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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
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 基于福建省的数据
刘丽建
（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一种体现 。 区域高等教育
学科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存在相互制衡 、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既
受到区域产业结构的制约，又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通过对 2000—2012 年间福建省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提出福建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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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
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紧
密，已得到普遍认可。 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认为，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又对
［1］
。 高等教育学科结
政治、经济发展等起促进作用
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体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关
系的重要指标。其中，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
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本文的分析中，它
包括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和不同经济活动人口的职
业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结构 （ 以下称“人口产业结
构”） 。社会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高等教育学科
结构调整的依据。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要适应产业结
构的变化并为其进一步的优化服务。 两者之间的主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与社
会经济结构的良性互动。 区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区域高
等教育学科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关系上 。 即
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也是一
种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关系。区域产业结构决定区
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后者受到前者的制约，同时区
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又能影响和促进区域产
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因此，区域高等教育学
科结构的调整应该以区域社会需求为出发点 ，以区域
经济供给能力为支撑点，做到与区域产业结构、人口
职业结构的相适应。
二、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特征

要作用机制是：产业结构———人口产业结构———高等
教育学科结构。该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产业结构 （ 主要指产值结构 ） ，

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处于
中下水平。1978 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在校生仅 2. 05
万人，当年招生 1. 92 万人，毕业 0. 35 万人。 经过 30

通过对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控，来对高等教育的学科结
构发出需求信号，而高等教育则会依据人口产业结构
［2］
的需求信号，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模式 。 同
时，由于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的引

余年的发展，福建省高等教育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
到 2012 年，全省高等教育在校生 70. 14 万人，招生
21. 35 万人，毕业生 17. 85 万人 ［3］。 伴随着 1999 年
开始的高校大扩招，福建省高校大力改革和改造传统

领作用。因此，高等教育又可以通过向经济社会提供
学科，现已经初步建成学科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的专业
必要的技术与人才来影响人口产业结构 、产值结构。 人才 培 养 体 系。 目 前，全 省 高 校 专 业 布 点 总 数 达
由此，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优化调整又能影响、促进 2000 个左右，初步形成了以工学、管理学、文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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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形成了为生产、建设、管
理一线服务，以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大类、文秘大类等
［4］
为主体的高职高专专业体系 。 相对于全国高等教
育学科结构而言，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具有一个
突出特征，即工科类学生比重一直低于全国整体水
平。通过表 1 的数据对比可发现：1949—2010 年以
来的 61 年间，工科毕业生人数占福建省毕业生总人
数的比例一直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差距较大。 其中，
1949—1990 年，工科类毕业生平均占福建省毕业生
总数的 17. 9% ，而同期工科类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
总数在 30% 以上。
表1

1949—2010 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工科毕业生比例
与全国同期比例对照表

年份

业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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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
人口产业结构进行对比（ 表 2）。
表2

2005—2011 年福建省产业结构与对应学科结构的对照表
三大产业

人口产业

与产业结构对应后

产值比例

结构比例

的学科结构比例

2005

1∶ 3. 80∶ 3. 01

1∶ 0. 83∶ 0. 83

0. 062∶ 1∶ 1. 96

2006

1∶ 4. 27∶ 3. 50

1∶ 0. 94∶ 0. 90

0. 057∶ 1∶ 1. 50

2007

1∶ 4. 48∶ 3. 78

1∶ 1. 10∶ 0. 98

0. 047∶ 1∶ 1. 46

2008

1∶ 4. 59∶ 3. 76

1∶ 1. 14∶ 1. 07

0. 045∶ 1∶ 1. 49

2009

1∶ 5. 06∶ 4. 25

1∶ 1. 21∶ 1. 18

0. 044∶ 1∶ 1. 38

2010

1∶ 5. 48∶ 4. 27

1∶ 1. 29∶ 1. 23

0. 042∶ 1∶ 1. 44

2011

1∶ 5. 61∶ 4. 26

1∶ 1. 44∶ 1. 36

0. 048∶ 1∶ 1. 53

年份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2006—2012） ，中国统计出
版社。

福建工科毕业生人数占 全国工科毕业生人数占
总毕业生人数比例（ % ） 总毕业生人数比例（ % ）

1949—1955

5. 6

30. 5

1956—1960

13. 2

27. 4

1961—1965

7. 5

37. 2

1966—1970

17. 5

44． 0

1971—1975

26. 5

31. 3

1976—1980

13. 7

33. 4

1981—1985

18. 7

32. 0

1986—1990

19. 8

31. 2

1991—1995

20. 4

34. 0

1996—2000

25. 1

37. 7

2001—2005

27. 0

34. 6

2006—2010

34. 7

36. 1

数据来源：1990 年以前数据来自叶品樵的《福建高等教
1993 年；1990 年以后数据来
育结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自《福 建 教 育 统 计 年 鉴》及《中 国 教 育 统 计 年 鉴》（ 1991—
2011）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
实证研究
（ 一）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人口分布结构对比
主要将福建省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 、就业人口在
三大产业的分布结构与福建省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
进行对比分析。由于产业结构与各学科间不能直接
对应，因此将不同学科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类
进行划分并对应，划分方法为： 第一产业即农业 （ 包

从表 2 的数据对照可以发现，虽然目前福建省学
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并不十分相适应 ，但是两者之间的
关系依然十分紧密。 福建省产业结构基本处于“二、
三、一”的发展型产业结构状态，即第二产业产值最
高，第三产业其次，第一产业产值最低。 产值结构始
终处于“二、三、一 ”结构，而人口产业结构则由短暂
的“一、二、三”结构状态过渡到“二、三、一 ”结构，达
到与产值结构基本一致。与此同时，虽然高校中与第
三产业对应学科所培养的人数始终最高 ，但与第二产
业类学科人数的比例在逐渐降低。 以 2005—2010 年
为例，服务性学科毕业生人数与工业对应学科人数的
比例从 1. 96∶ 1 逐渐下降至 1. 4 ∶ 1 左右，即高校为第
二产业培养的人数在逐渐增多，在三者中的比例不断
提高，学科结构在逐渐接近产业结构。 这说明，福建
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变化受到产业结构的制
约和影响，并在不断靠近产业结构。同时由于学科结
构的作用，产业结构中的人口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
化、升级，从以农业人口为主调整到以工业就业人口
为主，并逐渐与产值结构一致。该组数据从正面验证
了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制
约、促进的关系。同时，表 2 也反映出福建省高等教
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并不十分相适应 。以 2012 年
为例，产值结构中，产值结构比例在 1∶ 5∶ 4 左右，人口
产业结构比例在 1∶ 1. 6∶ 1. 5 左右，这就是说无论是产
值结构还是人口结构都属于“二、三、一 ”的发展型产

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 ） 对应农学； 第二
产业即工业 （ 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煤

业结构。然而，同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中对应

气和建筑业等） 对应理学和工学；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 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

学科的比例在 1∶ 20∶ 30 左右，为“三、二、一”结构。这
一结构与 产 值 结 构、人 口 产 业 结 构 都 是 不 匹 配 的。

［5］
社会福利事业等 ） 对应剩余学科 。 学科与三大产
业对应后，再按划分成三类后的毕业生数值结构比与

2008—2012 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培养最多的不是三
大产业中需要就业人口最多、创造价值最高的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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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学科的人才，而是就业人口和产值排名都次于工
业的服务业对应学科的人才。因此，为了使福建省高

比例关系。两者间的主要关系是：首先区域产业结构
决定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 区域高等学校是地方

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更加匹配 ，更加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可做适当调整。

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组织，而且所培养的人才要
到各类岗位就业。因此，培养人才的结构、规格、规模

（ 二） 技术人员职业结构分析
技术人才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比例、职业结构比例是否合理
将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 在前文所述的基础
上，这里再次将福建省技术人员在三大产业间的职业
分布结构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透过技术人员职业结构
的缺陷，进而分析福建省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技术人才

等都应该适度的与产业结构相吻合。 只有合理的学
科结构，才能有效地为地方经济各个部门、为新兴产
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各类人才，从而推动
［6］
。 因此，区域高等教育的学
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结构应该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其次，区
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也影响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 。
区域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突出表现在于 ，结构相

结构中的问题。根据表 3 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福建
省技术人才过于集中在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直接服

对合理的区域高等教育能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以及合
理的人才结构，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务于农业、工业的技术人员比例很低，农业为 4% 左
右，工业为 6% 左右，而服务业的技术人员比例接近

级。因此，区域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着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实证分析，

90% ；而且从 2005—2006 年，再到 2012 年，工业技术
人员比例不断下降，从 6% 左右降至 5. 58% ，再降至

特提出学科结构调整建议。
一是，福建省高校可考虑适当加强理工科建设，

5. 4% ；2012 年农业技术人员比例较 2005 年和 2006
年也下降了一个多百分点。 这种形势与福建省大力

尤其是工科相关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的招生和培养 。
此外，福建省“十二五”规划中的产业发展战略是： 坚

发展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布局战略是不相
吻合的。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高新
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

表3
产业

福建省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情况
2005 年

2006 年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2012 年
人数 比例（% ）

第一产业 25496
第二产业 35364

4. 39

27187

4. 69

20406

3. 22

6. 08

32359

5. 58

34205

5. 40

第三产业520421

89. 53

520150 89. 73

579069

91. 38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按照该产业规划，今后将重点
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先进制造业需要更多的工科人
才，特别是新型轻工业技术人才，来帮助实现福建省
优势工业———轻工业的转型和升级。
二是，适当加强对农学类高等技术人才的培养。
目前，高等技术人才结构中农学类技术人才比例过低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 — 4% ） ，这与福建省“十二五 ”规划拟定的大力

四、福建省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建议

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不相吻合的 。 基于
此因，福建省高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学科基础、师资

学科结构是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
基础，是一项具有战略导向性的工作。它既要遵循高
等教育的内部发展逻辑，又要紧密结合我国经济总体
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产业结构是指各产
业的产值、人口等各项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

条件等办学条件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对工学、农学类
高等技术人才的培养，增加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对经济
结构的适应性，增强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贡献，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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