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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高技术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快速提升，
竞争越来越强，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商品贸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人作为高技术
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高技术产品出口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
文先通过建立一个基础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的增加确实会对高技术产品出口

库

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然后，本文通过把国家面板数据依照国家发展水平划分的
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发展中国家

要

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研发创新带动

摘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则以技术模仿和技术吸收实现高技术产品出

文

口的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明显。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很大的技术结构差异，本文将高技术产品出口划分为

论

高、中、低复杂度产品出口，并分别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情况。发现，发

士

达国家的出口产品所含的技术越高，人力资本对其影响越大，这说明人力资本在
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研发创新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

硕

对其低复杂度产品出口影响却高于其对高复杂度产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

博

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高复杂度产品技术差距较大，与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力资本结
构不匹配造成的技术吸收不足。最后，通过加入一个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的交

大

响作用。

学

互项，发现贸易开放度的增强，可以进一步增强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

因此，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效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门

提升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并增强中国贸易

厦

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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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status is rising quickly in the world. The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industries is
getting stronger. The status of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in merchandise trade is also

库

growing. As a basic factor of the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hum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industries. I firstly establish a basic

要

model and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igh-tech products

摘

exports. Then, I divide the national panel data into two parts, the developed counties
par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 to estimate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types of

文

countries. I find human capital have a stronger positive impact on high-tech products

论

expor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could be that the growth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were driven by innovation, while developing

士

countries placing technology imitation and technology absorption to achieve the

硕

growth of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s more obviou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idering a big technology gap in

博

produc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 divide high- tech products

学

exports into high, medium and low technology complexity exports, and discuss the

大

situation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has a
higher impact on the exports which have higher complex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门

indicating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厦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high- tech products. A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uman
capital has a higher impact on the exports which have lower complexity. This could
be that the high technology complexity exports’ technology gap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was too large to match with the current level of the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may result in inadequate absorption of
technology. Finally, by adding the interaction terms of human capital and trade
openness, I find that trade openness can improve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Therefore, to enhance China's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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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rising the level of trade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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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二战结束，科技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
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也相应改变。世界商品结构不断调整，大量新商品投

库

入贸易市场，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1960 年-2015 年间，世

要

界商品贸易额从 25.71 亿美元增长至 22749.49 亿美元，增加了约 885 倍，年均
增长率达 14.15%，高于世界 GDP 按市场价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 7.91%。①随着全

摘

球贸易不断增长，商品贸易的中心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14 年

文

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占全世界总贸易比例的 59%，而发达国家商品贸易占总贸易
的 41%。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比重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中发挥的作

②

士

展中国家商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论

用越来越大。2015 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占世界总商品贸易额的 13.80%，在发

硕

经历三次科技革命，普通商品贸易越来越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高技术产
品出口在商品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

博

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优势逐渐减弱，发展中国家

学

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 ③日趋成熟，逐渐将高技术产
品的加工组装等流程向拥有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

大

面，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不断模仿、创新，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差距逐渐

门

缩小。自 1986 年，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实施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
加。经历近 30 年的发展，2014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 5586 亿美元，同

厦

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仅为 1556 亿美元④，中国已成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最大
⑤

的国家。
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人才才是推动一国高技术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 GDP 数据和世界贸易组织出口数据整理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统计[R],2015.
③
本文中提及的高技术产业主要包括进行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相关产业。
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⑤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统计数据中包含部分技术复杂度相对偏低的产品出口，虽然高技术产品所投入的研发
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高于普通产品，但各高技术产品间技术差异较大。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
总额虽然较高，但主要以高技术产品中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出口为主，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真实状况
会在现状分析部分详细解释。
②

1

人力资本积累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产品出口不断提升的源泉。中国虽然是人口大国但人力资本水平并不高。中国的
人口数量一直是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却远远不如欧美等发达
国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强引进外商投资，积极发展贸易，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2013 年中国贸易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人均 GDP 却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 2014 年人均 GDP 仅位于世界第 84 名 ①。这与中国人

库

口基数较大，国民素质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不均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有关。
不少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间的关系时指出，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对经济

要

有促进作用，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仍存在差异。李海峥、刘

摘

志强等（2010）通过 J-F 估算法估算人力资本，认为中国人力资本增速较快，人
均量也保持在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和物质资本来说，比

文

例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论

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显著增长，并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的第 40 号调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力资本在未来十年中，将保持持

士

续增长的势头，中国人力资本资源供应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2013 年以前，劳动

硕

人口和人力资源都呈现增长趋势，是第一阶段；2013-2025 年间，中国进入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而人力资本继续增长的第二阶段；2025 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劳动

博

力年龄人口和人力资本双双负增长阶段。”②其中，教育等因素成为加速人力资本

学

累积的重要动力。根据调研结果显示，1990 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增速保持在

大

1.55%-2.38%，高于就业总量的 0.40%-2.45%的增速。劳动年龄人口(15 岁以上)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7 年，2000 年为 8.4 年，2010 年则达到了 9.5 年，每十

门

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增长了约 1 年，且根据长期发展规划，2020 年有望提

厦

高到 11.2 年。③
人力资本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在贸易行业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

视，越来越不可替代。尤其在高技术产品出口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逐
渐增加，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就是受过教育的，具有经验和技术的人力资本。人作
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很早开始，就被引入学者的研究。起初，经济模型中
仅仅引入劳动力数量作为生产要素考虑。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劳动力仅仅

①
②
③

排名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统计的 214 个国家 2014 年人均 GDP 排序获得
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未来十年我国人力资本仍将保持增长[R].调查研究报告,2014(40).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未来十年我国人力资本仍将保持增长[R].调查研究报告,2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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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量的投入，更看重作为一种质的投入，他们将人作为一种资本引入到经济
研究中。劳动力的投入不再是单纯的数量的加总，而是根据人的一些特质，如受
教育程度、个体的能力和工作效率等进行更有效的加总，作为一种资本投入到经
济研究中。许多学者在经典模型中也逐渐加入的人力资本要素，作为影响贸易，

库

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

1.1.2 研究意义

要

二战后，科技革命爆发。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不断加

摘

快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状况不断变化。中国近年
来也积极寻求调整贸易结构的道路，逐渐减轻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依赖，重

文

点加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出口行业为主的服务业或其他高、精、尖的

论

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对中国贸易
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以高水平人才为依托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行业。

士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迈过高速发展期，进入“新常态”，从高速

硕

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改变以前以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的发
展模式，逐渐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模式。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经济结

博

构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创新驱动，离不开人才的投入。

学

本文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

大

响，抓住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是高
技术产品出口大国，但并不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强国，本文选择主要高技术产品出

门

口国家通过国家面板数据验证一国人力资本水平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厦

并根据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分类分析人力资本对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
出口的影响，同时考虑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
响，结合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发展现状与人力资本现状，为政府引导人才在高技
术产品行业间流动提供政策依据；丰富人力资本对出口影响的研究内容。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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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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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积累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大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人力资本积累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围绕这个中心论

门

题，本文主要分为一下几个部分（图 1-1）。第一部分是前言部分，简单介绍本
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构建研究框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

厦

是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部分，本文较为系统地综述了国内外人力资本以及其对出
口影响的有关研究成果，并结合基础理论知识，认识人力资本对出口的作用机制；
第三部分是现状分析部分，本文通过较丰富的现实数据，分析中国高技术产品出
口现状及人力资本现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及人力资本现状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因变量，人力资本为主要
自变量，同时考虑开放度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人力
资本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并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情况进行了讨
论。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建议部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验证和分析一国人力资本
4

第一章 前言

积累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并结合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及人力资本的现
状，提出如何通过有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改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的政策
建议，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方法。通过总结要素禀赋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论，以及人力资本对

库

出口影响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选择以高技术产品出口
行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对其的影响和作用。

要

2、图表与数据分析方法。本文通过收集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及

摘

人力资本的相关数据，计算绘制图表。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行业间比较，了解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和人力资本现状。

文

3、实证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论

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并结合贸易开放度，分析人力资本与其的交互作用，最后通

士

过回归系数的正负、大小和显著性分析人力资本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硕

1.3 创新与不足

博

本文在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人力资

创新点：

学

本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

大

解释变量的选择。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对出口额提高的作用是
毋庸置疑的，这一结果也在前人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了论证。而本文在分析一国人

门

力资本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过程中，选择佩恩表的人力资本指数作为解

厦

释变量，这一指标同时考虑了一国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以及教育回报率，
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正相关，可以较好的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水平。这一指标的
应用，在中国现有的学术研究中较为少见。
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很大的技术结构差异，本
文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按照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分为高复杂度产品出口、中复
杂度产品出口和低复杂度产品出口，分别估计人力资本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产品
的影响大小，并重点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对不同技术复杂度水平
产品出口的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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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通过阅读文献发现，不少学者认为一国
开放水平会影响其他要素投入对出口和经济的作用。如QMA Hye（2012）研究认
为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本文在研究人力资
本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同时，加入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以
此来分析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及其交互作用对一国高技术

库

产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先从54个国家出发，分析一国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品出

摘

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差异。

要

口的影响，再进一步将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观察人力资本在不同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由于受人力资本数据限制，本文使用的人力资本

文

指数代表的是一国整体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高技术产品出口行业的人力资本水

论

平。虽然本文通过技术复杂度水平对出口产品分类估计回归，令各国高技术产品
出口数据更贴近现实情况，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部分通过加工贸

士

易方式进行，可能会高估部分高技术产品出口水平①。佩恩表目前更新到 8.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所有国家的人力资本数据更新至 2011 年，不是最新年份数据。

①

常见的加工贸易方式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其中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是中国
高技术出口的主要方式。进料加工指用外汇购入国外的原材料、辅料，利用中国的技术、设备和劳力，加
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来料加工指加工一方由国外另一方提供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按照双方商
定的质量、规格、款式加工为成品，交给对方，自已收取加工费。这两类加工贸易方式在生产过程中依然
需要中国企业掌握相应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的提升对这类型加工贸易出口也会有促进作用，对本文数据的
有影响的主要是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包含的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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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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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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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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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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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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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大

学

博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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