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自“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实施以来，中部地区

的各次产业快速发展，产业布局日趋完善。第一产业

产值稳中有升，基础设施逐渐得到改善，粮食生产基

地地位日益巩固；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继续保持优

势地位，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随着

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和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的日益巩

固，第三产业也开始快速发展。2016年 12月，《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 ~ 2025年）》（以下简称《规

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规划》指出，加快

产业结构升级是“十三五”期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

总体思路之一和主要任务之一。

产业结构的转变既是衡量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加快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

求。产业结构转变通常发生在各次产业资源配置失

衡的情况下，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的转

变过程。产业结构的转变有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内

涵。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处于非均衡状态的产业结

构通过资源再配置逐渐走向均衡，反映了各产业之

间的协调程度与资源利用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是

指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

门流动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三次产业

的产值比例从“一二三”逐渐过渡为“三二一”，产业

结构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依次占优的方向演进，从以低附加值产

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产业结构

合理化会抑制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而产

业结构高级化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

长具有积极影响，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尤其是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

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是通过

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国

家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和

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而西方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以及我国近年来的实践经

验表明，仅仅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粗放

的、低效率的，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提高劳

动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方式和保证。

因此，中部地区转变产业结构，应把重点放在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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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高级化上，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中部地区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中部崛起。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先测度中

部六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再分析其产业结构高

级化效应，为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理论

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本文对国内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文献进行梳

理总结后发现，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主要分

为两类：①干春晖等（2011）使用第三产业的产值与

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测度了 1978 ~ 2009年中国产

业结构高级化。高燕（2006）使用摩尔指数作为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测度指标。黄溶冰、胡运权（2006）用物

理学中熵的概念建立产业联系熵和产业运行熵来测

度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天明等（2011）利用产业结构

偏离度作为衡量资源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

这类方法是通过观察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指标的动

态变化，将测度指标报告期与基期的数值进行比较，

来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发生高级化转变，其优势在于

可以比较直观地观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变，但是

由于缺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准值，要对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仍然存在困难。

②付凌晖（2010）使用夹角余弦法计算中国产业结构

产值比例向量。周昌林、魏建良（2007）及刘伟等

（2008）以各次产业产值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全国及各

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何天翔等（2012）将通过相对

熵举例法计算的中部六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总体高

度作为衡量指标。这类方法预先设定了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标准值，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值与标准

值进行比较，以此判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弥补了

前一类方法的不足。

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分析方法也主要分为两

类：①柯善咨等（2014）建立了检验产业结构和城市

规模协同效应的计量模型，得出了城市规模与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的结论。于斌斌（2015）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产业结

构调整效应受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城市人口规模

的约束，处于城市化阶段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要比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这类方法是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作为被

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出产业结构

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因此，

用计量模型来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可能会出现

将相关关系识别为因果关系的情况，并且，如果计量

模型存在遗漏变量的情况，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②黄茂兴、李军军（2009）利用以各产业部门所占比

重为权重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测度和分析产业结

构高级化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积极作用。干春晖、

郑若谷（2009）与刘伟、张辉（2008）利用偏离—份额

法（Shift-share Method）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

这类方法是使用现有的经济分析模型来分析产业结

构高级化效应，这种根据经济规律设定的经济分析

模型更适用于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数据来自中部六省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

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插值处理。分析

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中部六省按三次产业区分的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 1978 ~ 2015年相应省份三次

产业的增加值进行了实际化处理。

三、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

1. 测度方法及标准。产值比例关系的变化是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直观表现，也是既有文献用来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常用指标（一般是使用非农产业

的产值占比或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但若

仅考虑产值比例关系而忽视了效率，那么可能得出

效率低下的经济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结论。

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决

定因素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变化，随着社会

分工的不断细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既是

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

二者的集中体现，因此，劳动生产率是产业结构高级

化水平的重要表现。再者，根据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定

义和具体表现可以知道，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资源流

向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率更高的产业部门，并且生

产率或生产率增长率更高的产业部门所占份额越来

越大的过程，最终表现为整体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包含各产业部门的产

值比例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的内涵，测度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所使用的方法应能反映各次产业的产值

比例及劳动生产率的情况。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借鉴周昌林、魏建良（2008）
提出的测度模型来测度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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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该模型使用各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和劳动生产率

作为衡量指标，其中以各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

重作为权重，测度各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与预先

设定的标准值进行比较，以此判断中部地区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公式如下：

Ht=∑
i = 1

3
（αit × LPit） （1）

式中：Ht为 t时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值；αit为 t
时期 i次产业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重；LPit为 t时
期 i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用来衡量该次产业

的高级化水平。各次产业高级化是指各次产业均

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具体表现为各次产业内部

的技术要素投入逐渐取代劳动和资本要素占据主导

位置、技术水平提升、附加值增加和结构高级化。从

其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各次产业高级化的最终结果

和集中体现是各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因此，本

文使用各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各次产业

高级化水平的指标。由式（1）可以看出，各次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之一，即各次

产业高级化水平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之一，这

表明，各次产业高级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要

求和具体表现。LPit根据LPit=Yit/Lit计算得来，Yit为

t时期的 i次产业增加值，Lit为 t时期的 i次产业就业

人数。

为了能够对目标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本文对式（1）中的劳动生产率

LPit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LPN
it =

LPit - LPib
LPif - LPib

（2）

式中： 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劳动生产率；

LPib是第 i次产业在工业化开始时的劳动生产率；

LPif是第 i次产业在工业化完成时的劳动生产率。本

文将钱纳里著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1995）中的工业化开始时和完成时各次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换算成 2015年人民币数值，作为式（2）中的

LPib和LPif ，具体做法是先根据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

数推算出 1970年美元与 2015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

6.1，将钱纳里提出的劳动生产率用2015年美元表示，

再换算成2015年人民币数值，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式（2）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式

（1）修正为：

Ht=∑
i = 1

3
（αit × LPN

it） （3）

对 i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

标准化结果可用于衡量该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该

次产业在工业化完成时劳动生产率的趋近程度，再

将各次产业的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重作为权重，

对各次产业的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求和，便

得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值，最后将目标经济体的产

业结构高级化值与 1（工业化完成时的产业结构高

级化值）进行比较，对目标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做出判断（如表 2所示）。当目标经济体的产业

结构高级化值越接近1或大于1时，该经济体的产业

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2.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结果分析。如

图1所示，从经济总体的视角来看，各省产业结构高

级化均从工业化开始前的水平逐渐演进至工业化时

的水平。具体来看，2015年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高

级化位于两个不同的水平阶段，湖南、湖北和山西目

前处于工业化已完成的阶段，江西、安徽和河南尚处

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对中部六省2015年的产业

结构高级化进行分解（如表 3所示）发现，各省的各

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差异较小， 都处于

低水平，所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因素主要是

和 。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存在

拉动作用，继而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第二产

LPN
it

产业结构
高级化值

（-∞，0］

（0，1）

1

（1，+∞）

结果

目标经济体尚未开始工业化，产业结构高
级化处于工业化开始前的水平

目标经济体进入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高
级化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水平

目标经济体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
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

目标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很高

表 2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判断标准

工业化
阶段

工业化
开始

工业化
结束

各次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
（以1970年
美元计算）

70
292
340

1442
3833
1344

劳动生产率
（以2015年
美元计算）

428
1784
2077
8811

23419
8212

劳动生产率
（以2015年
人民币计算）

2664
11112
12939
54876

145867
51147

表 1 工业化开始和完成时各次产业劳动生产率

LPN
1t

LPN
2t LPN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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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是影响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最主要的

因素，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第二产业的

发展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根据图1可见，在不同的时间段，产业结构高级

化进程的快慢存在较大差别。根据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的提升速度对 1978 ~ 2015年进行划分，依次可

以分为 1978 ~ 1991年、1992 ~ 2000年和 2001 ~ 2015
年三个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速度在这

三个阶段经历了由慢到快的转变。1978 ~ 1991年，中

部地区逐渐开始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

缓慢，个别年份出现小幅回落，产业结构高级化处于

不稳定阶段；1992 ~ 2000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

化水平的提升速度相比上一阶段更快，但是提升幅

度较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缓慢；2001 ~ 2015年，

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加速提升，产业结

构高级化进程加快，工业化速度加快，部分省份的产

业结构高级化从 2009年开始先后进入工业化完成

后的阶段。

结合表 1以及图 2 ~图 4可以看出，中部各省三

次产业的高级化趋势基本一致。关于中部地区的各

次产业高级化水平，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第一产业的高级化进程缓慢，仍处于较低水

平。如图2所示， 在1978 ~ 2015年间总体变化较

为平稳，缓步上升，但是一直处于工业化的开始阶

段。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是高级化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有农业科学转换为生

产力的效率较低，种植技术、农副产品加工等技术提

升缓慢等。

（2）第二产业的高级化进程逐渐加快，高级化水

平较高。如图 3所示， 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 ~
1998年发展缓慢，上升幅度小，1999年开始发展速

度逐渐提升，以较明显的幅度上升。中部地区拥有丰

富的资源条件，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生产工艺的改

进和管理技术的提高，中部地区第二产业从1999年
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国家自2005年开始实施中

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政策扶持， 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3）第三产业的高级化进程明显快于第二产业

和第一产业，高级化水平在三次产业中是最高的。如

图 4所示， 在 1978 ~ 1992年发展缓慢，趋势平

稳，1993年开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2005年开始

上升速度逐渐加快，上升幅度大。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较快，对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同时对消费性服

务业的市场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图 1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因素分解

第一产业的 LPN
1t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α1

第二产业的 LPN
2t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α2

第三产业的 LPN
3t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α3

产业结构高级化H

江西

0.38

0.11

0.65

0.50

1.41

0.39

0.92

安徽

0.29

0.11

0.58

0.50

0.98

0.39

0.70

湖南

0.34

0.12

0.93

0.44

2.00

0.44

1.34

湖北

0.40

0.11

1.12

0.46

2.01

0.43

1.42

河南

0.26

0.11

0.57

0.48

1.60

0.40

0.95

山西

0.17

0.06

0.70

0.41

2.15

0.53

1.44

表 3 2015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因素分解

江西
安徽
湖南
湖北
河南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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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 L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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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 L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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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推动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

中部六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结果表明，各

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分别处于工

业化已完成和工业化未完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主要

原因是各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存在差距。中部地区产

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速度由慢到快，根据提升

速度的变化，可以划分为1978~1991年、1992~2000年
和 2001 ~ 2015年三个阶段。三次产业的高级化水平

都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存在较大差距，提高幅度按

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递增。

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分析

1. 偏离—份额法。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被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生产要素从生

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或从生产

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

门时，会提升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由此产生的“结构

红利”会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本文将从中部

地区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采用偏离

—份额法（Shift-share Method）将基于劳动力流动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从 1978 ~ 2015年的经济总

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分解出来，分析其产业结构

高级化效应。偏离—份额法是由Fabricant在20世纪

40年代提出的，现在常被应用于研究新兴经济体的

结构变迁效应，其具体做法是，先将经济总体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分解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和生产率增

长效应，再将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进一步细分为静

态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和动态产业结构高级化效

应，其中，生产率增长效应是指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用LPt表示经济总体在 t时期的劳

动生产率；Yt表示经济总体在 t时期的总产值；Lt表

示经济体总体在 t时期的总就业人数；Sit表示 t时期 i
次产业劳动所占份额。那么，LPt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LPt= （4）

所以，t时期的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于0时
期的增长率g为：

g=
LPt - LP0

LP0
=
∑
i = 1

n
[ ]（Sit - Si0）LPi0

LP0
+

∑
i = 1

n
[ ]（Sit - Si0）（LPit - LPi0）

LP0
+
∑
i = 1

n
[ ]Si0（LPit - LPi0）

LP0

（5）
式（5）右边的前两项之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效

应，其中：第一项是静态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衡量

的是当劳动力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向劳动

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流动时，这种劳动力资源流动所

引起的总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第二项是动态产业

结构高级化效应，是衡量劳动力资源从劳动生产率

增长较慢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所

引起的总劳动生产率净提升的指标。式（5）最后一项

是生产率增长效应，测度了各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导

致的各产业内部生产率增长所引起的总劳动生产率

的净提升。本文意在分析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

化效应，所以主要关注式（5）的前两项，分别从静态

和动态的角度考察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

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分析中部地区的产业结

构高级化效应。

2.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分析。如表 4
所示，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

应较为突出。根据表4，山西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

应贡献率在 40%以下，其他五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效应贡献率均在50%左右。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看，

第一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存

在负面影响，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对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有积极影响。将三次产业的动

态结构高级化效应贡献率与静态结构高级化效应贡

献率进行对比发现，三次产业的动态结构高级化效

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都要大于静态结构高级

化效应。

根据表 4中的数据，本文对三次产业的结构高

级化效应贡献率进行具体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第一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贡献率为负，第

一产业发展的动力来自其内部的技术进步。第一产

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为负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体制改革和持续的技术进步使大量的农村劳动

力得到解放，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

Yt
Lt

=∑
i = 1

n æ

è
çç

ö

ø
÷÷

Yit
Lit

×
Lit
Lt

=∑
i = 1

n
（LPit × Sit）

图 4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 LPN
3t

江西
安徽
湖南
湖北
河南
山西

2.5

2.00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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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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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导致第一产业成为劳动力流出部门。其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是由产业内部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主要有

农副产品的加工技术进步、农作物种植机械化率提

高以及农产品品种不断改良等。

（2）第二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贡献率为正，基

于劳动力流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第二产业的发展

有积极影响。一方面，大量流入的劳动力为第二产业

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第二产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各省第二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贡

献率的大小存在差异，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基本

一致，如产业结构高级化位于工业化未完成层次的

江西、安徽和河南的第二产业高级化效应贡献率在

35%左右，而位于工业化已完成层次的湖南、湖北和

山西在 15%左右，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的提升，第二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逐渐变弱，产业

结构高级化效应逐渐被生产率增长效应所取代。

（3）第三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贡献率为正，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积极影

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劳动力在各次产业间的流动

为基础，当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持续地向第二、第三产

业流动，为其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这对于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非

常有利的，大量劳动力的持续流入使第三产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如图5所示，1978 ~ 2015年中部各省的

第三产业劳动份额都出现了较大增长，从 10%左右

涨到了30%左右。

从经济总体的视角来看，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高级化效应明显，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

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第一产业的发展受益于

产业内技术进步，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第一产业发

展存在负面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是产业内技术进

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相对来

说，产业内技术进步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更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依赖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

业内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处于次要的位置。由此可

以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是

逐步递减的，产业结构由错位到走向正轨的过程中

产生的结构福利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深入会

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的深入和加快而逐渐减弱，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最

终会被生产率增长效应所取代。但是，由于中部地区

部分省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尚未完全

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

短期内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不会消失，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仍然存在，

并且较为突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测度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利用偏

省
份

江
西

安
徽

湖
南

湖
北

河
南

山
西

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劳动
生产率
增长率

1725.54%
133.51%
902.09%
689.94%

1725.64%
113.21%
905.18%
707.25%

1771.02%
141.40%
818.28%
811.34%

2116.70%
164.63%

1005.15%
946.92%

1904.87%
158.14%
955.18%
791.54%

1510.37%
46.72%

625.63%
838.01%

产业结
构高级
化效应
贡献率

45.11%
-17.71%
32.04%
30.78%
49.18%

-18.52%
34.19%
33.50%
45.37%

-11.44%
20.39%
36.42%
41.88%

-11.98%
18.58%
35.28%
51.10%

-12.90%
33.81%
30.18%
39.99%
-5.48%
11.18%
34.29%

静态产业
结构高级
化效应
贡献率

4.26%
-2.16%
1.83%
4.59%
2.91%

-3.31%
1.94%
4.28%
3.48%

-2.09%
0.89%
4.68%
2.28%

-2.07%
0.68%
3.67%
3.32%

-1.95%
2.49%
2.78%
2.09%

-1.60%
0.85%
2.84%

动态产业
结构高级
化效应
贡献率

40.86%
-15.55%
30.21%
26.19%
46.27%

-15.21%
32.26%
29.22%
41.89%
-9.35%
19.50%
31.74%
39.60%
-9.91%
17.90%
31.61%
47.78%

-10.94%
31.32%
27.40%
37.90%
-3.89%
10.33%
31.46%

生产率
增长
效应

贡献率

54.89%
25.45%
20.24%
9.20%

50.82%
25.08%
18.26%
7.49%

54.63%
19.43%
25.81%
9.39%

58.12%
19.76%
28.90%
9.46%

48.90%
21.20%
16.33%
11.37%
60.01%
8.58%

30.24%
21.19%

表 4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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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78 ~ 2015年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劳动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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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部各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

结构高级化水平逐渐提升。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

化是以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为基础的，随着

劳动力资源流动量和流动速度的不断提升，中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逐渐加快。受政策变化和

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一产业释放出大量劳动力，成为

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出部门，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则成为劳动力流入部门。劳动力的大

量流入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

资源，这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部六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处于两个

不同的层次。各省第一产业的发展都较为缓慢，高级

化水平较低；第二产业发展较快，但各省间的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存在差距，湖南、湖北和山西处于工业

化已完成的层次，江西、安徽和河南处于工业化未完

成的层次；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各省高级化水平均比较

高。各省第二产业的高级化水平存在差距是中部六

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处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三次产业的高级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按

照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顺序递减。第三

产业的高级化水平最高的原因主要是：①从第一产

业流出的劳动力部分向第三产业流动，为第三产业

提供了大量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②第二产业的

快速发展催生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③经济和

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市场对消费性服务业的

需求。

第四，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明显，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影响，但三次产

业的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

第一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

响，原因是第一产业是劳动力流出部门，基于劳动力

资源流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难以为第一产业的发展

提供动力，技术进步已经取代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

拉动第一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的结构高

级化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各省之间存

在差异，其作用的大小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保持

一致，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最终会被生产率增长效应所取

代；第三产业的结构高级化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这表明对于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

第三产业，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第

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这是第

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

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不会消失，但是从长

期来看，生产率增长效应会逐渐取代产业结构高级

化效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中部各省应支持和积极引导劳动力在三

次产业间自由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各次产业间

合理配置，继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针对本省

的优势产业和弱势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做到

有的放矢，优胜劣汰，从而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中部地区一方面应加大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的技术投入，提升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效率，引进先

进管理技术和经验，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教育投入，推动

第三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向知识密集型产业

占优转变，保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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