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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被国内外学者

称为 “中国奇迹”， 但在这种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 贵州省仍处于整体贫困

落后的状态， 其中工业化、 城镇化相对滞后和发展不协调是重要原因。 作者

通过计量分析， 着重探讨了工业化、 城镇化与贵州转型发展的内在关系， 以

及贵州转型发展对于工业化、 城镇化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研究指出： 工业化

与城镇化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贵州省要实现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发展目标， 必须以较高速率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

发展， 为贵州经济增长提供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同时， 作者提出要通过强化

内生性自主创新能力、 优化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布局， 为贵州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支撑， 走出一条创新能力强、 技术含量

高、 经济效益好、 环境污染少的贵州特色转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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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 被国内外学者称为 “中国

现象” “中国模式” “中国奇迹”。 但在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 一少部分地区仍然处于

整体贫困落后的状态。 贵州省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地区， 各种人均指标和水平指标长

期处于全国最下游， 其中有相当部分指标一直居于全国末位。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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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 出台后， 贵州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

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背景下， “十二五” 时期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

到 １２ ５％ ，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于全国前列。 尽管如此， 由于长期落后造成的低起

点，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份中仍然处于下游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仅为２９ ８４７元， 相当于全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６０ ５％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数为 ８０ ５％ ，
仅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的全国平均水平①。 贵州省要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的目标依然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
有学者认为， 贵州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进展缓慢， 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 因此加快推进工业化是破解贵州贫困的关键 （宋菁， ２０１３）。 也有学者

强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工业化和城镇化犹如同生共长的兄弟， “工业化是城镇化

的经济内容，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 二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 相互促进的互

动发展关系 （洪名勇， ２０１５）。 大量研究表明， 贵州的工业化、 城镇化严重滞后。 有

学者通过对贵州省工业化水平的测度发现， 贵州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邢文杰、
罗添， ２０１４； 洪名勇， ２０１５； 金勤勤等， ２０１５）。 同周边省份、 国内一些发达地区以

及全国相比， 贵州的工业化处于较低水平 （陈霰， ２０１３； 王贵方， ２０１５）。 贵州省的

城镇化同样滞后 （谢定国、 唐顺鸿， ２０１３； 王国勇、 杨文谢，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

镇化率为 ５６ １％ ， 贵州省城镇化率仅为 ４２ ０％ ， 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１４ １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严重不协调。 １９４９ 年以来贵州省相关数据的

分析表明， 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的偏差系数长期为负数， 工业化水平低、 产业链条

短、 就业容纳空间不足， 对城镇化的拉动力较弱， 从而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而城镇化

缓慢又制约了市场需求的扩大， 直接影响到工业化水平 （陈超、 钟良晋， ２０１２； 张

晓阳， ２０１２）。 这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严重影响了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上述研究表明，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两块短

板”。 贵州要在 ２０２０ 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省和城

镇化带动战略， 并努力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张晓阳， ２０１２； 袁小娟， ２０１３；
干江东， ２０１４）。

值得注意的是， 贵州的工业化、 城镇化正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双重挑战。 从内部环

境看， 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强烈的地区， 山地和丘陵占省域面积的

９２ ５％ ， 境内重峦叠嶂、 地无三尺平， 超过万亩以上的坝子只有 ４７ 个。 复杂破碎的

地形， 不仅大大增加了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的综合成本， 也从建设用地、 产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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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极大制约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同时， 贵州也是中国唯一不沿海、 不

沿边、 没有平原的省份， 耕地少、 土层薄、 开发成本高， 人口长期处于超载状态， 毁

林开荒、 过度垦殖、 石漠化等现象非常严重。 尖锐的人地矛盾不仅加剧了贵州生态环

境的脆弱性， 也是造成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贵州的工业

化、 城镇化不能简单复制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 而必须走具有贵州特点的创新发展道

路 （魏后凯， ２０１２； 单菁菁等， ２０１６）。 从外部环境看，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 主要表现为降速度、 优结构、 转动力、 多挑战等特点。 在新常态下， 贵州的工

业发展也受到影响， 资源型工业发展乏力， 新兴产业发展缓慢， 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通过科技创新寻求发展新动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 是推进贵州新型工业化、 带动新型

城镇化、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李更生， ２０１４； 李华红， ２０１４； 李会萍、 申

鹏， ２０１５； 曾祥坤， ２０１５）。
当前， 关于如何推动贵州工业化、 城镇化和创新发展的讨论已经很多， 本文关注

和研究的重点是， 要保证贵州在 ２０２０ 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其工业化和城镇

化应以什么速度推进， 二者之间需要怎样的相互支撑？ 在这一进程中， 科技创新将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贵州经济增长会产生多大贡献？ 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 为推动贵州创新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模型

工业化、 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协同关系： 工业化是经济活动的

集聚过程， 其集聚效应促使资源、 技术、 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在地域空间集中， 形成

劳动力转移也即人口城镇化过程， 而城镇化又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多元需求和

广阔的消费市场， 从而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 加速工业化进程，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Ｈ·钱纳里等， １９８９）。 因此， 工业化和城镇化如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工业

化创造供给， 城镇化创造需求， 只有齐驱并驾、 协调发展， 才能实现贵州经济的健

康、 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源泉， 新型

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具有巨大需求， 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深入分析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 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之间的内在协同关系，

准确把握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及其发展趋势， 本文构建了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模

型， 以 ２０２０ 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和 ２０５０ 年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年为

主要时点， 对贵州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战略重点进行分析与评估。 模型的逻

辑关系和分析路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 三次产业的增长率由外生预测给出， 分别与收入增长、 科技进步、 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相关。 三次产业的生产函数均采用劳动增进型的柯布 －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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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模型逻辑关系图

Ｙ１ ＝ （Ａ１Ｋ１） α１Ｌ１－α１
１ （１）

Ｙ２ ＝ （Ａ２Ｋ２） α２Ｌ１－α２
２ （２）

Ｙ３ ＝ （Ａ３Ｋ３） α３Ｌ１－α３
３ （３）

其中： Ｙ 代表增加值， Ａ 代表技术水平， Ｋ 代表资本存量， Ｌ 代表劳动投入， 下

标代表产业部门， 上标为幂指数。
经济行为是在劳动和资本供给约束下实现产出最大化：

ｍａｘＹ ＝ （Ａ１Ｋ１） α１Ｌ１－α１
１ ＋ （Ａ２Ｋ２） α２Ｌ１－α２

２ ＋ （Ａ３Ｋ３） α３Ｌ１－α３
３ （４）

Ｓｔ 　 Ｋ１ ＋ Ｋ２ ＋ Ｋ３ ＝ Ｋ
　 　 Ｌ１ ＋ Ｌ２ ＋ Ｌ３ ＝ Ｌ

以上最优化问题的解如下：

Ｌ１ ＝
１ － α１

１ － α２

Ｙ１

Ｙ２
Ｌ２ （５）

Ｌ３ ＝
１ － α３

１ － α２

Ｙ３

Ｙ２
Ｌ２ （６）

换算成增长率：

ｌ１ ＝ ｙ１ － ｙ２ ＋ ｌ２ （７）

ｌ３ ＝ ｙ３ － ｙ２ ＋ ｌ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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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Ｌ１ ＋ Ｌ２ ＋ Ｌ３ ＝ Ｌ （９）

可得：

ｌ１ ＝ ｙ１ － ｙ２ ＋ ｌ －
Ｌ１
Ｌ ｙ１ －

Ｌ３
Ｌ ｙ３ ＋ １ －

Ｌ２
Ｌ( )ｙ２ （１０）

ｌ１ ＝ ｌ ＋ １ －
Ｌ１
Ｌ( )ｙ１ －

Ｌ３
Ｌ ｙ３ －

Ｌ２
Ｌ ｙ２ （１１）

ｌ３ ＝ ｌ －
Ｌ１
Ｌ ｙ１ －

Ｌ２
Ｌ ｙ２ ＋ １ －

Ｌ３
Ｌ( )ｙ３ （１２）

因此， 三个产业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ｋ１、 ｋ２、 ｋ３） 为：

ｋ１ ＝ １
α１

ｙ１ ＋ １ － １
α１

( )ｌ１ － ａ１ （１３）

ｋ２ ＝ １
α２

ｙ２ ＋ １ － １
α２

( )ｌ２ － ａ２ （１４）

ｋ３ ＝ １
α３

ｙ３ ＋ １ － １
α３

( )ｌ３ － ａ３ （１５）

其中 ａ１、 ａ２、 ａ３、 ｌ１、 ｌ２、 ｌ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分别是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劳动力

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
由以上方程， 可以实现对贵州省三次产业增加值 （即 Ｙ１、 Ｙ２、 Ｙ３）、 ＧＲＰ （地区

生产总值， 即三次产业增加值之和∑Ｙ）、 就业 （劳动力 Ｌ） 与投资 （Ｋ）、 工业化与

产业结构 （即各产业增加值占 ＧＲＰ 的比重） 等各变量的分析与预测。 本文以城镇化

为重要的外生控制变量， 研究不同城镇化推进速度对就业与投资、 产业增长与产业结

构的影响， 探讨不同城镇化演进速度对于工业化和产业支撑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研究

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进而提出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以及转型发展对科技进步的

要求。

三、 数据模拟与结果分析

（一） 模拟生产函数

首先， 利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参照全国的资本存量变化关系， 以

１９９５ 年投资数量乘以 １０ 作为此前贵州省的资本存量。 考虑资本折旧率一般在 ５％ ～
１０％之间， 结合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及其所处发展阶段， 将资本折旧率设定

为 ８％ ， 再根据每年的投资数据来计算贵州省年度资本存量变化。
其次， 对贵州省三次产业生产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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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结合在劳动上， 还是结合在资本上？ （２） 模拟方程是利用有量纲的存量

数据， 还是使用去除趋势的无量纲的增长率数据？ 由数理方程， 使用劳动增广技术的

方程和使用资本增广技术的方程， 最后计算得到的 αｉ 和 Ａ 的取值是一致的， 都相当

于 Ｙｉ ＝ Ａｉ
αｉＬｉ

αｉＫ ｉ
１ － αｉ， 尽管在模拟中得到的拟合指标会有所差异。 继而使用带量纲的

存量数据进行模拟。 从模拟结果看， 三次产业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自

相关问题， 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系数 αｉ 与理论不一致 （α２、 α３ 都大于 １， 按照

理论应在 ０ 和 １ 之间）， 使用带量纲的存量数据进行模拟显然存在问题。 因此， 应使

用不带量纲的增长率数据进行模拟。 其理论方程为：

ｙｉ － ｋｉ ＝ αｉａｉ ＋ αｉ（ ｌｉ － ｋｉ） （１６）

或

ｙｉ － ｌｉ ＝ αｉａｉ ＋ αｉ（ｋｉ － ｌｉ） （１７）

模拟结果显示， 使用资本增广技术的增长率方程模拟效果各种指标都很优异

（表 １ ～表 ３）， 而使用劳动增广技术的增长率方程的各种指标明显存在缺陷。 这反映

出贵州省 １９９５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资本投入以及附着于资本的技术进步，
劳动力技能并没有显著提高。 而且， 使用资本增广技术的模拟方程， 其系数 αｉ 都与

理论相符， ０ ＜ αｉ ＜ １。 根据表 １ ～表 ３： α１ ＝ ０ ８６５５， α２ ＝ ０ ９３２３， α３ ＝ ０ ８１３９； Ｃ１ ＝
－０ ０１７９， Ｃ２ ＝ ０ ０３７４， Ｃ３ ＝ ０ ０５６８。 由方程 １７ 可得： ａ１ ＝ － ０ ０２０７， ａ２ ＝ ０ ０４０１，
ａ３ ＝ ０ ０６９８。

由此可知， １９９５ 年之后， 贵州省第一产业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不够显著， 可以认

为 ａ１ ＝ ０， 即基本上没有科技进步； 第二产业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为每年 ４ ０１％ ； 第三

产业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为每年 ６ ９８％ 。

表 １　 第一产业增广技术模拟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 统计值 概率

ｋ１ － ｌ１ ０ ８６５４８８ ０ １７０６０５ ５ ０７３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２　

Ｃ１ － ０ ０１７８８３ ０ ０２７３９１ － ０ ６５２８９８ ０ ５２５２

Ｒ２ ０ ６６４３９４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 ０７３７９３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８５７８ 被解释变量方差 ０ １３２６０７

回归标准差 ０ ０７９７２１ 赤池信息量（ＡＩＣ） － ２ ０９７００２

残差平方和 ０ ０８２６２１ 施瓦兹信息量（ＳＣ） － ２ ００２５９５

对数似然比 １７ ７２７５１ Ｆ 统计量 ２５ ７３５８４

Ｄ Ｗ 统计量 １ ６５７８５０ 相伴概率（Ｆ 统计量） ０ ００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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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第二产业增广技术模拟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 统计值 概率

ｋ２ － ｌ２ ０ ９３２２５５ ０ １０９０７６ ８ ５４６８６２ ０ ００００　
Ｃ２ ０ ０３７４０１ ０ ０１９８９０ １ ８８０４２５ ０ ０８２６

Ｒ２ ０ ８４８９２３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 １５２２４６

调整 Ｒ２ ０ ８３７３０２ 被解释变量方差 ０ １４０８０３

回归标准差 ０ ０５６７９４ 赤池信息量（ＡＩＣ） － ２ ７７５２０５

残差平方和 ０ ０４１９３２ 施瓦兹信息量（ＳＣ） － ２ ６８０７９９

对数似然比 ２２ ８１４０４ Ｆ 统计量 ７３ ０４８８５

Ｄ Ｗ 统计量 １ ０３９２０５ 相伴概率（Ｆ 统计量） ０ ０００００１

　 　

表 ３　 第三产业增广技术模拟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 统计值 概率

ｋ３ － ｌ３ ０ ８１３８７９ ０ １２６４２９ ６ ４３７４４３ ０ ００００　
Ｃ３ ０ ０５６８３１ ０ ０２４６５４ ２ ３０５１４０ ０ ０３８３

Ｒ２ ０ ７６１２０８ 被解释变量均值 ０ １４２８０９

调整 Ｒ２ ０ ７４２８３９ 被解释变量方差 ０ １５８２６９

回归标准差 ０ ０８０２６０ 赤池信息量（ＡＩＣ） － ２ ０８３５３５

残差平方和 ０ ０８３７４１ 施瓦兹信息量（ＳＣ） － １ ９８９１２８

对数似然比 １７ ６２６５１ Ｆ 统计量 ４１ ４４０６７

Ｄ Ｗ 统计量 ０ ８１９７８９ 相伴概率（Ｆ 统计量） ０ ００００２２

　 　

（二） 城镇化率预测

由于自身特点， 贵州省不会像东部地区那样出现高度城镇化， 客观条件决定其即

使完成发展任务， 也仍然会有较多人口留在农村地区。 这也是高原、 山地、 民族地区

的普遍特点。
在本研究中， 作者利用生命周期模型， 按照高、 中、 低三种情景 （以下分别称

为情景 １、 情景 ２、 情景 ３）， 预测 ２０１６ ～ ２０５０ 年贵州省城镇化的年均增长率， 并模

拟出 ２０１６ ～ ２０５０ 年期间贵州省城镇化率的变动情况 （表 ４）。 其数理方程为：

ｕｔ ＝ Ｋ
１ ＋ ａｅ －ｂｔ （１８）

模拟结果如下：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在情景 １ 下， 贵州省城镇化低速推进， 城镇化率缓慢提高，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４４％ ， 到 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５３％ ， 相当于全国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水平。 在情景 ２
下， 贵州省城镇化以中速平稳推进，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４７％ ， 到 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６５％ ， 大

体相当于全国 ２０２５ 年的平均水平。 在情景 ３ 下， 贵州省城镇化先是快速推进再逐步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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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种情景下贵州省城镇化模拟预测

平稳，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４９％ ， 到 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８０％ 左右， 大体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总之， 在三种情景下， 贵州省城镇化率都将进一步提高， 但其发展速度会因发展环境

如工业化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导向等的不同而明显不同。
（三）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分析

工业化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过程， 是社会生产力突破性变革的过

程 （朱海玲、 曙明， ２０１０）。 钱纳里通过对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 年间 １００ 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

分析， 总结了工业化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及其特点， 建立了工业化评价模型

（Ｈ·钱纳里等， １９８９）。 库兹涅茨描述了工业化不同阶段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以及劳动

力分布结构的变化， 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 产值和劳动力都有向服务业转移

的趋势 （西蒙·库兹涅茨， １９８９）。 我国学者也对各地区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迁进

行了系统研究， 如魏后凯 （２０１２） 利用 １４７ 个国家截面数据和纽约、 东京等国际大

都市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呈

“倒 Ｕ 型” 变化。 当人均收入在 ５０００ 美元以下时， 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 当人

均收入处于 ５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美元时， 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 当人均收入超过

１０ ０００美元时， 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２ 年世界发展报告》 公布

的数据显示，① 在 ２０００ 年到２０１０ 年的十年间， 三次产业比重由４ ∶ ２８ ∶ ６８ 变为３ ∶ ２５ ∶ ７２，
其中低收入国家由 ３４ ∶ ２１ ∶ ４５ 变为 ２５ ∶ ２５ ∶ ５０， 中偏下收入国家由 ２０ ∶ ３４ ∶ ４６ 变为

１７ ∶ ３１∶ ５２， 中偏上收入国家由 ９ ∶ ３６ ∶ ５５ 变为 ８ ∶ ３７ ∶ ５５， 高收入国家由 ２ ∶ ２８ ∶ ７０ 变为

１ ∶ ２４∶ ７５。 同期， 贵州省对应的产业结构由 ２６ ∶ ３８ ∶ ３６ 变为１４ ∶ ３９ ∶ ４７， 与低收入向中

偏下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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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成果为分析预测贵州省工业化情形提供了参考。 基于贵州省产业发展现

状， 考虑到中长期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产业变迁的推动， 结合国内外工业化不

同阶段的产业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化， 本文利用上述经济社会发展分析模型， 分别测算

了高中低三种不同城镇化情景下贵州省三次产业发展及总体经济增长情况 （即分别

求解 Ｙ１、 Ｙ２、 Ｙ３ 和∑Ｙ），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产业结构变化 （即求解 Ｙ１ ／ ∑Ｙ ∶ Ｙ２ ／ ∑Ｙ
∶ Ｙ３ ／ ∑Ｙ） 模拟分析了贵州省工业化情况 （具体见图 ３）。

从上述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贵州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并不是简单重复已经完成工业

化国家的路径，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深远， 到 ２０５０ 年已接

近高收入偏下国家产业结构形态。 在三种情景下，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出现持续下降的

趋势， 符合全球第一产业变化总趋势，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将经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

程， 在三种情景下上升和下降幅度有所不同，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持续上升态势。 在

低城镇化率情景下， 贵州省工业化推进缓慢， 并且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主要表现为第

二产业占比曲线上升幅度较小、 持续时间短， 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经济

增长势头较弱， 第三产业发展由于缺乏工业化的支撑而存在一定的 “虚高” 现象。
在高城镇化率情景下， 工业化最充分， 第二产业占比较大， 经济增长速度快、 发展后

劲足。
比较发现， 情景 ３ 的高方案相对于情景 １ 的低方案而言， 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率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将分别提高 ２ ４８ 和 １ ４６ 个百分点。 对比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统计监测方案》 （国统字 ［２００８］ ７７ 号） 的要求， 贵州省要实现在 ２０２０ 年与全国

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必须实施情景 ３ 的高方案， 即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城镇化， 为贵州经济增长提供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显著增强贵州省经济发展能力

和综合实力。
（四） 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分析

工业化既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过程， 也是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劳

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过程。 本节将在预测贵州省潜在就业人口及其增长情况的基础

上， 对不同工业化、 城镇化情景下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与分布进行分析与评估。
新中国成立以来， 贵州人口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出现严

重负增长外， ２００３ 年之前人口年增长率均保持在 １０‰以上， 该增长率与全球中低收

入国家相当，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但贵州省人口增

长与经济发展仍表现出欠发达地区共有的低位协调特征。 ２００３ 年后， 计划生育政策

的长期效果逐渐显现， 人口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 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 ７ ２９‰，
与全球各地区人口增长率比较， 接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中高等收入国家 ７‰的人口增长

率， 只高于欧洲和中亚国家 ２‰的人口增长率，① 呈现未富先老的征兆。 贵州人口增

长率及变化情况见图 ４。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贵州常住人口连续 ７ 年出现下降， 从 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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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种城镇化情景下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及经济增长情况

峰值时的 ３９０４ 万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４６９ 万， 常住人口从 ２００５ 年起持续少于户籍人

口， 到 ２０１１ 年两者差值达到 ７６９ 万， 说明 ２００４ 年以来贵州人口净流出量较大， 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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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人口中农民工是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群体主要流向珠三角、 长三角地区， 其未来

流向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人口预测的难度。 在常住人口持续七年递减后， ２０１２ 年贵州

省常住人口总量出现反转， 比上年增加 １５ 万， 其中大部分是回流的农民工。 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以及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 贵州迎来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概率增

大。 依据上述分析， 结合全球人口变化规律和贵州社会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在预测贵

州总人口时主要考虑四个重要因素： 一是当前贵州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

协调发展的总要求， 常住人口和就业人数在曲折变化中增长逐步放缓进而下降的总体

趋势； 二是贵州所处的工业化、 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以及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优惠政

策产生的引力； 三是到 ２０２０ 年贵州实现全面小康和 ２０５０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客

观要求； 四是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以及户籍制度变化等因素。

图 ４　 １９４９ ～ ２０１２ 年贵州人口增长率

利用贵州省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的人口样本数据， 根据贵州常住人口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出现两次转折的特点， 经估算建立含虚拟变量的模型进行总人口预测。 具体如下：

Ｙ^ｔ ＝ ２６７４ ６２ ＋ ４７ ７１∗Ｔ － １２７ ３３∗（Ｔ － ２６）∗Ｄ１ ＋ １０４ ６８∗（Ｔ － ３２）∗Ｄ２ （１９）

其中 Ｙ^ｔ 表示不同时期人口总量， Ｔ 表示时期， Ｄ１， Ｄ２ 均为虚拟变量， 所有参数

的伴随概率都小于 ０ ０００１， Ｒ２ ＝ ０ ９９２。
在分析评估贵州潜在就业人口及其增长情况时， 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 由于贵州劳动力外流现象普遍， 短期内难以逆转， 贵州常住人口中劳动人口比

重相对偏低； 第二， 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① 总

体上讲， 人均收入在 １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价） 以下时，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上升，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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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 万美元后， 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① 第三，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

化。 依据总人口预测模型， 同时参照 《贵州省人口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 《贵州省

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组， ２０１２）， 将适龄劳动人口 （１５ ～ ６４ 岁） 的增长率作为就业

增长率， 分析估算 ２０１６ ～ ２０５０ 年贵州潜在就业人口及其增长情况 （见图 ５）。

图 ５　 贵州潜在就业人口及其增长情况分析

贵州省人口就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１５ ６ ∶ ３９ ５ ∶ ４４ ９， 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亦即就业结构为 ５９ ７ ∶ １６ ２ ∶ ２４ １，
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 ４４ １ 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说明目前

贵州省农业生产部门积压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劳动生产率低下， 人口城镇化推进不

力，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贵州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缺乏相应的劳动力支撑。 未来， 贵

州省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 必须同步推进人口城镇化， 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

部门释放出来， 同时加强面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为贵州省

工业化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
根据贵州省三次产业增长情况和潜在就业人口增长情况的分析， 基于高中低三种

不同城镇化情景， 本文预测模拟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５０ 年贵州省劳动就业人口 （Ｌ） 在三次

产业中的分布。 模拟结果显示， 在高城镇化率情景下， 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

配度最高， 劳动力资源将得到相对合理的利用 （见图 ６）。
（五） 科技进步将对贵州经济增长产生多大贡献？
在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投入中， 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 当创新驱动技术

进步率提高时， 就会替代较多的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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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三种城镇化情景下贵州省就业人口分布预测

由经济社会发展模型中生产函数 Ｙｉ ＝ （ＡｉＫ ｉ） αｉＬ１ － αｉ
ｉ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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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 αｉａｉ ＋ αｉｋｉ ＋ （１ － αｉ） ｌｉ （２０）

即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为 αｉａｉ， 贡献率等于
αｉａｉ

ｙｉ
。

根据贵州省三次产业的历史发展情况 （以近 １５ 年来的发展为参照）， 计算得出，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贵州省第一产业中的科技贡献近乎为 ０， 即农业科技进步对整体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微乎其微； 第二产业中的科技贡献平均每年为 ３ ７４％ ， 按照同期第二产

业年均增长率 １４ ６２％计算， 则平均每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 ２５ ６％ ； 第三产业中的

科技贡献平均每年为 ５ ６８％ ， 按照同期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 １８ ２３％计算， 则平均每

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 ３１ ２％ 。 利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可计算

得出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之间贵州省第二、 三产业技术进步率 ａ２ 和 ａ３ 分别为 ０ ０４０１
和 ０ ０６９８。

值得强调的是， 虽然从表象上看， 贵州省在过去 １０ 多年的发展中， 第二、 三产

业技术进步率较高，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发优势所致， 其主要原因在于， １９９６
年之后的 “十五” 和 “十一五” 期间是我国快速工业化、 城镇化的时期， 工业和服

务业领域大量更新技术设备， 推行机械化、 自动化和信息化， 其中第三产业资本有机

构成含量的提高更为显著。 同时， 政策因素也使得电信、 金融等第三产业部门迅速发

展， 在客观上进一步推高了模拟结果。 因此， 这一过程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在生产中采用了技术含量高的设备而引起的， 其创新并不是来自贵州省内部， 而是

来源于外部。 在未来的发展中， 特别是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 各地区之间竞争的

加剧， 单纯依靠外来的技术进步来支撑自身发展和参与国际国内竞争已经越来越难以

为继。 因此， 贵州如要实现经济的转型跨越发展， 必须进一步强化内源性科技进步的

贡献率， 其核心是要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在较长时间的预测期内 （本文预测至 ２０５０ 年）， 随着贵州省工业化、 城镇化逐

渐步入中、 后期发展阶段 （见上述相关分析预测）， 其技术进步率将不可能一直维持

这样高的水平。 根据国内外相关历史发展经验， 结合贵州实际， 假设 ａ２ ＝ ０ ０３５、
ａ３ ＝ ０ ０４， 计算得出技术进步每年 （统计平均意义上） 对第二产业的贡献为

０ ０３２６３， 即每年拉动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３ ２６ 个百分点； 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为

０ ０３２５６， 即每年也拉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３ ２６ 个百分点。 利用贵州省经济社会发

展模型， 结合上述对贵州地区生产总值的预测， 可以模拟出， ２０１１ ～ ２０５０ 年科技进

步对整个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见图 ７）。 随着贵州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所做的

贡献将越来越大， 预测近 １０ 年内科技进步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２５％ ～ ３０％ ，
后期随着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率相对值下降， 科技进步所占的贡献率

将越来越大， 成为支撑贵州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到 ２０５０ 年其经济

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达到 ６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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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５ ～ ２０５０ 年科技进步对贵州省 ＧＲＰ 增长的贡献

四、 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引入了城镇化、 工业化、 科技进步等控制

性变量， 着重探讨贵州省不同城镇化演进速度对工业化和产业支撑的要求， 以及技术

进步对三次产业增长的贡献， 进而提出贵州省转型发展对工业化、 城镇化以及科技进

步的要求。 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如下：
第一， 目前我国已进入转型发展的新常态，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均呈现减速状态，

但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 “十三五” 期间贵州省仍将延续 “十二五” 时期的快速发展

态势。 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模型的分析预测， 未来 ５ 年将是贵州快速发展的黄金时

期； ２０２０ 年以后， 贵州经济将进入平稳发展期； ２０３０ 年以后， 贵州经济将进入减速

发展期 （见图 ３）。 因此， 贵州省要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必须牢牢把握未来 ５ ～ １５ 年的

发展机遇期。 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 国内外产业加速转移，
而贵州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 在承接国内外产

业转移方面具有优势； 二是随着国家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和区域交通格局的重组， 贵州

已从交通通道转变为交通枢纽， 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助力， 贵州不沿海、 不沿边的

内陆制约已大大减弱； 三是我国正在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和内陆开放战略， 有助于贵

州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大湄公河次区域、 泛珠三角地区等

平台， 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 加强对内对外开放， 以服务业为引领形成全方位开放新

格局。
第二， 贵州省要实现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必须以较高速度

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快速提升贵州省经济综合实力和发展能力。 研究表明， 工

业化与城镇化具有良性互动发展关系， 加快推进贵州省城镇化和工业化， 促进二者之

间的协同发展， 能够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值得强调的是， 由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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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处云贵高原， 山地多、 平地少 （仅占省域面积的 ７ ５％ ）、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贵州省城镇化应根据地形和生态特点， 积极探索据点状、 组团式、 集约型、 立体化的

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充分利用各种独特的地形地势， 坚持因地制宜、 因势利

导、 山坝结合， 采取低冲击、 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在确保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在

土地利用、 土地管理、 山地型城镇规划、 立体城市建设等方面大胆创新， 推动城镇据

点状、 立体化发展， 加快构建绿色、 高效、 协调、 可持续的空间开发格局， 推动绿

色、 智能、 紧凑、 融合的新型城镇组团建设。
第三， 从工业化角度看， 目前贵州省整体上仍处于资源依赖型的工业化初期阶

段， 存在产业层次低、 产业链条短、 环境污染大、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未来要

实现贵州经济的转型跨越和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进一步强化自主

创新能力， 使科技进步成为支撑贵州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一要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 依靠科技进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积极推进煤电磷、 煤电铝、 煤电钢、
煤电化以及铝、 锰、 钒、 钛、 钡等优势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 加快发展航天航空装

备、 工程机械、 冶金机械、 汽车及零部件等特色装备制造业， 着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向高端化、 清洁化和精品化转型。 二要充分发挥贵州绿色生态、 山川秀美、 民族多

样、 人文鼎盛的优势， 结合当前人们对于绿色环保健康的追求， 大力发展大旅游、 大

健康、 大生态等绿色低碳产业，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创新发展。 三要有重点、 有

选择地培育信息产业、 大数据、 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升产业层级、 延长产

业链条， 全面提高贵州产业竞争力和产品盈利能力， 走一条创新能力强、 科技含量

高、 经济效益好、 环境污染少的贵州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四， 贵州省 １９９５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资本投入以及附着于资本的技

术进步， 劳动力技能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特别是农业生产部门积压了大量剩余劳

动力， 劳动生产率低下。 未来贵州省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 应同步推进人口城镇

化， 减少各种制度性壁垒， 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 将大量剩余劳动力

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 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 同时要加强面向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

资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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