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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海洋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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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在测度海洋科技进步和海洋产业结构演化的基础上,运用计量面板模型检验海洋科技进步和产业

结构调整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海洋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

显的差异,现阶段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动力逐渐由海洋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科技进步不

仅是未来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化解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主要途径。
这一结论能够为推动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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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arin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GOU Lu鄄feng,摇 YANG Si鄄wei
(College of Business,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Qingdao 26652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measure of progress in marine science technological,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the evolution
of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this paper di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marin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marine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econometric panel mod鄄
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there w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 between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and in the present stage,the dynamic of marine eco鄄
nomic growth gradually changed from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s not only the future of marine mai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also the
main way to dissolve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negative influence. This conclusion coul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kinetic energy of the ocean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鄄
tim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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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海洋强国冶与“海上丝绸之路冶战略的

实施,海洋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引

擎。 据统计,2018 年中国海洋经济实现总产值

83 415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6. 7% ,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9. 3% 。 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 33 60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 0% [1]。 海洋经济的辐射效应

不断增强,2018 年带动涉海就业人员 3 684 万人。
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正从

以传统海洋产业结构为主,向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与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方向调整,三次产业比例由

2006 年的 5. 7 颐47. 3 颐47. 0 转变为 2018 年的

4. 4 颐37. 0 颐58. 6,“三、二、一冶型的结构形态基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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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海洋产业发展正处于成长期,科学技术是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也是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海洋科技发展水平已成为

衡量世界各国海洋竞争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

指标之一,也是优化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推动蓝色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 因此,海洋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进步是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需要通过不断

创新来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将科技创新中的高新

技术转化为我国海洋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
关于海洋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分析,已有文

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一是分析海洋产业

结构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稳增长、
调结构、转方式冶的发展背景下,众多学者深入探

究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机

理。 盖美[3] 认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海洋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狄乾斌等[4] 证实了上述观

点,认为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与海洋经济增长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匹配关系合理。 王波和韩立

民[5]构建以海洋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估计模

型,进一步验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能有效提高海

洋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中国海洋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马学广[6] 分阶段、分区域探讨海洋产业结构

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时间演变差异和空间聚

类差异,这也符合 Peneder[7]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

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和主要推动力的经典理

论。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并非

海洋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只有改变生产要

素投入产出率才能实现海洋经济的持续增长[8]。
二是分析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
Foster[9]表明知识、科技与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影响。 王泽宇[10] 分析得出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具有整体协调效

应,翟仁祥[11]指出加大海洋科技投入、促进海洋

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是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海洋经济和海洋

科技尚未发挥出较大的协调能力,这也制约着二

者达到理论上相互促进的良好预期,海洋科技进

步与海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仍需努力实现[12]。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

约束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单纯的依赖于

生产要素的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

逐步凸显出来[13]。

上述研究大多是从单变量、单角度分析海洋

经济增长问题,忽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设定,研究

海洋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研究也主要

体现在理论上,在仅有的实证分析中也没有直接

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然而经济增

长动力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转换,即
经济体会因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

经济增长动力[14]。 这种趋势使得海洋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转型与海洋经济增长阶段更替之间的关

系更值得探讨。 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模型上分

别测度海洋科技进步和海洋产业结构演化,然后

采用面板模型来检验海洋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调

整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探讨海洋经济增

长动力及其转换的差异性,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

结论和建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计量方法与模型设计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排除多重

共线性的可能,检验结果表明各时间变量序列均

通过了在 10%以下的显著性水平。 早期 Mankiw、
Romer 和 Weil 扩展了 Sollow鄄Swan 模型,构建了

Mankiw鄄Romer鄄Weil 模 型 ( Mankiw鄄Romer鄄Weil
model,简称 MRW 模型)使用截面模型分析区域

经济增长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15]。 随

后 Knight 和 Islam 将 MRW 模型扩展到面板数据

模型。 本文在修改 MRW 模型的基础上,使用

2006 ~ 2015 年面板数据,并加入海洋科技进步、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海洋科技进步与海洋产业结

构调整的交互项,后者用来考察该因素对经济增

长的非线性影响。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经过多次

模型拟合、筛选和检验,最后采用系统广义矩阵模

型(SYS鄄GMM) [16鄄17]进行估计,构建的海洋经济增

长的面板模型为:
lnGOP i,t = 琢 + 茁1Teci,t + 茁2ER i,t + 茁3ESi,t +

茁4Teci,t 伊 ER i,t + 茁5Teci,t 伊 ESi,t + 茁6兹 + z忆i啄 + 滋i +
着i,t (1)

式中: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lnGOPi,t 表示

第 t 年第 i 区域的海洋生产总值的对数; z忆i 为不随

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 兹 为控制变量集,包括政府

干预程度、要素配置比例以及人力资本水平; 啄 为

个体特征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滋i 表示与特

定区域相关的未观察因素; 着i,t 则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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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7—2016 年的《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中国海洋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广东省、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江
苏省、天津市、辽宁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

海南省(不包括港澳台)11 个沿海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统计年鉴,并采用插值法对个别数据缺失

进行补充。 为消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对变

量数据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使
用 Stata 13. 0 完成计量数据的处理过程。
1. 3摇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海洋实际产出( lnGOP)。
本文根据研究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统一

性,在综合考虑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基

础上,选择沿海 11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海洋生产

总值并对其取对数值。 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

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差异

日益突出,山东与广东的海洋经济增长趋势比较

明显,2015 年两省的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12 422. 3 亿元与 14 443. 1 亿元,是 2006 年的

3. 376倍与 3. 511 倍,而广西与海南的海洋经济发

展水平远低于其他沿海省份[1]。 2006—2015 年

天津、辽宁、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广东、广
西、海南等地区海洋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

10% ,且天津、上海、福建、海南等地区的 2014 年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

25% ,海洋经济逐渐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

要力量。

(2)核心解释变量。 目前现有研究对海洋科

技进步(Tec)的定量测度和估计存在着较大的争

议和差异,以往的对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的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将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C鄄D 生产函数)和 Solow 模型结合起

来测算[18]。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海洋科技进

步测算过程中的变量选择、参数选取和方法改进

的研究层出不穷。 具体模型有:
Y = F(K,L) = A·K琢·L茁·着t (2)

a = y - 琢k - 茁l (3)
式(2)是典型的 C鄄D 生产函数。 式中: Y 为

海洋产出水平; A为海洋科技投入; K 为资本投入

量( 琢 为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 L 为劳动投入量

( 茁 为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 着 表示随个体时间

改变的扰动项。 式(3)为 Solow 方程,式中: a 为

海洋科技进步增速; y 为海洋产出增速; k 为资本

投入增速; l 为劳动投入增速。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海洋科技进步增速等于

海洋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和的余

值,根据殷克东、卫梦星[19鄄20] 等人的研究,本文在测

算海洋科技进步增速时取经验值 琢 = 0.35, 茁 =
0郾 65。 海洋固定资产投入量在海洋统计年鉴中并没

有直接相关的统计数据,本文参考乔俊果[21]等的做

法,用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量伊(海洋生产

总值 / 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海洋固定资产投入,对海

洋固定资产采用 7%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进行永续盘

存测算。 海洋劳动力投入量采用年度涉海就业人数

的近似估计。 最终测算结果见表 1。
表 1摇 2006 ~ 2015 年沿海 11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海洋科技进步指数

Tab. 1摇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ndex of coasta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序号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 天津市 -0. 271 0. 427 0. 393 0. 117 0. 425 0. 328 0. 222 0. 260 0. 163 0. 319

2 河北省 5. 717 1. 002 0. 810 -1. 662 0. 602 0. 217 0. 058 0. 022 0. 235 0. 171

3 辽宁省 0. 982 0. 477 0. 475 0. 147 0. 238 0. 424 -0. 019 0. 112 0. 075 0. 290

4 上海市 2. 542 0. 405 0. 519 -0. 269 0. 396 0. 104 0. 055 0. 041 -0. 015 0. 202

5 江苏省 2. 928 2. 458 0. 462 0. 926 1. 011 0. 482 0. 191 0. 051 0. 178 0. 922

6 浙江省 -0. 703 0. 276 0. 306 0. 251 0. 168 0. 292 0. 094 0. 062 0. 005 0. 231

7 福建省 0. 260 0. 318 0. 215 0. 207 0. 225 0. 276 0. 026 0. 120 0. 205 0. 211

8 山东省 1. 303 0. 708 0. 505 0. 166 0. 416 0. 207 0. 146 0. 081 0. 191 0. 358

9 广东省 -0. 108 0. 180 0. 563 0. 189 0. 269 0. 197 0. 229 0. 074 0. 202 0. 271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858 0. 166 0. 868 0. 240 0. 590 0. 191 0. 309 0. 250 0. 201 0. 394

11 海南省 0. 500 0. 446 0. 279 0. 066 -0. 106 0. 399 0. 163 0. 197 0. 011 0. 208

12 全摇 国 0. 708 0. 443 0. 440 0. 112 0. 335 0. 235 0. 116 0. 085 0. 136 0. 280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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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根据结构来看,2006—2015 年沿海 11 省、直
辖市和自治区的海洋科技进步增长情况大部分呈

现周期性波动趋势。 从空间层面来看,浙江、福建

和广东表现较为平缓,天津、辽宁、江苏、山东、广
西和海南的海洋科技进步增长在波动中下降,河
北和上海在计算期内的海洋科技进步增长波动幅

度较大,但在整个时间跨度内也呈现下降趋势。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海洋产业结构的变

迁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本文将海洋产业结构

调整分为合理化和专业化两个维度[22]。 其中,海
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ER)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的

Moore 指标,依据变动值的大小能灵敏的反映海

洋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其计算公式为:

M +
t = 移

3

i = 1
棕i,t棕i,t -1 / 移

3

i = 1
棕2

i,t 伊 移
3

i = 1
棕2

i,t -( )1
1 / 2

(4)
式中: M +

t 为海洋产业的 Moore 结构变化值;
棕i,t 为第 t 年第 i 产业所占比重, 棕i,t-1 为第 t - 1
年第 i 产业所占比重。 定义矢量即海洋产业份额

间变化的总夹角为 兹 ,则夹角 兹 越大,表明产业结

构变化速度越快,即:
cos兹t = M +

t ; 兹t = arccosM +
t (5)

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ES)主要用来测度海

洋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动程度。 本文采用

区位商指数来衡量海洋产业结构的专业程度,如
图 1 所示。

图 1摇 2006 ~ 2014 年沿海 11 省、直辖市、自治区海洋

产业专业化(ES)
Fig. 1 Specialization of marine industry in coastal regions

from 2006 to 2014

从 ES 值的空间演变看,上海、天津两市海洋

产业结构专业化程度较高,领先于沿海其他省市,
广东、山东、浙江和福建的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程

度处于中间水平,其他省市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

程度稍显偏低,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程度整体有

待提升。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有:淤

政府干预程度(Gov)。 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官员晋升博弈等因素必然会

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也是产生地域分割

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反映政府干预程度。 于要素配置比例(Rat)。 要

素的配置比例反映生产中资源的流动和分配,要
素配置效率决定着海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
盂人力资本水平(Lab)。 人力资本不仅是影响海

洋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 本文采用平均受教

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

2摇 结果与讨论

为了验证海洋科技进步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

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本文在计量面板

模型中运用逐步引入解释变量的方式来观察模型

系数和显著性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

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动,表明面板模型

所输入的数据比较稳定,进一步说明海洋科技进

步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效

应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检验结果见表 2。
从 8 组模型来看,判决系数 R2表明各要素对

GOP 有较好的解释意义。 由模型(8)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海洋产业结构的专业化调整和海洋科

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均通过了 1% 水平

下的显著性检验且具有一致的作用机制,而海洋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结果表明,中国海

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由海洋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

海洋科技的发展与提升,同时海洋产业结构从第

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调整所释放的“结构红利冶对

未来中国海洋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可

能的原因有:一方面,中国海洋经济增长情况与海

洋产业结构的转变相伴相生,呈现出经济总量增

长与产业结构演化此起彼伏的特征,即海洋经济

发展与不太匹配的海洋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

“结构性失衡冶;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受海洋经济发展惯性和投资政策的影响,资源的

配置效率和开发方式出现了扭曲,成为海洋经济

发展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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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沿海 11 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Tab. 2 Results of panel model estimation of coastal regions in China

lnGOP
SYS鄄GMM 面板模型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Tec
0. 2970***

(13. 08)

0. 2902***

(11. 42)

0. 2827***

(14. 60)

0. 2613***

(9. 55)

0. 2881***

(7. 06)

0. 1853***

(3. 50)

0. 2644***

(8. 46)

0. 2815***

(13. 50)

ER
-0. 0546

(-0. 10)

-1. 4313

(-0. 34)

-1. 9400

(-0. 57)

-1. 5287

(-0. 41)

-4. 3723

(-1. 48)

-3. 0704

(-1. 14)

-0. 2431

(-1. 38)

ES
-0. 1927**

(-2. 01)

-0. 0382**

(-0. 29)

0. 0045***

(0. 01)

0. 1280***

(0. 36)

0. 0197***

(0. 07)

0. 0184***

(0. 35)

Tec伊ER
0. 0479***

(3. 15)

0. 0537**

(2. 79)

0. 0419**

(2. 33)

0. 0616***

(3. 22)

0. 0582***

(2. 61)

Tec伊ES
0. 0061***

(1. 47)

0. 0002***

(0. 05)
0. 0013**(0. 25)

0. 0007***

(0. 13)

Gov
-0. 0057

(-0. 11)

-0. 0516

(-0. 67)

-0. 0542

(-0. 43)

Rat
0. 0003

(0. 05)

0. 0023

(0. 75)

Lab
0. 0027

(0. 31)

_cons
0. 0968***

(7. 06)

0. 0441**

(0. 10)

1. 7251

(0. 42)

0. 5657

(0. 19)

1. 6388

(0. 44)

-4. 3992

(-1. 49)

3. 0952

(1. 17)

-8. 5230

(-4. 24)

Adjust鄄R2 0. 4936 0. 5116 0. 5239 0. 5345 0. 5383 0. 5459 0. 5450 0. 5558

Sargan 0. 865 0. 869 0. 872 0. 877 0. 880 0. 895 0. 927 0. 959

Wald 0. 77 0. 79 0. 79 0. 81 0. 83 0. 84 0. 86 0. 88

注:1. 检验显著性水平 1% 、5% 、10%分别由***、**、*表示;2. 解释变量对应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3. 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整理

摇 摇 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和海洋科技进步的交叉

项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海

洋科技进步不仅能强化海洋产业结构专业化调整

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能有效改善海洋

产业结构调整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海洋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海洋科技进步的交叉项也通过

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海洋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调整对海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向影

响可以通过海洋科技进步与提升来化解。 上述结

论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动力已逐渐由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向海洋科技进步转换。
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一方面,中国海洋产

业结构并非具有服务化倾向的合理化,应在改善

海洋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慎重推进海洋产业之间的

转换,而非单纯的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另一方面,

相比较于海洋产业之间的跨行业调整,实现产业

链延伸、生产效率改进和产业价值链攀升更有利

于实现区域海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力资本

水平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均未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与劳动的投入

与积累在一定范围内对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增长

的促进作用有限,仍需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干预程度对中国海洋经

济增长的影响虽然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未
来的研究将进一步引入地理距离因素,考虑市场

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

3摇 结摇 论

(1)海洋科技进步增长情况具有周期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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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沿海 11 省、直辖市、自治区海洋产业结构已经

调整为“三、二、一冶的产业格局,海洋产业结构转

型和调整获得成效,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产业结构

调整空间越来越小,今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不仅

仅只关注三产占比的变化,更应注重海洋产业结

构升级转换,即海洋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实现质

量的跃迁。
(2)从海洋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海洋

经济增长间的作用关系看,短期内海洋科技进步

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海洋经济的作用关系存在较大

差异,从长期来看,上述两者对海洋经济的长期作

用关系都是一种积极、稳定的正向促进关系。
(3)减少影响要素配置的限制性因素,充分

重视海洋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与区域海洋经济增长

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效应,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

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
(4)海洋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科学分析

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效应,将提升海洋科技进步作

为最终目标。 实证结果表明,海洋科技进步能化

解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 同

时,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应重点关注海洋产业价值

链与技术链升级,提升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
(5)由于受统计数据限制,对海洋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调整和海洋经济增长分析只有近 9 a 的

统计数据,且囿于海洋统计指标口径不一、海洋科

技进步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统计指标不同,对三

者作用机制的分析随着海洋统计数据的逐步完

善,未来仍需做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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