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项目编号：06&ZD035）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德超（1975-），男，河南洛阳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实证研究*

韩德超，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摘要：

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关系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二者间的因果联系上，并形成了三

种主流观点：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和互动论。本文利用中国分行业统计数据，借助三变量误差修正模

型，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间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长期中，二者具有单向因果联系，从

而证明了在长期中“需求遵从型”适用中国；而在短期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具有双向因果联系，

证明了短期中“互动论”适用中国。文章的经验发现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具

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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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是指那些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1]。尽管生产性服

务可以为所有产业服务，但在中国转型时期，生产性服务投入到第二产业的份额超过一半[2]。

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依存关系。更具体地说，伴随着我国制

造业的高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亦应获得快速发展。诚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生

产性服务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由1987年的1462亿元（1990年不

变价格，下同）增加到2006年的5203亿元，增加了3.55倍。然而，整体而言，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2002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我国 GDP 中所占份额为

16.1%，而其在美国 GDP 中的份额达到了47.83%[3]，几乎是中国的三倍。同时，服务业产

出在我国 GDP 的比重12年中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4]。可以看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

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处于相对停滞阶段。因此，如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成

为摆在我们



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而明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发展关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

提条件之一。鉴于此，探讨处于转型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成为本研究的目的 。

二、文献回顾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及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关注，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

涌现。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上，主要形成了“需求遵从论”、“供给

主导论”和“互动论”三种观点[5]：

（一）需求遵从论。Guerrieri 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功能的外部化。因

此，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处于一种需求遵从地位，其发展依赖

于制造业[6]。而 Francois 认为，随着市场的扩张，厂商个数和生产规模会扩大，分工被更加

细化，使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不断分离，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7]。尽管上述研

究从需求角度出发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为研究二者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但这些研究均是以西方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基础，缺乏对转型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的考察。我国学者张世贤认为，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了一定水平，才能形成对服务业的

需求和市场，服务业也有可能获得高的要素投入回报[8]。江小涓等的研究指出，尽管服务业

发展滞后，但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近20多年的高速增长。由此她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

入需要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4]。这个判断暗含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附属物。尽这些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我国服务业与工业间发展的关系，但这些思想不仅散落在产业结构变

化的研究之中，而且没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更缺乏经验证据支

持。

（二）供给主导论。Markusen 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引入数理模型之中，揭示

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9]。Markusen 的研究从供给角度揭示了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研究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上，

缺乏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而顾乃华以及江静等人的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顾

乃华等利用中国的数据，证明了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

竞争力，而且认为金融保险业最能发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功能 [10]。江静等则认为，作为

高级生产要素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她认为，生产性

服务业的扩张促进了制造业效率提高，而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

响最为明显，科学研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11]。然而，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

（三）互动论。Park 等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扩大，对服务业的需求

会迅速增加，这将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制造业部门的

竞争力，进一步加速制造业部门发展。即二者间的发展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我国学

者吕政等运用经验分析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

析[12]，对研究二者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这一研究缺乏经验证据支持。陈宪等的

研究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从分工的角度，深入考察了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发展的关系。他

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 [13]。但这一研究的实

证分析分别建立在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研究

方法有局限性，从而使其结论缺乏可靠性。

本文的研究与已有研究不同，以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出发点，基于我国1987-
2006的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间的发展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一方面为现代服务经济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另一

方面为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参考。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描述

为了克服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系。按照 Engle 和 Granger 的研究，协整向量提供了检验和估计经济

变量间长期和短期联系的基础。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两个由误差修正项表示的序列一定

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之后，就一定

能够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方程分析变量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

不同的研究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指标的选取也有相当的差异。经常使用的指标有增加

值、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产业密度等。本文选取增加值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发展。我们定义 和 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tps tm
中的异方差影响，我们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如果 和 具有同样的稳定变化趋势tpsln tmln
并且保持长期均衡，这两个变量就是协整的，从而能够避免研究中通常出现的“伪回归”。

进一步，通过运用误差修正模型，我们能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运动变化的长短期趋势 。

当 和 具备协整关系时，协整回归可以表为误差修正模型，其双变量一般表达式tpsln tmln
为：

= + + + + （1）tmln 0b 1b 1tecmm ib2 itps  ln ib3 itm  ln iu1
= + + + + （2）tpsln 0a 1a 1tecmps ia2 itps  ln ia3 itm  ln iu2

其中△代表变量差分， ， 为系数， 代表年份， 为滞后期数， 和 为白噪声。ia ib t i iu1 iu2
式（1）中误差修正项 为 对 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后的残差滞后1tecmps tpsln tmln
一期序列，式（2）中的误差修正项 为 对 进行 OLS 回归后残差滞后一1tecmm tmln tpsln
期序列。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 和 体现了长期动态趋势。由于经1tecmps 1tecmm
济系统的复杂性，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之外的其他变量也可能导致二者之间发

生因果联系，例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反映了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而且反映了溢

出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将 引入误差修正表达式，形成三变量tFDI
误差修正模型，公式表述为：

= b0+b1 +∑b2i +∑b3i +∑b4i + （3）tmln 1tecmm itps  ln itm  ln itFDI  ln iu1
= a0+a1 +∑a2i +∑a3i +∑a4i + （4）tpsln 1tecmps itps  ln itm  ln itFDI  ln iu2

其中， 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序列。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后，我们tFDIln
能更准确的把握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间的关系。如果 和 的回归系数在统1tecmps 1tecmm
计上显著，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影响，二者为双向 Granger
因果关系；反之，则说明二者相互影响不显著，即为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 和tpsln

滞后项的系数可以视为短期参数，表明了自变量对 和 的短期影响。tmln tpsln tmln

（二）数据说明

考虑到理论认识的一致性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交通运输邮电通

信业、金融保险业和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三个行业。制造业细分为将工业部门中除

去采掘业和水电气生产等九个部门之外的全部行业部门。由于统计数据缺失，本文样本区间

定为 1987-2006 年。数据选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高新技术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



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本文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指数平减。鉴

于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增加值指数的缺失，用第三产业中其他产业增加值指数代替科技服务

业增加值指数。

四、经验分析

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我们用

Eviews5.1 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方程中常数项、时间趋势（n 表示无时间趋势）和差分滞后阶数，

滞后阶 AIC 准则确定，△表示差分算子。*表示为 10%的临界值，**表示为 5%的临界值。

从表 1 结果看，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序列，因

此，各变量序列为 I（1）。由于不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需要通过协整检验各变

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使用 Johansen 特征迹检验变量之间的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

结果如表 2。由表 2 结果可知，在 5%的水平下，三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在 95%
概率度下，有理由相信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由于 、 和 间至少存在一组协整关系，我们进一步利用式（3）tmln tpsln tFDIln
和式（4）组成的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间存在的长期及短期因果关系。

表 2 、 与 序列的 Johansen 特征迹检验结果tmln tpsln tFDIln

注：**表示在 5%水平下拒绝假设；协整关系的 AIC 准则滞后阶数为二阶。

表 3 给出了经 GTS 理论修正后的约束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知两个

方程拟合情况较好。回归标准差不超过 0.06；我们选择滞后一期的 RESET 检验通过了所设

定误差修正模型的适用性，ARCH 检验说明随即扰动项基本上是同方差的，并且不存在较

大的波动幅度。另外，图 1 给出两个误差修正方程的 CUSUM 检验结果，用来验证方程参

数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参数具有稳定性。因此，本文所估计的 ECM 模型是可信赖的。

表 3 有约束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K） ADF 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

/tmln tmln （c,t,0）/（c,t,0） -1.11/-3.45 -3.28/-3.29*

/tpsln tpsln （c,t,2）/（c,t,0） -1.22/-3.40 -3.30/-3.29*

/tFDIln
tFDIln

（c,t,1）/（c,n,3） -2.13/-3.75 -3.28/-3.08**

原假设 特征值 迹值 5%临界值 检验结果

r=0 0.92 56.41 29.79 无**

r 1 0.48 11.53 15.49 最多一个

r 2 0.01 0.12 3.84 最多两个

变量
tmln tpsln

)1(ln  tm
-1.29**[-2.14] -0.37*[-1.92]



说明：[]内数据为回归系数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RESET(1)为省
略变量的拉姆齐 F统计值，ARCH(1)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的 F 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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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程检验结果 (b) 方程检验结果tmln tpsln

图 1 有约束误差修正模型的 CUSUM 检验结果（1987-2006）

由表 3 估计结果可知，在约束模型中， 回归方程误差修正项 的回归系tmln 1tecmm
数为 0.33，但未能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回归方程误差修正项 的回tpsln 1tecmps
归系数为 0.6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事实说明，从长期看，制造业的增加值的提高

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提高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与制

造业增加值间存在单向因果联系。更具体地说，在长期中，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间不

仅存在一种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制造业发展对其所产

生的需求，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中的“需求遵从论”适合中国。

生产性服务业是作为其他商品生产的中间投入而存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促进其发展。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中，制造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之间存在稳定均衡关系。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会

获得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依赖性”，导

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从发展经验看，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

程度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制约时，才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这样就导致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远滞后于制造业。另外，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门槛普遍高于制造业，管制较多，市场化程度低。较高的进入门槛和狭窄的市场准入范围将

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拒之门外，甚至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这进一步加剧了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程度。

回归方程误差修正项 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下不显著。这一事实表tmln 1tecmm
明，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长期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生产性

)2(ln  tm
-1.03**[-2.88] 0.41***[3.75]

)1(ln  tps
-0.45*[-1.87] 0.54**[2.19]

)2(ln  tps
0.75**[2.67] -0.39*[-1.93]

)1(ln  tFDI 0.72***[3.20] 0.18**[2.59]

)2(ln  tFDI 0.28[1.35] 0.14**[2.13]

1tecmm 0.33[1.01] ——

1tecmps —— 0.68**[2.76]

R2 0.91 0.94
SER 0.06 0.03

RESET(1) 0.22 0.31
ARCH(1) 0.01 0.04



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国有企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种生产性服务普遍存在

价格高而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因此，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成本降低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明显。此外，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为主，技术水平

不高，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造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比例较低。这就

割断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垂直联系，生产性服务业就不能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竞争

力，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进一步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中的滞后项，发现两个方程中 滞后项对tpsln tmln
回归以及 的滞后项对 均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tmln tpsln
业间的发展关系在短期内互为因果，即二者的发展关系短期内是一种互动关系。

在式（3）中， 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为-0.45 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事实tpsln
表明，在短期内，生产性服务业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一个滞后期内对制造业发展有负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阻碍或延缓了制造业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投入的增加会使制造业投入相应减少。但在滞后二期，其系数为 0.75
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发

展。这可能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将会拉动制造业需求的增加或者

提升制造业效率，进而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短期调整，每年 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tmln
偏差大约有 33%被纠正。

制造业增加一个单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亦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在滞后一期，

的回归系数为-0.37 且在 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制造业增加值的滞后一期对生产tmln
性服务业的影响是负效应。而在滞后二期其系数为 0.45 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

在滞后二期制造业的发展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这可能是由于需求的滞后效应造成

的。通过短期调整，每年 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大约可以纠正 68%。tpsln

实证分析表明，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发展的短期关系为“互动型”而长期

联系为“需求遵从型”。这意味着，二者间的因果联系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更具体地说，在短期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互为发展；

而在长期中，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

制造业的发展影响微弱。这一现象可能是由转型期内我国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服务业垄断

经营所造成的。为了适应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以及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制造业发展

过程中，不断将生产性服务业分化和外包，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名义”增长；另一方面，

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比例，促进了其“实质”增长。这都促进了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伴随着服务过程中学习效应的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为制造业提供

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高级生产要素，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发展。

因此，在短期内，二者间的发展互为因果。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客户需求的

多样化、个性化的日益增强，制造业企业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拓展生存空间，维持核心竞争

力，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变化。这就要求

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不断推出适合制造业需求的生产性服务。而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进

入管制和垄断的行业主要服务业中，如金融、电信业、铁路运输、信息传媒等行业[4]。服务

业的垄断经营使其在不提高技术水平或者在没有进行服务创新的前提下获得垄断利润。这导

致生产性服务业缺乏服务创新的动力，不能满足制造业的发展的需要。因而，在长期中，生

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竞争力提高的效果不明显，难以推动制造业发展。同时，长期以来由于

竞争不足，加之不少服务行业同行政垄断相配合，各种生产性服务普遍存在价高质低的问题 ，

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自身的发展。一旦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成

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进而开始新一轮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短期

扩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回顾了了理论界对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争论，主流观点包括需求依

赖型、供给主导型和互动论。围绕这些理论观点展开的深入研究大部分针对是发达国家经济

等，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不同的研究考察的视角不同、研究的方法也不同，导致经验

分析结论迥异。本文借助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发展关系

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与制造业间的发展存在一种稳定的均衡关

系。从长期来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扩张所产生的需求，是需求驱动型

的发展模式，“需求遵从论”适用我国；而在短期内，二者间关系是互为发展，即“互动论”

适用我国。

本文研究结论衍生出的政策含义是：在短期内，利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间的互

动联系，同步发展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从长期来看，坚定不移

地推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打破生产性服务业的垄断局面，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

条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我

国生产性服务业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激励机制，不断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技术进

步速度，从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服务能力，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联系，引

导二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继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设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导基金，促

使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原有制造业中分离。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是其

发展的生命线。因此，制定各种优惠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和凝聚高端人才尤其

是关键性人才，并鼓励他们来创业和发展。此外，继续大力发展我国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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