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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三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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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安徽省17个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安徽省第三产业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对安徽省第三产业比重的影响最大，而收入水平、市场化水平等因素

的作用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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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全球每一次的经济危机爆发，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

深刻调整。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又一次使世界各

国更加意识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危机对于中国特

别是安徽省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能不能抓住时机，

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变得越来越重

要。所以。研究安徽省的第三产业对安徽省的整体经济发

展将会有重大的意义。

国内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较多，李江帆、【”胡霞鞠等学者

对这方面的研究较深入。本文与其他学者研究的不同点

在于指标选择和模型的建立上，另外也没有其他学者对

安徽省做过类似的研究。

二、模型变量的选择

、

本文综合考虑相关理论基础和数据的可得性，决定

拟采用这几个指标来解释：

1．平均工资(记作：AWAGE)。2．城市化水平(记作

CHS=市区年末非农业人121／总人口)。3．高校专任教师数

(记作JSH)。4．市场化水平(记作SHC=城镇个体劳动者个

数，市区总就业人数)。5．政府支出比重(记作GOV)。对上

述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CHS、GOV在第一次就通

过了平稳性检验。SAN、JSH、SHC和AWAGE的三次检验

结果都是非平稳的，差分后变为平稳。通过对数形式变量

的稳定性检验可以看出。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

的协整关系。所以模型中采用的变量有差分变量D

(SHC)、D(JSH)、D(AwAGE)、和GOV、CHS。第三产业比重

的差分变量(D(SAN))为被解释变量。

模型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各个市的

统计公报。通过F检验显示模型应该设为变截距不变系

数形式。再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见表1)来看，检验

结果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最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的

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

壹!旦垦婪墨匝垦凸墼墅
检验项目 矿统计量 自由度Prob．

截面随机效应 11．47 5 0．0429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进行截面加权和二阶自相关回归可以得到很好

的解释效果。见表2：

表2回归结果中系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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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常数项、市场化水平、人均工资、城市化水平、高

等院校专业教师数和政府支出比重等变量系数都是在

2％以下的显著水平，都通过了t检验。自相关变量的系数

有近一半比较显著。一阶自相关性较多。其中一阶自相关

系数显著的有合肥市(HF)、池州市(CHI)、巢湖市(CH)、

亳州市(BZ)、安庆市(AQ)、淮北市(HB)、淮南市(HN)、芜

湖市(WH)。二阶自相关系数显著的较少，只有池州市

(CHI)、毫州市(BZ)、安庆市(AQ)、合肥市(HF)。再来看看

表3中的统计量，通过对比发现，加权后的DW统计量有

显著提高．DW统计量接近不存在自相关的标准值，拟合

优度也很高，校正后的拟合优度也达到了0．811709，F统

计量为7．583965。大于其对应的临界值。所以，该模型运

行结果很好。能够准确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的

结果主要反映安徽省17个城市服务业比重的基础水平。

最高的是芜湖市(WH)，对应值为4．994335，最低的为池州

市的一2。772197。安徽省各个地区第三产业的基础水平按

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芜湖市(WH)、合肥市(HF)．黄山

市(HS)、铜陵市(rI’L)、马鞍山市(MAS)、蚌埠市(BB)、六安市

(LA)、淮北市(HB)、安庆市(AQ)、滁州市(CHU)、淮南市

(HN)、宿州市(Sz)、阜阳市(FⅥ、宣城市(xc)、巢湖市(CH)、

亳州市(Bz)、池州市(CHI)，除了芜湖、合肥、黄山明显突出

以外。其它城市该产业的基础水平相差不大，并且从阜阳

市开始固定效应就变成了负数。

表3固定效应和模型统计量

截面个体圊定效应 对模型进行截

HF一-C 4．185315 面加权估计结果

一WH—C 4．994335 统计量 对应值

．BB一一C 2．905590 R—squared 0．934995

一HN--C 1．030030 Aajusted R—squared 0．81 1709

一MAS一一C 3．494023 S．E．of regression 0．676563

．HB一一C 2．1 56533 F-statistic 7．583965

JrL一-c 4．005212 Prob(F-statistic)0．000000

—AQ一—C 1．913904 Mean dependent VDX 1．146328

一HS--C 4．065370 S．D．dependent var I．3683 14

—CHU一一C 1．064632 Sum aquared resid 13．27440

—FY—C -0．46 l 388 Durbin-Watson slat 2．74053 I

—sz—C O．Oll009 未加权估计

一CH—C—1．605064统计量 对应值

．LA—C 2．869946 R-squared -4．849553

一BZ—-c 一2．487663 Sum squared resid 458．3294

-‘：Hl一—C一2．772197 7Mean dependent vaJr 0．869882

一XC一-c —1．38677l??Durbin-Watson slat 1．107309

从表2的变量系数来看．市场化水平、平均工资水

平、高校专业教师数共三个变量对安徽省第三产业比重

的影响是正向的、积极的。政府支出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对

安徽省第三产业比重的影响是负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

量每增加l元。就会使安徽省内第三产业比重平均变化

量同向增加约0．Ol％，可见居民收入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很

大。恩格尔定律也指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食

物的消费比重就会减少．同时对服务等消费欲望就会增

加。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人们需

求水平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同向变化。

安徽省市场化水平每提高0．1个单位会使第三产业

比重增加0．18个单位。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

正向作用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提高竞争效率，使资源

得到有效配置。波特竞争理论中对科教水平的作用非常

重视，认为高级要素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内部结构的优

化至关重要．如果不重视人才就会失去竞争力。高校专业

教师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教水平的高低，对安徽

省第三产业比重也起着带动作用。从系数值来看，高校专

业教师数每增加一人，可以使安徽省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约0．06％。再来看看政府的作用。安徽省政府平均支出比

重每提高0．1个单位，竟然会使安徽省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恶化约0．7个单位，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之所以政府支出

比重对第三产业比重影响是消极的．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来分析：第一，安徽省政府支出比重的增加更倾向于支持

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势必会减少第三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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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第二，安徽省政府支出中既使用于第三产业，主要

还是用于传统行业的投入。不能提高服务业的效率，也不

能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安徽省第三

产业中政府的作用过于强大。政府过多干预第三产业会

使整个行业萎靡不振。

最后分析一下两个对第三产业做出负贡献的城市化

水平变量。城市化水平对安徽省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比较

大的消极影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0．1个单位，会使安徽

省第三产业比重恶化O．8个单位。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

果正好相反。由此看来，城市化的发展没能很好的带动安

徽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安徽省的城

市化没能与安徽省的第三产业同步发展，也反映了安徽

省的城市化水平就全省整体情况来看，应该只是城市规

模的扩张，没有注重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这会不利于第三

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所以安徽省第三产业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地区

发展不均衡。省会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明显高于省内其他

市区；市场化水平低，福利化现象严重。第三产业的市场

化水平不足，开放程度不高，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日益显

著，使得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不强，融资困难，难于获得风

险投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不高。工业化的不断发

展就会不断对第三产业有更多更高层次的服务需求，倒

逼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密

切．相互推进发展。

四、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安徽省各市区提升第三产业比

重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对第三产业的扶持政策。优化第三产业内

部结构，转变传统发展观念，规范服务业市场，引导第三

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

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以优

惠。不仅要依靠政府投资，还应大力鼓励民间投资于第三

产业，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滞后将会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就需要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使完善的体制很好地适应

服务业的需要，形成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环境。

2．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二元

经济结构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安徽省是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使农村大

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

力支持和更广阔的服务业市场。所以城市化、工业化和服

务业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联系紧密。只有加快城市化

提高工业化水平，才能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强劲的动力

支持。

3．提高第三产业的市场化水平。打破行业垄断，市场

自由化通常可以促使企业和产业采用新技术．消除市场

进入的障碍就会有新的竞争者投入到服务业。没有效率

的公司将遭到淘汰，从而提高整个第三产业的效率和水

平。实践证明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是经济建康发展的基

础。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引进竞争机制，逐渐减少或消除

国家对第三产业的垄断，会使安徽省内第三产业失去保

护伞，才能促进安徽省的服务业从自身做起，改善服务质

量，提高安徽省第三产业的竞争力。比如批发和零售服务

业，属于竞争性的市场，市场准入较低，存活率较高，竞争

很激烈。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很低。导致效率低下。发展

水平也得不到较大的提高。

4．提高科技水平，重视人才发展战略。人力资本的积

累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人

力资本的投资存在着极大的外部性。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

中最活跃的因素，产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离

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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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7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7 a logarith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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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无疑是一个迷人的进步(HayterandHan，1998)。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吸引了大量外资。从

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特别是2002年，中国更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FDI流入国。截至2004年，我国实际

利用外资累计达到5621．01亿美元，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则达到10966．08亿美元。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很多研究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不是每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

区位分布是极度不均衡的。不仅东西部存在着巨大的不均衡态势，而且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各个省市之间，也存在着不均衡态势。

    那么，为何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会呈现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呢?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呢?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对FDI的区位分布

产生影响的呢?而又是哪些区位因素在促使FDI区位分布的动态变化呢?各个地区又该如何去面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呢?又如何有效的利用自身的区

位优势，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呢?这就是本文需要考察的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全国层面上，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而后，分别考察了三个利用FDI表现突出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

。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找到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规律。

    为了更为科学的分析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这使我们不仅能够分析到时间序列方面的影响因素，而且能够分析

到截面数据方面的影响。本文中，我们把解释变量分为四类：1．聚集效用和信息成本类；2．成本类；3．收入类；4．其他因素。并分别从着四类解释

变量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六个变量：劳动成本，市场容量和经济规模，基础设施，聚集效应和信息成本，优惠政策，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分别用以

下变量来表示：效率工资，上一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长度，前一年度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虚拟变量，第三产业占GDP的产

值。数据采用了1993—2003年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的数据。

    通过对上述解释变量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

    1、在全国层面上，市场容量和经济规模、聚集效用和信息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劳动成本、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影响。

    2、在长江三角洲，市场容量和经济规模、劳动成本、聚集效用和信息成本对FDI的区位选择有影响。

    3、在环渤海地区，市场容量和经济规模、聚集效用和信息成本对FDI的区位选择有影响。

    通过对实证分析的结果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对于那些吸引FDI不力的地区，应该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尽所能减少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各种成本。而对于以及吸收利用大量FDI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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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另一方面则应该努力控制劳动成本的飞速增加。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已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产生的聚集效用，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

6.学位论文 郭文 三大经济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2007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组合关系。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经济改革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三大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产业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研究产业结构的状况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优化具有指导作

用。

    面板数据是当今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较之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而言，面板数据能够包含更多的信息。本文借助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和随机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以及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另外，对于珠三

角我们将它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省，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间序列。对于这个时间序列问题，我们采用了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且误差修正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共线性问题。在实证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共线性问题，我们考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把

第一产业考虑在内，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的作用越来越小。经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

角地区仍然是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处于工业化阶段，并且目前这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都不十分合理，有待改善。长三角地区的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显著，第三产业对其的作用还不十分显著。京津冀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珠三角地区的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

，而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误差修正项揭示出了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最后建议要加强区域内的经济技术

合作，加快产业升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全文模型运用STATA9.0软件进行操作实现；第二，运用新的计量方法——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

行分析。

7.期刊论文 杨宝臣.张亮.YANG Bao-chen.ZHANG Liang 我国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收敛性分析 -河北工程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7,24(3)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理论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定某地区属于怎样的经济收敛情况,对分析其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预测未来经

济的走势有重要的作用.归纳了多种收敛方式的检验方法和模型,并且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作了分析,探

讨了其在不同的时间段的收敛情况以及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我国东部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呈现出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发展这种收敛情形逐渐变得不明显.

8.期刊论文 王海军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当代经济2009(18)
    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工具,通过建立FDI与三产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实证模型,动态的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

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推动我国就业的"非农化",推动了产业升级,但是对第三产业影响力不足.本文最后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了的政策

建议.

9.期刊论文 马风华.MA Feng-hua 第二产业生产服务与服务业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3)
    根据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发布的24个国家投入产出表,文章分别计算了1995年、2000年和2005年各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第

二产业生产服务发展对服务业生产率,以及对服务业就业和产出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当用于第二产业的服务中间需求不断增加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将

随之提高,与此同时,会带来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并且对服务业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0.学位论文 于成龙 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以浙江省为例 2009
    本文所研究的课题是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该课题是大学生就业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大学生就业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

下如何促进大学生就业是我国所面临的新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观点，并从实证的角度给予有力证

明，为宏观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大学生就业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从而更清晰地把握产业结构和大学生就业之

间关联的研究脉络，做到有的放矢。

    针对大学生就业，本文首先以浙江省为例，通过分析1990年到2005年间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并结合本研究所做的调查研究得出影响大学

生就业的宏观因素主要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行业的发展。并对第三产业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进行重点分析，进而证明相对于第二产业，加快第

三产业发展更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而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包括浙江省在内的部分省、市、自治区，第三产

业及相关因素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即随着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大学生就业，并由此推出解决大学

生就业的根本在于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最后，本文在综合分析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指出走出大学生就业难困境

的选择路径，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论文在第一章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第二章重点对国内大学生就业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就业弹性和结构偏离度进

行了详细综述；第三章重点运用就业弹性和结构偏离度对大学生就业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和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第五章主要是针对研究结果结合现状提出新的大学生就业的促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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