第3位，教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长则从第3
位下降到 11位，这说明贵州省 2007年以前的教育

投入产出存在一定的问题。2007年以后，贵州省优

化了教育投入结构，增强了教育科研成果效益的转

化，所以与其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相适

应。但贵州省其他因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效果，也说明

贵州省其他因素对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助力作用。

（2）2007 ~ 2014年和 1998 ~ 2014年重庆市教育

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处于全国第17、18
位，而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在全国处于倒数

第 6位，说明重庆市财政支出给予教育方面的资助

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较低，但重庆市GDP平均增速从

1998 ~ 2014年的第 7名上升到 2007 ~ 2014年的第 2
名，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速则从第 4位下降到第 6
位，从而使重庆市教育财政投入对该地区带来的经

济影响在 2007年以后排到了全国第 2位，在 1998 ~
2014年期间排到了全国第19位。如果考虑其他因素

对重庆市经济的影响，则重庆市教育财政投入的经

济增长弹性排到了全国第 9位，这些数据说明重庆

市在 2007年以前的教育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

是太高，这与以前的教育经费支出较少有很大关系；

而在 2007年以后，重庆市提高了教育财政经费，同

时高层次人才不断流入，科研成果逐渐产业化，经济

逐渐效益化，且实施了相关的其他教育改革政策，所

以单独考虑 2007年以后教育财政拨款对该市经济

的影响时，就出现了这种在全国排名很靠前的情况。

（3）西藏地区教育财政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的

变化方向与甘肃省的情况有些类似，2007年以来单

因素和多因素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其教育财政投入

对经济的影响处于全国中等位置，1998年以来的回

归结果则显示其处于全国倒数第 5位。教育财政投

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为全国倒数第 1，而
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则为全国第 1，这
也说明西藏地区在各个领域的财政拨款力度都比较

大，教育财政投入相对最低但平均增速较高，而经济

平均增速则下降了几个名次。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

的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说明西藏其他产业

发展得并不是太好，是教育带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

另外，这也与西藏地区地域较偏、民族意识较强、教

育基础较弱、各层次教育结构失衡以及经费投向不

均衡等问题有关。

（4）2007 ~ 2014年云南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
的平均比重的排名稍低于1998 ~ 2014年，为第6位，

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处于全国

第17位。如果单独考虑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则 2007 ~ 2014年排名低于 1998 ~ 2014年，分

别为第22位和第16位，说明云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的

经济增长弹性是下降的。如果考虑其他因素，其教育

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位于全国第 15位。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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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云南省的GDP平均增速相较于 1998 ~ 2014
年上升了较大幅度，教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速低于

GDP的平均增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财

政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下降，这些数据说明云南省

的教育财政拨款相对其他领域较低，且云南省的教

育投入资金没有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与其所处

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也与教育资源没有充分发

挥作用、面向实际应用的科研成果较少或者没有真

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关。

（5）四川省 1998 ~ 2014年和 2007 ~ 2014年期间

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在全国的排名相

差不大，从第 15名上升到了第 14名。教育财政投入

平均增速虽然变化不大，但GDP平均增速上升了 7
位。另外，2007 ~ 2014年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

出的平均比重处于全国倒数第 8位，这就导致了仅

考虑教育财政投入对该省的经济影响时，其影响程

度从 1998 ~ 2014年期间的倒数第 6名上升了 7位，

而在考虑多个因素时，其全国排名为第 20 位。在

2007年以前，资金效率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很低，没

有充分发挥作用，这与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

有很大的关系，也与该省是人口大省有一定的关系，

还与各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差距比较大有关。

2007年后，四川省对于教育资金效率的使用有所重

视，但是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很缓慢，投资结构也存

在一定问题。

4.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华北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华北地区的内蒙古 1998 ~ 2014年和 2007 ~
2014年期间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全

国第19位和第25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

的平均比重为全国倒数第 3位，说明内蒙古自 2007
年以来，教育拨款相对其他领域的财政拨款较低。从

单考虑教育拨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结果可以看

到，内蒙古从1998年以来的第1位下降到2007年以

来的第3位，考虑多个因素后，又下降到第5位，间接

说明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稍低于其他因

素的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内蒙古的教育财政投

入之所以能够带来这么明显的经济增长，与国家的

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很大关系，财政拨款力度加大、能

源出售都给该地区的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自

2002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连续 8年第一，平均

经济增速从 1998 ~ 2014 年的倒数第 3 位上升到

2007 ~ 2014年的第 1位，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速从

倒数第 1上升到第 10位，因此产生了教育财政投入

的较高经济增长效应。这与张阳（2015）的分析结果

相符，自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内蒙古自治区

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固定资产

投资的拉动作用，因此需要继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

是职业教育的投入等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另外，由

于内蒙古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各区域间的经济发

展不平衡、教育资金分配不均衡以及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等问题还很多，需要从多个方面摆脱这个困境，

促进资金的公平使用。

（2）北京市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

1998 ~ 2014年和 2007 ~ 2014年分别在全国排第 14
位和第16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

比重排名为第 20位。从一元回归结果来看，北京市

1998 ~ 2014年期间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效应

在全国排第 3位，高于自 2007年以来的第 18位。这

说明北京市在 1998 ~ 2007年之间经济增长速度较

快，教育发展在此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大力

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提高科研成果的奖励以及拓

宽其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路径等，提高了教育财政投

入的经济增长效应。自 2007年以后，北京市虽然也

在不断加强各类高科技人才的引进，但是全国其他

地区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高速发展起来。北京市的

教育支出在 2012年达到最高，为 17.06%，2013年下

降到16.32%，2014年为16.4%，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

速下降了 7个名次，而GDP平均增速从前 4位下降

到后 7位，这些都降低了北京市的教育财政投入经

济增长弹性。

（3）天津市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很

低，自1998年以来排名都是全国倒数第9位，不过教

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在全国排第

14位。单因素下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从1998
~ 2014年的第 4位下降到 2007 ~ 2014年的第 21位，

考虑多个经济因素的影响时，其排名在第 17 位。

GDP平均增速下降了 4位，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速

则上升了 3位，间接说明天津市的经济有所下滑，

在 1998 ~ 2007年期间，相对全国其他省份，作为直

辖市的天津，其经济状况良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教育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较高。由于天津市的产

业结构偏向轻工业，自 1998年以来，有不少企业破

产倒闭，经济环境不如以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

长速度处于全国的中间位置，但是相对天津市其他

领域来说发展稍好些，投入产出比较低，一方面可能

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教育的创

新能力较弱、教育单位可实施的成果比例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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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育成果方面的财政奖励比例较高有关，当然

还与一定的基础应用研究占用的财政资源有关。除

此之外，天津市还存在教育投入浪费问题。

（4）1998 ~ 2014年和 2007 ~ 2014年河北省教育

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在全国排名为第 25位
和第22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

重排名为第 5位，说明河北省比较重视教育发展以

及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然而，河北省的教

育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较低，单因素回归结果下

河北省 1998年以来排名为第 21位，高于 2007年以

来的第24位以及多因素回归结果下的第25位，说明

河北省的教育投资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可

能是因为 1998 ~ 2007年河北省经济增长较快并在

2004 年达到最高，之后开始下降，尤其是 2012 ~
2014年期间下降最快，教育投入在有些区间波动较

大且在2013年和2014年下降更快。但是不管哪种情

况，河北省的GDP平均增速和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

速都为全国倒数，进一步说明河北省由于地处北京

市和天津市之间，优质的教育资源被转移较多，需要

多方位对其教育及产业发展战略进行重构。

（5）山西省的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

基本维持在第 11、12位，且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

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在第13位。而单因素回归结果显

示，山西省的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从

1998年以来的第 11位下降到 2007年以来的第 23
位，多因素回归结果亦是如此，说明山西省也比较重

视教育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山西

省的产业结构问题导致煤炭资源的兴盛、衰败直接

影响了其经济增长速度，由此，教育财政投入在

2013 ~ 2014年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9年、

2013年和 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全国其他地区

很低，使山西省的GDP平均增速下降了 14位，而教

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速则仅下降了 7位，所以教育

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下降了很多。

5.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华中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华中地区的湖北省，其教育财政投入占

GDP的平均比重全国排名为第24位，占一般公共支

出的平均比重为第21名，说明湖北省对于教育的拨

款比较谨慎，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较低，2007 ~ 2014年
的GDP平均增速比1998 ~ 2014年提高了不少，但教

育投入的平均增速只上升了 5位。在教育财政投入

经济增长弹性单因素回归结果中，湖北省的排名从

第 18位上升到第 7位，即使考虑其他财政资金投入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

也只排到了第12位。这说明虽然湖北省在教育方面

的财政拨款比较谨慎，但是教育资源发挥的作用较

大，这与湖北省在2006 ~ 2008年、2011 ~ 2012年较高

的教育投入有很大关系，且2014年的教育投入增加

相对其他省份也较高。此外，湖北省还进行了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推动了教育发展项目，创新了制度设

计，强化了“三个第一”，构建了“四个优势”，突出了

“五个重点”，提升了办学层次和科研水平，加强了

60多个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该省的支柱产

业相关的优势重点学科建设，通过科研平台打造全

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服务

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并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为该省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后备攻坚力量。但是，湖北省存

在资金分配不均，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公共基础设

施等分配不合理以及各层次各区域资金投向不合理

等问题。

（2）湖南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维

持在第20 ~ 22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的排

名达到了第16位，也就是说湖南省对于教育的关注

度在全国仅处于中等水平，教育财政投入的平均增

速高于GDP的平均增速，也说明湖南省已经开始向

教育倾斜。单因素回归结果下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

长弹性从 1998 ~ 2014 年的第 20 位上升到 2007 ~
2014年的第 13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教育财

政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又上升到了第 6位，主要是

在 2007 ~ 2008年、2011 ~ 2012年教育财政投入相对

全国其他省份要高出不少，间接反映出 2007年以

来，湖南省整体教育素质有所提高，生产与教育的结

合也更紧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逐渐加

强，从而使教育产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就是

说教育财政投入给该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大于其他因

素的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但湖南省还需要

完善教育投资结构，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加强不

同层次的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进一步提升教育投

入的经济增长效应。

（3）河南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在

全国维持在第19 ~ 20名，但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

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居于全国第 3位，其中 2007年的

投入最高。河南省教育财政投入平均增速下降了 2
位，GDP平均增速则下降了5位，主要是因为国家实

施了义务教育新机制和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增

加了资金供给。同时河南省加强了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了相应产业的发展，加强了教育投入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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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办学的扶持，促进了教育信息化，推动了教育与

产业的结合。但是，由于GDP平均增速下降得相对

较快，所以河南省的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

（4）江西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以

及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几乎都

处于全国的第 11、12位，GDP平均增速低于教育财

政投入的平均增速，导致江西省教育财政投入的经

济影响较低，处于全国第24、26位，说明江西省的教

育支出虽然在全国处于中上位置，但是由于江西省

的教育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教育转化为经济效

益的可能性也较低，教育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6.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华东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自 2007 年以来，上海市教育财政投入占

GDP的平均比重位于第21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

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为全国第28位，而单因素回归

结果中，1998 ~ 2014年排在全国第6位，但自2007年
以来下降到最后 1名，考虑多因素后教育投入经济

增长弹性则排到了第21位。这可能是因为上海市一

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也是世界级

的大都市和金融中心，其经济一直比较发达，人均

GDP比较高，所以不管是GDP水平还是教育水平都

相对全国大多数省份高出很多，而由于用工成本也

很高，上海市目前还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过渡期，

其也是较早进入这个阶段的城市。上海市对教育的

投入比例及经济增长弹性相对全国大多数省份也很

低，但就教育投入比例而言，上海市的教育投入带来

的经济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

（2）福建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全

国排名为第26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排名

为第4位，说明相对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福建省的

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在全国很高，其比较重视教育财

政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过单因素回归结果显

示，福建省排名从 1998 ~ 2014年的第 10位下降到

2007 ~ 2014年的第14位，考虑多因素影响的教育投

入经济增长弹性时，又回到了第 10位，都低于教育

投入比例实际增加的名次，间接说明福建省在教育

资源配置、教育产出结构、科研能力及其转化为生产

力的能力及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总体来说，自

2007年以来福建省教育财政投入相对于其他因素

的经济增长效应，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要好，间接说明

其他领域的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小于教育。

（3）安徽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处

于全国第13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则处于

第 18位。单因素回归结果中，安徽省的教育财政投

入经济增长弹性从 1998 ~ 2014年的第 23位上升到

全国的第 10位，如果考虑多因素，该增长弹性下降

到第18位，说明安徽省的教育投入近些年相对有所

改善，但要比其他因素弱，在经济增长依赖因素中，

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受科技、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农业开发项目投入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稍大。

（4）浙江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在倒

数第 4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的排名为全

国第2，说明浙江省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2007年以

来的教育投入支出比重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很高。单

因素回归结果显示，2007 ~ 2014年期间教育财政投

入对经济的影响从 1998 ~ 2014年期间的全国第 15
名上升到第 11名，不过在考虑多因素时为第 23名，

间接说明教育支出虽然相对很高，但是并没有带来

相应的经济效益，相对小于其他因素的财政支出对

经济的影响。

（5）江苏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皆

为第30名，但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

比重为第10名。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江苏省教育

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从1998 ~ 2014年的第8
名下降到2007 ~ 2014年的第12名，多因素回归结果

下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为全国倒数第 4名，

这些数据表明江苏省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但是产出

效应相对其他因素的经济增长弹性较小，也说明江

苏省的经济增长依赖因素中，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

说，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稍大。另外，江苏省的教育资

源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以及苏南、苏中和苏

北区域资源共享和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问题。

（6）山东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为

全国倒数第1名，占一般公共支出的比重为全国第1
名，单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

性从 1998 ~ 2014年的第 12名下降到 2007 ~ 2014年
的第 27名，考虑多经济因素时，该值则下降为全国

倒数第 1名。以上数据表明山东省虽然非常重视教

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投入资金占公共财

政支出的比例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较高，但是其经济

增速在下滑，间接说明山东省教育投入并没有带来

相应的经济增长，其在教育投入方面还存在结构失

衡、城乡分配不合理、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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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转化较差等问题。

7.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华南地区所辖区域

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问题分析。

（1）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

均比重排在全国第10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

支出的平均比重排在第 7位，这主要是因为 2006年
以来，该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的增长相对全国其他

地区较高。考虑单因素，广西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

效应自 1998 ~ 2014 年的全国排名 14 位上升到了

2007 ~ 2014年的第 8位，如果考虑多因素的财政投

入，则该效应达到第 13位，且教育财政投入占GDP
的平均比重以及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重都处于

中等偏上或全国前列，说明广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

度较高。尤其是2007年以来，得益于国家、社会等资

金援助，提高了该地区的教育公共基础建设，教育的

多层次自助计划也很多，推动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性

需求及百姓的生活消费需求，从而拉动了当地的经

济增长。但是还存在多民族居住地的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衡的通病，这与王结玉（2010）的观点类似，他提

出广西在教育财政投入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体

制不合理、约束机制不健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存在矛盾、结构不合理以及监督管理不足等。

（2）广东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排

在第29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比

重在全国名列前茅，处于第6位，反映了广东省这个

经济发达地区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广东

省的教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所以考虑单因素

时，其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从 1998 ~
2014年的全国第 7位下降到 2007 ~ 2014年的第 30
位，在考虑多因素时，排名也仅上升了 3名。侧面反

映了 1998 ~ 2007年间，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和教育增

长与北京和天津一样，处于大跃进时代，到了 2007
年以后趋于稳定，几乎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位置。

（3）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维

持在第 8位，教育财政投入占一般公共支出的平均

比重则处于较低的位置，全国排名为第 19位，且教

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 1998年以来的时间

段和 2007年以来的时间段分别处于全国倒数第 1、
倒数第7的位置，多因素回归结果下则处于倒数第3
的位置，说明海南省的教育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

经济回报。海南省的交通设施比较差，工业发展水平

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对外交流也较少，科研转

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较小，这就导致海南省的教育

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教育改革对策建议

根据各个省市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分

析可知，目前主要存在城乡或者初中高等院校及其

他各级学校的教育资源分配及结构不合理、包括师

资及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在内的软硬件配套不

均衡、经费使用及专业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方案与

社会需求脱节、教育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平台

不够或者政策不到位、面向实际应用及政策服务的

研究能力不强、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可能性

较小、资金利用率较低、研究能力较差等问题。而要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各省市的实际经济发展

情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及人才需求，制定

相应的教育改革战略措施，调整不同层次学校的结

构，优化资金配置，各级学校制定适合本校发展的规

划，合理安排教育领域的财政资金，引导并督促各中

高等院校重构或者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借助于

互联网的大数据教育平台、科研转化或与企业合作

的实践平台，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国内外或者校企相

关人员、企业科研人员的互动交流，提升学生对国内

外相关课程的认知及对相关知识实际运用的认知。

目前各省市都在推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措施，

如浙江省开展了创新平台、科技攻关、产业提升、创

新企业双倍增工程以及特色小镇等，所需的人才主

要倾向于与制造业创新、产品或科技创新相关的专

业人才，与信息、生命及材料科学、信息经济、高端装

备、新能源、生物工程、互联网、云服务技术或者网络

服务、机器人研发、物联网技术以及 3D打印技术等

相关的专业研发人才，以及上述领域的现代服务人

才和特色小镇所需要的各类相关人才，因此浙江省

中高等院校的人才供给侧改革应倾向于这些领域的

专业人才调整，以满足社会持续发展的后备需要。其

他省市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上述领域的一部分，再加

上本省市特色产业，如旅游、商贸、生态农业或农业

产业化经营等领域的延伸，所以实施的人才供给侧

改革的专业方向与浙江省有部分重合，然后按照实

际情况设立或完善需求专业，再制定或者调整与本

省地方特色相对应的旅游、国际贸易、环境工程、污

染治理、养老服务、保险、农业经济管理及食品等专

业人才培养计划和实践基地的建设方案，以供给侧

改革的人才需求为导向，政府引导校企构建合作平

台，调整科技创新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奖励

机制，促进中高等院校提高研究能力，并设立线上线

下教育财政支出使用监督平台，提高教育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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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以便真正实现人才供

给侧改革。

四、结论

在31个省级地区中，宁夏的教育财政投入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影响在全国最大，但是其经济和教育

支出平均增速已经放缓；吉林省和辽宁省自2007年
以来的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很高；内蒙古的

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其

排名仍在全国前列；贵州、湖南、甘肃、重庆、黑龙江、

湖北、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教育财政投入经济

增长弹性排名上升很快；安徽省的教育财政投入经

济增长弹性排名有一定上升；浙江、山西、河北、河南

和江西的教育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排名稍有下

降；广东、江苏和山东的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的影响

排名下降最快；陕西、福建、广西、云南和海南的教育

财政投入经济增长弹性排名变化不大。

在 4个直辖市中，单因素回归结果显示，2007
年以来北京、天津以及上海的教育财政投入所带来

的经济影响排名下降很快，而重庆上升了 2位。考

虑多因素，如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农业综合

投入开发项目等教育财政投入对当地的经济影响

时，重庆最高，其次是天津，上海和北京较低，说明

重庆、天津和上海的教育投入对经济的影响要大于

其他经济因素，但北京的其他因素投入对经济的影

响要相对大于教育投入带来的经济影响。这 4个直

辖市尤其是上海已经处于较高的“中等收入陷阱”

阶段。

根据各省市的具体问题、供给侧改革需求人才

的共性和个性以及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特色性的等

情况，建议各区域列出省市级的“十三五”教育规划

发展指导意见及10年期的发展规划，各级学校同样

制定属于本校的发展规划，各省市根据各级学校和

各级区域的现实状况及发展前景，合理分配教育资

源，通过线上线下的监督机制和各学校的历史资金

流情况，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中高等院校根

据社会专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向，通过线上线下

的互动提升产学研合作的能力。同时，提升教育财政

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面向供给侧改革领域的

研究能力，从而为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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