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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IT企业成长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十分重要，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往往技术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

文运用新增长理论，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证实了，在IT企业成长初期，政府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可以

推动IT企业的成长；而在成长期，推进一定的增量型人力资本向集约型人力资本转化，以培育企业强大的成长“势”非

常重要，通过对技术创新与溢出进行内生化处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及其溢出对促进IT企业保持持续增长

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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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IT 企业与传统企业一样存在着生命周期，但是由于 IT 企业的高风险性和强波动性特点使得 IT
企业的成长初期和成长期显得额外重要，是 IT 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关键阶段。包括美国硅谷在内

的一些发达高科技区域的发展实践表明，在 IT 企业成长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而在企

业步入成长期后则显示出技术创新的突出作用，然而，我们需注意的是这些认识只是部分地区发展

的经验总结，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严格证明，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基于新增长理论的

特点，本文就运用该理论来开展本问题研究。 

2   成长初期——从政府政策角度 

IT 企业不仅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也是资金密集性企业。特别是在发展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这对于大多数 IT 企业来说，将不得不寻求外来帮助。更为关键的是，IT 企业的固定设备投入往

往具有公共产品特点，由公共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将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对这个博弈结果，

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的选择：要么是政府承担，要么是政府也放弃。但是，由于 IT 企业的一些重大

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存在着投入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强、效益也高的特点，靠一个企业或几

个企业的联合承担是不可能也不会这样做，二次博弈的结果是必须要政府来承担，使得企业和政府

都将得益。IT 企业相对传统企业是不成熟、市场风险性比较强，但是由于它也是获利能力非常强、

对传统企业的渗透性大、市场潜力巨大，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极力鼓励并采取

积极的措施来发展 IT 企业。政府进行积极的支持除了在基础设施上由政府承担费用外，政府还在产

品购买、金融和税收上给予 IT 企业大力支持。实践证明，政府在 IT 企业的成长初期，在基础设施

建设、产品采购、金融和税务等上面对企业进行通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巴罗（R.Barro）在 1990 年分别建立了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来解释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政府的一些活动如提供基础设施和产权保护使生产呈现

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从而使经济得以实现内生增长。 

这里，作者对巴罗的模型进行改进。由于在 IT 企业发展的初期，对于资本密集型的 IT 企业来



说，资本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资本的来源假设为企业本身和政府两个途径，另外，在初期阶段劳

动的作用相对不强，所以，把模型考虑为企业资本和政府资本的生产函数。本模型的几个假设是：

①消费品的产出 y 是由企业资本（K）和政府资本（G）构成的生产函数决定；②政府资本来此于对

IT 企业的税收，政府资本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③模型也分

为两个方面，供给方为企业的产出，用生产函数表示，需求方为消费者（或政府），也采用跨时效用

函数来描述，并假定其具有不变替代弹性；④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即产出增长率、消费增长率、企

业资本增长率和政府资本增长率是相等的；⑤资本起决定性作用，劳动供给量 L 固定不变，即生产

劳动无弹性。 

关于模型的供给方，IT 企业的生产函数设为： 

αα −= 1))(())(()( tGtKAty ，其中 0>A 表示消费品生产率参数， 

αα −1, 表示企业资本和政府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10 <<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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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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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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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模型的需求方，跨时效用函数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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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ρ 为贴现率， )(tc 表示个人消费量， )(tf 表示政府消费量。 

因此，模型所要求解的问题就化为两个 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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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哈密尔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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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假设的平衡条件： gfkcy gggggg ===== ，再由（2.1）和（2.2）式，化简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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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σδρ ,, 假设为常数， g是τ 的函数，对（2.3）求 g关于τ 的导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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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4）式的表达式，容易得出： 

（1）当
3

1 σρδα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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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适当降低税率，将提高产出率； 

（2）当
3

1 σρδα g+++
< 时，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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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表明为了提高产出率，这时应该适当提高税率。 



可见，政府通过税收等政策的实现，可以推动 IT 企业的成长。在 IT 成长初期，由于政府资本

的作用可能会存在着滞后效应，企业本身资本可能更能发挥作用，所以一般会满足情况（1）的条件，

因此，这时政府实行一定的降税，会对推动企业的成长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在 IT 成长起步时一

般国家所采取的通用做法。 

表明：在 IT 企业成长初期，政府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可以推动 IT 企业的成长。 

3   成长期——从技术角度 

（1）从“势”的角度 

技术是IT企业成长的基石，IT企业不仅具有与其它高新技术企业一样的技术密集型特征，而且

其技术周期短、竞争激烈、外溢性强，持续的技术创新是IT企业成长的重要保障。要实现技术创新

和技术溢出，进行企业人力资本集聚尤其是集约型人力资本集聚至关重要，集约型人力资本是IT企
业技术创新与溢出的内生源泉。作者认为，成长期的IT企业必须在技术创新与技术溢出上首先获得

一个较好的“势”（作者定义为集约型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得到企业更多的“利”（产

出增长或利润增加）。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籍以获得劳动报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自然资本和物

质资本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不同，人力资本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

有学者将人力资本界定为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两种形态：把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

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是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反之，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

的人力资本是为同质型人力资本。并认为，企业的根本属性是主导利用异质型人力资本进行生产，

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企业的利润来源于企业拥有的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的异质型人力

资本：拥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企业在竞争中能够不断实现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增，创造利润增长；而

不拥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企业，或者其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形态已由边际报酬递增转变为边

际报酬递减的企业，就失去了利润增长的来源，竞争的结果经常是破产或被兼并。 

与其它企业相比，IT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频率和创新的持续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构成企业长

期竞争优势的核心知识（对企业行为具有基础性影响的共同知识和专用性个体知识）需要不断的更

新和演进，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也即只有能对激烈竞争的内外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并进行不断创

新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才能创造边际报酬递增的企业生产力，静止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可能创造不了

边际报酬递增的企业生产力。作者把IT企业的这种将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动态创新结合的人力资本称

为集约型人力资本，而与集约型人力资本相对应的带来边际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称为增量型人力资

本。集约型人力资本与增量型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转换，当集约性人力资本不能对外部变化进行适

时性创新而导致生产力边际报酬递减时，将转化为增量型人力资本；相反，若增量型人力资本通过

知识积累增强创新能力而带来生产力边际报酬递增时，将转化为集约型人力资本。要保持IT企业持

续成长，就须将增量型人力资本更多地转化为集约型人力资本，增强集约型人力资本集聚能力。作

者把集约性人力资本、增量型人力资本和成长期IT企业生产力函数之间的关系用下面简图进行表示： 

图3-1体现了处于成长期随集约型人力资本和增量型人力资本的变化IT企业成长的情形：在成长

期的第一阶段OP’，企业总报酬（T）、边际报酬（M）和平均报酬（A）均为递增，表明这个时期集

约型人力资本表现得十分活跃，将有大量技术创新成果产生，这个阶段由于集约型人力资本居主导

地位推动着企业高速成长；在成长期的第二阶段P’S’,企业总报酬（T）和平均报酬（A）仍然递增，

但增速减缓，并且边际报酬（M）出现递减，表明这个时期由于出现了集约型人力资本向增量型人

力资本转移而导致集约型人力资本减少，技术创新势头减弱，开始显露出有碍企业成长的危机；在

成长期的 后阶段S’T’, 仅仅企业总报酬（T）仍然保持递增，但是边际报酬（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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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企业集约型人力资本与IT企业成长 

和平均报酬（A）都出现递减，表明这个时期集约型人力资本大多转化为增量型人力资本，使得增量

型人力资本居主导地位，企业没有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产生，企业仍主要依靠旧的技术产品来维持着，

这样就把企业带进了成熟期。 

因此，为了保持IT企业在成长期的高速成长，就必须在成长期的第二阶段P’S’阶段或第三阶段S’T’

阶段尽快补充新的集约型人力资本，包括通过技术外溢等手段从企业外部获得新的集约型人力资本，

通过对企业已有的集约型人力资本注入新的知识以延长其作用时间，或者企业从内部通过培训培育

一定的增量型人力资本向集约型人力资本转化，以培育企业强大的成长“势”。 

（2）从“利”的角度 

我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一般考虑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三要素，并且在通过建立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时，习惯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计算考虑为除资本和劳动贡献外

的余额（也即采用索罗的余额法），应该说，这样做基本上能达到对经济增长作出一定合理性解释的

目的。这里，对IT企业进行分析时，既要认识到IT企业生产函数具有和一般企业相同的一面，受资

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要认识到IT企业的技术贡献比一般企业更为重要、技术是一个更

为复杂的内生概念的一面，再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考虑为资本和劳动贡献的余额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此，为了对IT企业成长的技术机理进行正确的把握，必须把技术设立为一个合适的内生变量，通

过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IT企业规模报酬递增式的增长。 

由于在IT企业成长中，人力资本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是第一重要的位置，人力资

本（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不但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外溢性也是

技术创新溢出的源泉，另外，人力资本也有助于解释IT企业所呈现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态势，因

此，以人力资本将技术因素内生化是合适的。  

作者通过对卢卡斯（1988）和雷贝洛（Rebelo，1991）的新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并采用跨时效

用函数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建立了IT企业的增长模型。 

模型所作出的基本假设是：（1）假定消费品的产出是由部分物质资本（K）、部分人力资本投入

(H)和部分生产劳动（L）构成的生产函数决定；（2）假定人力资本的产出又是由剩余的物质资本、

剩余的人力资本、剩余的生产劳动和人力资本外溢构成的生产函数来决定；（3）考虑到IT产品也是

面对大众消费者，所以IT企业作为经济体的一个部分，其需求方也采取用一个代表性家庭的跨时效



用函数来描述，并假定其具有不变替代弹性；（4）假定IT企业的增长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即产出

增长率、消费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是相等的；（5）假定消费品市场是处于一种完全竞争态势，

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这种假设充分展示IT产品市场的激励竞争性）；（6）假定IT企业的劳动

供给量L固定不变，即生产劳动无弹性（这种假设可充分体现人力资本对IT企业增长的决定性）。 

对于模型的供给方，IT企业的生产函数设为： 

γβα )())(())(()( cLtbHtaKAty = ，其中 0>A 表示消费品生产率参数， cba ,, 分别表示物质资

本、人力资本和生产劳动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 γβα ,, 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劳动的弹

性系数， 1,,0 << γβα . 

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 

)())()1(()))1(())()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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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 表示人力资本生产率参数， 1,0 11 << βα ，且 11 βα < 意味着IT企业是属于人力资本密集

型， 0>ζ 表示IT企业中存在人力资本溢出，ζ 衡量人力资本溢出强度，对于具有高强度人力资本

溢出的IT企业来说，一般有 βζ −> 1 ，θ 表示人力资本的折旧率。 

对于模型的需求方，跨时效用函数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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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00 << ρ 为贴现率， )(tc 表示

个人消费量 

因此，模型所要求解的问题即为一个 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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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δ 表示物质资本的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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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哈密尔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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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111
2 tHtHbLctHbtKaB θλ ςγβα −−−−−+  



其 大化一阶条件是： 

1λ
σ =−c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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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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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βγαγβα γλγλ +−− −−−= tHbLctKaBcLtbHtaKA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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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βγ +−−⋅ 11 ))()1())()1(( tHbtHc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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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γtHc−⋅                                                              （3.6） 

分别用
21

,,,,, λλ gggggg hkcy 表示 )(),(),(),(),(),( 21 tttHtKtcty λλ 的增长率，根据对式（3.1）、

（3.2）、（3.3）、（3.4）、（3.5）、（3.6）和 y的表示式进行的运算，得到： 

cgg σλ −=
1

                                                               （3.7） 

0)()( 1121
=−−+−+− hk gggg ζββααλ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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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λ                                                      （3.9） 

hky ggg βα +=                                                            （3.10） 

再由假定的平衡条件： kcy ggg ==                                           （3.11） 

由（3.7）、（3.8）、（3.9）、（3.10）、（3.11）的结果，可得出IT企业的平衡增长率为： 

βασζβα
βθζβθρ
)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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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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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 

再分别求出 yg 对 1,, ββζ 的偏导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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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若假设 11 1 βα −= ，则满足的条件变为： 1βσ > 和
)1)((

)(
0 1

αθρ
ββσθ

−+
−

<< b       （3.14） 

表明：人力资本溢出越大，消费品产出增长也越快；用于生产人力资本劳动的剩余人力资本弹性越

大，消费品产出增长也越快。也即在保证相对风险系数大于剩余人力资本弹性系数以及尽量控制用

于对消费品生产的人力资本比例，将会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本溢出对IT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 

若 1)( 1 <+ ϑζβ ，且
θρ

θζβ
+
+−

<<
)(10 1b 时，则 0>

∂

∂

β
yg  

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对消费品产出的弹性系数越大，则产出增长率越大。对于IT企
业来说，以上需要满足的条件一般容易达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IT企业要特别重视人力资本的作

用。 

因此，通过对技术创新与溢出的内生化处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及其溢出对促进 IT
企业保持持续增长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4   结束语 

任何企业都存在着生命阶段，在不同阶段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将会不同。对于 IT 企业来说，

在成长初期，往往政府的政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成长期，则表现为技术创新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这也是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的 IT 企业发展实践所证明。作者在本文中主要是从理

论的角度，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对以上的认识进行严格的证明，以达到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的目的。模型研究表明，在 IT 企业成长初期，政府通过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减税可以推动 IT 企

业的成长；而在企业成长期，推进一定的增量型人力资本向集约型人力资本转化，以培育企业强大

的成长“势”非常重要，人力资本及其溢出对促进 IT 企业保持持续增长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也就

证实了我们在文中所作出的假设或定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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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dogenetic Mechanism of IT firm’s Growth 

 

Tao Chang-qi 

(Information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olicy’s assistance is very important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IT firm’s growth while the 

technology is a key factor on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IT firm. By building an endogenetic increasing model, the 

paper validates some relative results: on the initial stage IT firm’s growth can be promoted if the government takes 

some favorable policies such as lessening tax, while on the developing stag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ranslate some 

quantitative labor capital into intensive labor capital, labor capital and spillovers will exert key utility i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pillovers are endogeneticly dis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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