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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对HPAES 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与计量分析，认为

HPAES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其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而且政府在促

进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

HPAES 地区人力资本开发现状与其经济发展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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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教育

和培训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转变(世界银行，1993)。

因此，这一地区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越来

越多人的注意。尽管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意味着这一

地区经济受到意外的较大冲击，但东亚过去的经济增长仍有

较大的分析价值。本文拟在数项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8个

业绩优良的东亚经济体(HPAES)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人力

资本开发之间的关联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一、HPAES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从Schultz于1960年系统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人们

对现代经济增长逐渐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人力资本

由一特定工人的能力、技能、知识构成”(Romer)，它不仅强

调人力资源的数量方面、而且也强调其质量方面对于经济增

长的重要意义。如同Schultz所说，“离开人力资本投资，要

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

能的”(Schultz,1960)。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人力资本投入的

重要性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力资本的开发能使已

有的资本和技术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提高生产效率；②加

强人力资本投入能改善人的身体健康和营养状况，提高劳动

年限和劳动质量；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强人的开拓与奋发

意识，形成勇于面对未来和充分竞争的精神。80年代后兴

起的新增长理论更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

用。例如，其代表者之一Lucas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

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而且其外在效应还会扩散到别的劳

动者身上，也会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因而将提高所有生

产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规模收益递增。一些学者的经验

分析也从许多不同侧面为人力资本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提供了佐证。例如，Denison对1950-1962年美、英、西北

欧9 国的经济增长来源进行了研究，发现教育、医疗、知

识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计占其余值增长率的

60%以上(Denison,1967)。一些发展经济学者对发展中国家

如墨西哥、印度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也表明，个人所受教

育年限与其所获收入成高度正相关(Carnoy,1967)。总括来

看，公认的意见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促进经济

增长的一个必要战略措施。

    （二）对HAPES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计量分析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

看都是显而易见的。物质资本的作用只在劳动者具有一定

的劳动熟练程度、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管理阶层具有

一定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发挥。在HAPES

从6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呈

现为在这些地区人均收入不断上升的同时，在基础教育和

职业培训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HPAES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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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迅速的成长。例如，韩国的人均GNP由1970年的270

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9700美元；同期台湾由389美元增加

到12396美元，日本由1940美元增加到了39640美元。印

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其余几个国家和地区也增加迅速。而

且，这一地区许多经济实现人均产出增长1倍所用的时间也

大大缩短，例如，印尼从70年代初期起用了17年，韩国从

60年代后期仅用了11年，台湾的时间更短。在同样的时期

内，这些经济体的国民教育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也保持

在比较高的水平。就小学毛入学率而言，许多都保持在90%

以上，中学毛入学率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相比也始终处

于比较高的水平上，其中以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最为典型。

从接受教育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看，韩国1975年接受过

教育的人数已占总劳动力人数的84%，其中初等教育水平

者占36%，中等教育水平者占42%。台湾的情形与韩国相

仿。即使是在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印尼，80年代中期接受过

教育者占总劳动人数比率仍达73%。而香港、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指标都超过了印尼。由于教育始终是人

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人力资本始终居于比较高的水平。

    关于HPAES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已有

许多项研究成果。例如，世行于80年代末对58个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在1960-1985年间影响GDP增长的因素分析显示，

东亚地区教育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突出，该

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平均每增加1 年，可使GDP年平均增长

3.4%(世行，1990)。Barro对98个国家和地区1960-1985年

间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测算，发

现环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入学率与其人均GDP 相比较

高(Barro,1992)。其他诸如OECD(1998)，Edward N·Wolff

(2000)等的研究也分别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

将所考察的时间段进一步向后延长，运用1970年至1995年

间的数据对HPAES 地区中学入学率(M)、小学入学率(E)与

人均GNP(G)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①G=－8185.46 + 228.5829M

         (－3.77346) (7.024168)

      R2=0.447158，F=49.33894，sigF=2.11E－0.9

    ②G=2573.496 + 35.50851E

         (0.183898)  (0.255993)

      R2=0.001056，F=0.065532，sigF=0.798804

    注1：括号内为对应变量的t检验值

      2：由于数据取得上的原因，以上分析未将新加坡、

  香港、台湾包含在内

      3：资料来源：《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

  统计资料汇编》与1995-2000年各年《国际统计年鉴》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所考察的时段内，HPAES地

区的中学入学率、小学入学率与人均GNP之间均存在高度

的正向相关，将这一地区的中学和小学入学率稍稍提高一

点，就能使人均GNP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也要注意，

第2项回归是在很低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的，这说明我

们对这一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估计还应当谨

慎。总体来看，尽管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我们没有把新、

港、台包括进去，但已经可以得出结论，HPAES地区比较

良好的人力资本状况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比较积

极的促进作用。这与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

    二、对HPAES地区快速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分

析：政府在促进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中的作用

    对于发展中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的迫切性需要在短期内

积累起大量的人力资本。然而，这种迫切性并不会自动转化

为现实性。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和社会

回报之间的差距妨碍了人力资本的充分形成（世行，1993）。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把握这一点。首先，由于教育的收益不仅

仅在受过教育的该个人身上实现，还会惠及他人，产生正的

外部效应。例如，有助于想法和创新的传播，降低传染病的

流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等，从而使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

益，于是个人所选择的教育投资的最优水平可能小于社会的

最优水平。其次，由于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充分性的原因，贷

款者对将钱放贷于增加未来的人力资本的结果的稳定性缺乏

充分的把握，于是增加了个人和家庭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贷款

的困难。因此，政府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发展教育的责

任，以弥补市场自发决策造成的缺陷。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资金而导致的教育财政压力在发

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很少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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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对教育的社会需求”（Gillis等，《发展经济学》，人

大1997年，第245页）。在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由

于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缓慢，使政府不能筹

措到充分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可是，在同样

的时期内，HPAES地区的政府却始终贯彻了正确的教育发

展战略并采取有效手段确保其付诸实施。下面2个表格提供

了关于这个地区教育投入的一些数据。

    HPAES地区的政府始终注意把生产投资和智力投资放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即使在80年代中期后许多发展中国

家被迫削减教育投资比重时，这一地区的教育投资在政府

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依然略有增长。例如，韩国在1985年

中央政府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率是0.184，而在1990年

和1995年分别上升到0.195和0.205；同期泰国和印尼分别

为0.195、0.20、0.219和0.084、0.091、0.191；马来西亚与

新加坡此间经历了一定波动，但仍保持在0.18-0.24的区间

内。与此同时，HPAES地区也把职业培训放在了重要的位

置上。职业培训是指对即将就业者、在职工人和失业者进

行的技术训练，以使他们的专业技能得以提高，增大就业

机会。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颁布了《职

业培训法》或《专业技术培训法》。新加坡还成立了职业训

练局，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培训管理工作。总之，HPAES这

种对基础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的重视，有效地改善了劳动

力质量，为提高投入物使用效率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们进一步地运用1970-1994年的数据，对HPAES地

区公共教育经费占GNP 的比率（E/G）与人均GNP（Y）

之间的关系，以及运用1975-1995年的数据对这一地区中

央政府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比率（EE/TE）与 GDP增长率

（g）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①Y=－121.64 + 1054.32E/G

         (－2.05738)  (2.44767)

      R2=0.081223, F=5.038981，sigF=0.02868

    ②g=6.446458+6.002449EE/TE

         (4.364648) (0.734075)

      R2=0.009051, F=0.538863，sigF=0.465811

    注1：由于资料可获得性的原因，式①的分析未将新加

坡与香港包含在内；②的分析未将日本、香港与台湾包含

在内。

    注2：数据来源于世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1995

——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

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其中EE/TE 数据系根据有关数

据计算得出。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HPAES地区政府的教育支

出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教育经费占GNP 比

率与人均GNP 之间、中央政府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比率与

GDP增长率之间都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充分说

明，政府在经济起飞与发展阶段应当充分担负起促进教育进

步的职责，政府用于教育事业的支出极大地有利于人力资

本的形成，而人力资本的开发又会对经济增长作出很大的

贡献。还需指出的一点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HPAES

地区不仅把国民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教育，而且这个地

区的政府把教育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之中。由于HPAES地区的工业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

为主，政府教育经费使用方向上的这种倾斜保证了资金利

用的效率。这一点也构成了HPAES 地区教育、人力资本和

经济增长关联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下转第20页)

国家和地区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香港

1975

0.059

0.227

0.131

0.204

0.201

1980

0.083

0.183

0.171

0.146

0.198

0.153

1985

0.085①

0.184

0.216

0.195

0.174

1990

0.091

0.063①

0.189

0.195

0.199

0.20

1995

0.091

0.217

0.205

0.189

0.219

表 1：HPAES 国家和地区中央政府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率 (单位：%)

注：表中数据系根据1995-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

得出；①为下一年数据；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未将台湾包含在内。

国家和地区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韩国

台湾

1975

3.0

5.5

6.3

2.9

3.6

2.2

1980

1.7

5.8

6.0

2.8

3.4

3.7

4.54①

1985

5.0

6.6

4.4

3.9

4.5

9.06

1990

1.1

4.7

5.4

3.1

3.6

3.5

5.8

1995

1.3

5.3

3.3

3.8

6.9

表 2：HPAES 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经费占GNP 的比重 (单位: %)

注：资料来源于1998年世行《世界发展指标》；①指1981年数据；由

于同样原因香港未包含在内。

1970

2.8

3.9

4.4

3.1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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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许多项目缺乏资金支持，政府偶尔出资，数量也很

有限。为了保证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应该从多方面筹集资

金，比较可行的有两条途径：一是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参与，

就亚太地区而言，亚洲开发银行应该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事实上，它已经被多次邀请参与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些论

坛，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合作项目的前期阶段就让亚

洲开发银行和其他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并形成制度；

二是积极争取私人部门，特别是工商部门的投资。目前，在

审议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时并没有私人部门的参与，APEC贸

易部长和财长管理的项目也没有这些部门的参与。在今后的

经济技术合作的各个阶段都应该邀请私人部门工商界的参

与，形成“官商结合”的合作模式，以多方面筹集资金。

    其次，经济技术合作的项目选择问题。APEC经

济技术合作涉及13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包括众多的合作

项目，是一个庞杂的工程。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对合作

项目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要避免项目过于“空泛”，做

到“少而精”、重点突出、注重时效。上海会议已经将人力

资源能力建设作为一个重要领域，项目就应该相对集中在

这个领域。今后中长期的项目选择也要突出现实性、可操

作性，应当有时间限制。

    最后，APEC经济技术合作成果评估体系建设问

题。ESC 在 2001 年的报告中提出：“APEC论坛应该更加重

视对项目成果的报告（而非结果），特别是这些项目对各成

员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便于经济技术合作带来的利益能更

好地传播。”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合作不像贸易投资自由化那

样容易量化，使得经济技术合作的成果评估相对比较困难，

尤其是对各个成员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

的评估。这就需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成果评估体系的建

设，一方面要求学术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成果评估的理

论研究，尤其是评估动态效应静态效应的方法论研究；另一

方面，要有专门机构负责经济技术合作成果评估的指导工作。

笔者十分赞同加强APEC 秘书处在这方面的作用。“APEC 秘

书处应该在评估项目成果以及在计划和涉及项目时如何定义

成果方面，向APEC 论坛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建议。”□

                                (责任编辑   梦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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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6页)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上我们对HPAES地区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所得的成

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

相对于这一地区长远的经济增长来说，其人力资本开发的现

状还有一定差距。首先，在这一地区的人力资本开发中存在

着高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例如，以研究生在大学生中所占

比率为例，新加坡为5.31%(其中理工类占28.5%)，马来西亚

为4.1%(理工类占25%)，泰国占2.8%(其中理工类占23.4%)，

印尼则更低。即使在情况较好的韩国和台湾，比率也并不高。

韩国的研究生占大学生总数的5.4%，其中理工类占31%。这

些指标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其次，总体来看，这一地区对

教育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除“四小虎”外，其他地区的教育

仍欠发达。例如，90年代初受过中等教育者在适龄人口中的

比重，马来西亚为58%，印尼为38%，泰国仅占33%。这些

不利因素的影响随着HPAES 地区发展的深化正在越来越多

地显露出来。事实上，HPAES地区的许多部门都逐渐感受到

了缺乏高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造成的困扰，某些国家劳动密

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可以预料，如果这些情

形不能在未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改善，必将制约HPAES地

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将影响其TFP 的进一步提高，使其

经济发展的阻力加大。1997年以来这一地区货币金融危机

的爆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

HPAES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下决

心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采取有效措施，逐渐扭转这种状况。□

                                (责任编辑   梦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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