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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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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经济实力提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自身

发展特点决定了高等教育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达到两者协调状态。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确定代表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指标，通过对辽宁省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辽宁省的高

等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两者的协调性有待改善。应通过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和增加人才储备的方

式等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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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为首的经济学家从人

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他计算出美国 1929-1957 年间高等教育的投

资收益率为 11%；丹尼森对 1929-1985 年美国经济

增长也进行核算，其中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13.7%；科马洛夫对1960-1975年间前苏联的教育

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计算结果为 37.1%［1］。近年

来，王伟、杜学诗、刘宇辉、叶茂林等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探索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结果都表

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对

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投资的高收益

率刺激了全世界的范围内对高等教育大投入的热

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近20年来，世

界上很多国家在高等教育成本快速增长、成果转化

滞后的现实下，大量投入的结果并没有换来高的回

报率，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对高等教育投资裹足不

前。高等教育投入的回报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从

眼前利益来看，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基础设施、能源

和材料等建设上，能够很快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

展，但是如果没有高等教育作为支撑，则很难可持

续发展，从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出发，高等教育的

投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又可能会影响到区域的

短期发展。

如何平衡区域发展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

键是能够确定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

题。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微观和单个省域层

面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进行的研

究。从全国的宏观层面，学者们研究了高等教育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针对性”这一促进两者

协调发展的观念［2］，有研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是不平衡的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

系［3］［4］，而且我国各区域的经济与当地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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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匹配度和协调性较差［5］；从区域的微观层面，通

过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高等

教育超前或滞后的现象并存，并就如何提高经济和

高等教育的协调程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6］；从单个

的省域层面，肖翔的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的高教与

区域经济协调的总水平比较低［7］。

以上研究虽然关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且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但是研究采用的

是横截面数据，大多数停留在某一个或几个年份上

进行的分析，没有从历年的变化趋势来考虑。同

时，以往的研究都没有为“协调”提供一个定量化的

标准，而定量化地解读“协调”，是解决高等教育与

经济之间关系的关键。本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对辽

宁省近十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其发展

趋势的分析和对“协调”的定量化解读来探讨区域

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基本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表示国内大小不等的地区经济，即地

域经济，是在某一特定经济区域内部的社会经济活

动和各种经济要素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地域性综合

经济体系［8］。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之间经济发

展水平存在差异，而省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特殊

表现形式，在省域范围内，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探

讨各种资源的配置不仅符合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框架，而且也能够充分反映我国省域经济自身的特

点，因此本文中的区域经济专指省域范围内的经济。

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与经济之间具有相

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主要包括教育

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实力的关系、教

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教育与物质生产过程的

关系等［9］。由于有这些关系的存在，因此世界各国都

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用全面、辩证、发展的观点来

分析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

应，协调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周

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并且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因此相对于经济

发展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满足当前经济与社会发

展需求的同时，还要着眼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因此，

“协调”就是高等教育要比经济发展“适度超前”。

什么叫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潘懋元先生

在《新编高等教育学》中对“适度超前”的阐述是“所

谓超前,只能是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经过努力所能做

到的适度超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

育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既不能落后于经济发展水

平和速度，也不能超过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财政总支

出的能力［10］。

目前将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理解为，相对

于经济的发展而言的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发

展。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就是

要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

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还有的

研究者认为“适度超前发展”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加速发展所产生的人才需求拉动以及国民经济发

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潜力，可

以考虑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经济增长的

速度，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适当超前于经济的发

展，留出一个人才培养的周期和形成一定的人才储

备，以便在现代化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不会出现专业

人才的巨大短缺，避免在经济高潮迭起之时高等教

育出现超越自己承载潜力的外延式扩张［11］。

虽然这些学者都从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速度

的角度来考虑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问题，但是

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所以

这种适度的超前是难以计算的。并且由于经济的

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要受到政治环境、文

化环境和政策环境的约束，如何能够控制这些因素

来分析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呢？

我们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将一个区域定义

为一个省域，那么这种适度的超前就是一个省域内

的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全国排名的相互协

调，即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排名要适当

高于经济发展指标的排名，这样我们通过比较某个

区域的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排名就可以看

出其协调发展的情况。

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提取

要通过排名来定量研究某个区域的高等教育与

经济发展是否相适应，我们需要两组数据来分别代

表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和经济的发展状况。由于

代表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有很多，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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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多指标中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本研究采

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来判断出哪些高等教育指

标和经济指标具有相关性，通过相关程度来确定用

什么数据来代表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一）典型相关分析基本理论

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方法又称规

则相关分析，是利用综合变量对之间的相关关系来

反映两组变量之间的整体相关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

法。它把多变量与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转换为两

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在两组变量中提取有

代表性的两个综合变量，利用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来反映两组指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

典型相关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两组变量间是线

性关系，每对典型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每个典型

变量与本组变量之间也是线性关系；典型相关还要

求各组内变量间不能有高度的复共线性。典型相

关两组变量地位相等，如有隐含的因果关系，可令

一组为自变量，另一组为因变量。

典 型 相 关 会 找 出 一 组 变 量 的 线 性 组 合

X* =∑aixi与Y* =∑bj yj ，称为典型变量，以使两个典

型变量之间所能获得的相关系数达到最大，这一相

关系数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ai 和 bj 称为典型系

数。如果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后再进行上述操作，得

到的是标准化的典型系数。

本文要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

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两组数据来分别代表经济发

展状况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对于反映经济发

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很多，但是一般研究通用

的指标主要包含：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包括地方财

政支出（X1）、居民消费水平（X2）、人均GDP（X3）和

第三产业比重（X4）；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包括

高校数量（Y1）、教职工数（Y2）、在校学生数（Y3）和

生均教育经费（Y4）。

代表区域经济发展的4个指标和代表高等教育

发展的4个指标从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讲，需要经济

发展的指标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之间具有相关

性。这里的相关性不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而是

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这种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需要使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如果将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投入组指标，将高

等教育发展的指标作为产出组指标，我们采用典型

相关分析对投入组指标和产出组指标的相关关系

进行分析，依据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提取符合条

件的典型变量对，然后分析投入组典型变量与原始

投入组指标的相关性及显著性水平、产出组典型变

量与原始产出组指标的相关性及显著性水平，从而

提出哪些是和典型变量相关性较高的指标，用这些

指标来代表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二）相关性分析

Zx1到 Zx4是 Z标准化处理后的4项投入指标，

对应于原始x1到 x4指标，Zy1到 Zy14是 Z标准化处

理后的4项产出指标，对应于原始y1到y14指标。通

过运行语法得出多项典型相关的分析结果：典型相

关系数、简单相关系数、典型相关冗余分析等。表1

是典型相关系数及其检验，共得到4对典型变量，以

0.05为显著性水平，4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1.000、0.973、0.807、0.713，从表1可以看出，只有第一

对典型相关系数是显著的，故选择第一对典型相关

变量做进一步分析。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

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这也表明投入和产出具有较

好的相关性，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Spss18.0在典型相关分析过程中自动生成了投

入典型变量和产出典型变量，通过投入变量和产出

变量的相关程度可以剔除与典型投入变量相关程

度较低的投入变量，同理也可以剔除与产出典型变

量相关程度较低的产出变量。基于此思想，我们分

别用Spss18.0进行 4个投入变量与第一个典型投入

变量、4个产出变量与第一个典型产出变量的相关

性分析（见表2）。
表1：典型相关系数和显著水平

表2：投入变量、产出变量与典型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序号

1

2

3

4

典型相关系数

1.000

0.973

0.807

0.713

显著性水平

0. 000

0.058

0.187

0.115

投入变量

地方财政支
ZX1

居民消费水
ZX2

人均GDP
ZX3

第三产业比
ZX4

典型相关系数

1.087

10.498

-13.169

-0.912

产出变量

高校数量
ZY1

教职工数
ZY2

在校学生数
ZY3

生均教育经费
ZY4

典型相关系数

0.613

1.810

-3.118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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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以看出，在经济变量中，第一个典型变

量 的 标 准 化 典 型 系 数 为 1.087、10.498、- 13.169、

-0.912，所以第一对典型变量的表达式为：

Cv1-1=1.087zx1+10.498zx2-13.169zx3-0.912zx4

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 GDP 对这一典型

变量的影响比较大。

在教育变量中，第一对典型变量表达式为：

Cv2-1=0.613zy1+1.810zy2-3.118zy3-0.213zy4

这说明在校学生数和教职工数对这一典型变量

的影响非常大，而学校数量、生均教育经费对其影

响较小。

因此，第一对典型变量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和人

均GDP对在校学生数和教职工数的影响比较大，而

对学校数量的影响较小。根据这一结论，可以将居

民消费水平、人均GDP和在校学生数、教职工数四

者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三、辽宁省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性分析

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是否协调主要是通过

其投入产出指标来表现的，从代表投入指标的人均

GDP和居民消费水平来看，辽宁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 29.15%和 26.7%，而代表产出指标的在校学生数

和教职工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6%和 2.33%，投

入指标的增速明显超过产出指标，并没有呈现出高

等教育适度超前于经济的协调状态。从投入和产

出指标在全国的排名来看，近10年间，辽宁省居民

消费水平平均位列第8.2，人均GDP平均位列第7.9，

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平均位列第11.1，教职工数平

均位列第9.4。无论是单一指标还是分别代表经济

发展的投入指标以及代表高等教育的产出指标，都

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领先于高等教育发展。这一

结论违背了我们定义的协调，即高等教育适度超前

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辽宁省的区域经济与高

等教育发展是不协调的。在表 3 中我们还可以看

出，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排名都呈上升

趋势，说明辽宁省的经济是快速发展的，但是相应

的在校学生数和教职工数的指标排名并没有上升

的趋势，总体上还略有下降，这说明辽宁省的高等

教育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要达到高等教育发

展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辽宁省的高等

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四、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我国的国

情，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

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国家宏

观调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区域

化发展，因地制宜地选择与当地经济相协调的高等

教育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的局面。为了实现辽宁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

局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观念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

我国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在近十

几年中迅速扩张，规模的扩大，必然需要更多的资

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时

期，每年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但是，中国的

经济增长也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主要表

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

入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因此这种增长方式曾

被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12］。我

表3：辽宁省10年内经济与教育部分指标排名（2004-2013年）

年份
排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平均值

人均GDP

9

8

8

9

9

9

8

8

7

7

8.2

居民消费水平

8

8

9

9

8

8

8

7

7

7

7.9

在校学生数

10

10

11

11

11

12

12

12

11

11

11.1

教职工数

6

6

9

10

10

11

11

11

10

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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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改革初期，廉价的非熟练农村劳动力大量向

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

个主要推动因素。但近年来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

平均教育程度上升、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而产业

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需

求则上升。这些改变意味着，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

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社会

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如果高等教育

的发展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拖经济发

展的后腿。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

人才的储备情况和区域的创新能力，一个区域如果

没有良好的人才储备，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转换，

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模式就难以更

新，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直接制约了区域的人才储备

和创新能力，因此说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关系到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辽宁省的国内专利申

请授权量指标在全国的排名情况看，除了个别的年

份，辽宁省多数年份的排名都在10名以下，近几年

则在15名左右徘徊。辽宁省的国内专利申请排名

与经济排名有较大的差距，说明辽宁省的创新能力

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在观念上重视高等

教育的发展，才能够推动辽宁省人才储备和创新能

力的提升，带动辽宁省经济的转型和腾飞。

第二，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经费是高

等教育发展的命脉，毫无疑问，政府教育经费的持

续增长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辽宁省教育的投入情况来看，从2009-2013年，辽

宁省的人均GDP不断增长，经常性财政收入也不断

增加，但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增长速度却相对缓

慢，并且生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比率在逐年下

降。2009年和 2010年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率都低

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虽然2011年和2012年

在国家硬性要求下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 GDP 的

4%，预算内的教育经费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到了

2013年辽宁省人均GDP增速为 9.44%，财政收入增

长率是8%，而教育经费拨款增长率却下降了5.2%，

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比率降到40%以下，比2009年

下降了15.19个百分点。数据充分显示出辽宁省在

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不够，

甚至在下降，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高等教育发

展乏力。因此，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

力度。

第三，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辽宁作

为教育大省，教育资源丰富，拥有115所高等院校。

但是辽宁省和其他东北地区一样，难以留住高层次

的人才，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

们的人才政策明显落后于南方省份，尤其是落后于

苏州、青岛和深圳等城市。如辽宁省对于本科生、

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住房补贴都是300元/人/月，而杭

州和青岛的住房补贴都是在400元-600元之间，深

圳的补贴更高，博士生达到了1000元/人/月。除了

政策补贴之外，辽宁省近年来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既低于经济和高等教育都较发达的地区，也低于四

川、安徽、陕西等经济发展落后于辽宁省的地区（见

图1）。因此，政府应为本省优秀毕业生营造良好的

就业环境，做到事业留人、情感留人、政策待遇留

人。对于外来优秀人才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大

力支持和鼓励优秀人才来省择业、创业，将省内人

力资本充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地区经济和高等

教育服务，促进地区发展。

图1 部分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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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高等学校要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从国

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

扩大，世界各个国家政府拨款占高等学校总经费的

比例都在下降。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开始，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对于高等学校的经费拨款占总经费

的比例就开始下降，联邦政府的拨款从1980年占学

校总经费的12.8%下降到1995年的11.1%，州政府拨

款从1980年占学校总经费的45.6%下降到1995年的

35.8%，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在15年中下

降的幅度超过了学校总经费的10%。

在政府经费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大批公立

大学近年来入不敷出，除了吸引付全额学杂费的中

国和其他外国学生以外，也群起仿效名牌私立大学

向校友募捐，以填补学校亏空。

我国的高等学校在计划经济时期都是政府包揽

一切的。现在，虽然高等学校已经成为独立的法

人，能够自主地行使权力，但是我们的学校普遍缺

乏面对市场的能力和魄力，难以在市场中找到更多

的资源和支持。因此，高等学校首先要提高自我发

展的能力，逐渐减少对财政性资金的依赖程度，更

多地面对市场、依靠市场，从市场中获得资源。同

时要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加大科研成果转化的力

度，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多地获得社会和

校友的支持与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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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and Higher Education
JIANG Hua，WANG Jing，WU Xiaolin

（1.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mology，Dalian Liaoning 116024；2.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169；3.Liaoning Province Shiyan North High School，Shenyang Liaoning 110148）

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strengt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determine that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s economy moderately，so that the both achieve the state of

coordination. The study uses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to define the representative index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lags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at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needs to

be improved after analyzing 10 years data of Liaoning Province. Suggestions，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talent pool，are giv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oth.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higher educ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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