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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域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事业经费支出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
省际高教经费支出的收敛与空间依赖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全国高教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变化显著，不存在稳定的σ-
收敛；全国及西部地区高教经费支出增长率与期初支出水平呈反比例变动关系，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中部和东
部区域不存在俱乐部收敛。为此，应提高欠发达省域高教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这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财力资源均衡
配置的进程；同时，也应注重相邻省域高教经费支出增长速度、高教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对省际高教经费
支出收敛的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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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基于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及收敛的实证分析

笮夏 焰 崔玉平

2001-20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始终保持着较

快发展速度，到2002年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跨入了

15%的大众化门槛，2012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

模达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1]尽

管中国高等教育在新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发

展的省际差异和非均衡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效率与公

平问题，一直颇受社会大众及专业研究者的关注。
而开展教育经费省际差异及收敛趋势的研究，有利

于把握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由非均衡向均衡化方向

转变的态势，积极探索高教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

区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缘起

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时，国内

学者多以省级行政区域的高等教育经费支出为研

究对象，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来观测省域横截面的静

态差异、时序变化动态及相关影响因素。

刘亮运用泰尔指数方法测算了高等教育经费支

出的省域差异，研究发现，1998至2004年间经费差异

呈扩大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和东中西部区域

间差异是构成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主要

因素。[2]李祥云认为，扩招后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投入

省际差异都要明显大于扩招以前，且没有出现收敛

迹象，分解结果还发现，生均投入的总体差异主要是

由组内差异引起的，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

异贡献率最大。[3] 胡耀宗运用基尼系数法计算1998-
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生均经费差异，结果表明地方普

通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支

出和生均经费总支出都呈扩大趋势，也没有出现收

敛迹象。[4]冯云和王维国认为，在1995-2008年间，省

际高等教育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存在收敛

现象，反映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先上升后下

降的过程，基尼系数在2004年左右达到最高值。[5]

关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国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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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从教育经费的区域分布差异及其时序变化态势

入手，大部分研究结论认为，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差异

明显，省域之间不存在收敛效应，经费投入水平的影

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省级政府财政负担能力、
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等。此外，有关的收敛性研究

大多关注地方高等学校经费存量的离差随时间推移

的发展态势，而鲜有关于省际高教经费增量变化及

影响因素的研究。顾佳峰在关于基础教育财政收敛

的研究中，发现在引入空间相关变量后省际经费趋

同性加强，[6]因此高教经费的收敛性研究也不可忽略

空间因素的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2001-2010年间高等教育经费支

出存量上的静态差异及时序变化；其次在经济收敛

理论的指引下，验证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量上的收

敛性；最后把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

府财政努力程度和空间特征等变量作为影响经费增

量变化的重要因素引入回归模型，考察相关因素对

省域高教经费增长及其收敛趋势的影响。

二、高等教育经费增长收敛及空间因素的分析

框架

（一）理论基础
1.经济收敛理论

通常有三种经济收敛概念。σ-收敛是指不同经

济体间人均收入或劳均产出水平的离差随时间推移

而趋于下降的分布状况，用于揭示经济存量水平差

距缩小的趋势；β-收敛指期初人均收入或劳均产出

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趋向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情况，

用于揭示经济增量变动速度不同导致差距缩小的情

况。β-收敛又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前者

指每一个经济体的收敛性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仅取

决于初始经济水平，由于初始经济水平低的经济体

以更快速度增长，导致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差距自行

缩小，所有经济体的收入或产出水平最终都会达到

完全相同的稳态增长速度和增长水平；后者指每个

经济体都根据自身特征、沿着不同的增长路径、朝各

自的稳态水平逼近，即使存在收敛态势也不一定会

导致绝对收入或产出水平趋同。俱乐部收敛则指单

一经济区域内部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绝对β-收敛，

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经济差距的情况。[7]

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都属于绝对收敛范畴。[8]β-收

敛是σ-收敛的必要条件，σ-收敛是β-收敛的结果。
上述经济收敛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高等教

育资源的省际配置问题。如果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差

异随时间推移而趋向缩小，则说明存在σ-收敛；如

果省域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速度与期初经费投入

水平之间呈现反比例变动关系，则说明存在β-收

敛；如果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各自内部省际高等教

育经费支出呈现绝对β-收敛，而三大区域间经费支

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存在俱乐部收敛。不同

形式的收敛状况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含义，σ-收敛和

绝对β-收敛意味着省际差异将自行缩小，经费支出

水平最终会相同；条件β-收敛提醒决策者必须加快

满足落后地区高教经费增长所必须的条件，才能使

落后地区赶上发达地区，实现高教财力增长趋同；俱

乐部收敛则反映省际经费投入可能存在“马太效应”
和空间依赖效应。

2.空间效应理论

如何理解省际高等教育资源收敛性的空间效

应？有学者认为，单一省域会主动对相邻省域的高

教投入决策作出同步反应，他们往往会在调整自身

投入水平时，参考周边邻居省域的同种投入水平。如
果存在空间效应的话，基于OLS的经典回归估计将

不再是可靠无偏，而应该在回归模型中考虑控制空

间效应。[9]如果实证结果表明在检验省际高等教育

经费增长速度是否存在收敛现象的回归模型中，存

在显著空间效应，则说明空间邻近性对省域高教经

费增长速度具有显著影响，就应当充分发挥高水平

省域的辐射带头作用，努力促进高教经费增长的收

敛与均衡。
（二）变量筛选
1.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y）。高等教育经费根

据实际用途通常分为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

费，后者年度波动较大，并且经费支出较经费收入更

能反映高等教育财力配置的实际水平。为了便于省

际间的比较，本文以“普通高等学校实际生均事业经

费支出”作为反映省域高等教育财力投入水平的变

量。以下简称“生均高教经费支出”。
2.高等教育规模(x1)。杜育红把各省区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分为地域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受益型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分别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人

数与每万人口中大学毕业生数来测量地域型高等教

中国省际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及收敛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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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水平与受益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10]显然“每

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人数”更能反映省域高等教育

的实际发展水平，又因为该指标数据容易获得，因

此，选取后者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水平的变量。
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RP） 指标更能客观地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水

平。对于地区高等教育财力而言，人均GRP的高低也

能反映地方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撑与需求

拉动程度。
4.政府高等教育财政努力程度（x3）。一般把公

共教育经费占国家GDP或GNP的比例，视作衡量一

国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指标；而把教育财政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评价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努

力程度的指标。自我国提出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拔

款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以及实施高等教

育成本分担制度以来，预算外生均支出省际差异较

大。沈百福、[11]刘泽云[12]等在研究中曾以预算内教育

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教育财政的努

力程度。本文以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

出占普通高等学校事业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财政努力程度的指标。
生均高教经费支出（y）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2002-2011）》，高等教育规模(x1)数据

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

计年鉴》，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x2)数据依据相关

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年末地区生产总值与

年末人口数之比计算得出，②高等教育政府财政努力

程度指标(x3)为《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中

“分地区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与“分地

区普通高等学校事业费支出”的比值。高等教育经费

支出数据为经过以2001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折

算后的实际值。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Stata11.0与Geoda1.4.1软件作为分

析工具。
（一）省际高教经费支出不存在稳定的σ-收敛
σ-收敛的度量方法有标准差法、变异系数法、泰

尔指数法和基尼系数法，[13]本研究主要采用加权变异

系数法和基尼系数法。
表1中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01-2010年，我国

省域普通高校实际生均事业经费支出加权均值呈逐

年上升趋势，标准差也趋于上升，表明伴随着省域生

均经费支出水平逐年提高的态势，其绝对差异呈扩

大趋势。加权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的曲线图（见图1）
显示，省际生均经费支出的相对差异呈现阶段性波

动，收敛和发散交替出现。基尼系数在2005-2008年

间、加权变异系数在2005-2009年间表现出较长时

间的σ-收敛，此后两条差异曲线的末端均出现了明

显的翘尾现象，表明差距又开始拉大。原因之一可能

是2003-2008年间，教育部启动的第一轮高校教学

水平评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为达到评估要求的教学条件，原本投入不高的省域

明显加大了经费投入，由此直接促成了省际高等教

育经费支出差距缩小。但是，这些政策性投入不具有

持续性，随着评估活动的结束，省际高教经费支出差

距再次有所扩大。因此，总体上看，2001-2010年间

省际高教财力投入不存在稳定的σ-收敛。

表1 中国省际普通高校生均事业费支出差异统计

图1 中国省际普通高校生均事业经费支出差异的变动趋势

（二）全国范围及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中
东部地区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根据经济收敛理论，可用方程（1）的回归模型，

检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绝对β-收敛和俱乐

部收敛：

方程（1）

其中T=9，yi2001代表i省期初（2001年）普通高等学

校实际生均事业经费支出，yi2010代表i省期末（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实际生均事业经费支出，期初与期

末相隔9年，用比值的对数值除以9换算成年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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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如果β＜0且显著，则说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

在2001至2010年间存在绝对β-收敛。
表2中的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国以及西部

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如果不考虑其他影

响因素，全国范围及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如

果这种收敛趋势继续下去，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差距

将通过收敛效应逐步自动消除。对于收敛系数β的

绝对值来说，西部地区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部

地区收敛速度要大于全国收敛速度。中部及东部的

β系数t检验统计量均不显著，回归方程也未通过显

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表明中部和东部地区高等

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没有显著发散或收敛迹象，不存

在显著俱乐部收敛趋势。

注：**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中数值为t值。

表2 2001-2010年全国及三大区域的绝对β-收敛检验

（三）控制空间因素后，高教规模扩张和经济增
长对β-收敛的影响更大

实际上，影响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收敛性的因素

不只有期初水平，在绝对β-收敛检验模型中加入其

他影响变量，即得到β-收敛扩展模型：

方程（2）
其中，β2、β3和β4分别是各省期初高教发展规模

（x1i2001）、经济发展水平（x2i2001）及政府财政努力程度

（x3i2001）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三个变量对

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速度的影响，而β1的变化也

能反映各解释变量对收敛性的影响，与绝对收敛模

型中的β值相比，如果β1显著小于零且绝对值明显增

大，则说明引入的因素对收敛有显著促进作用。根

据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方程（2）中加入反映

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变量或空间误差变量，用于检

验空间效应对增长速度或收敛趋势的影响，于是有

方程（3）。

方程（3）

其中，ρ和λ分别表示空间滞后项系数和空间误

差项系数，如果ρ=λ=0，说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

速度和收敛效应不受空间因素影响；如果ρ显著不为

零，而λ=0，表明存在空间滞后效应；如果ρ=0，而λ显

著不为零，表明存在空间误差效应。Wij为依据空间

邻接关系（相邻为1，不相邻为0）而建立的空间权重

系数。
利 用GeoDa1.4.1地 理 数 据 分 析 软 件 ， 建 立

“Queen”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增加广东、广西为海南

的邻居，增加海南为广东、广西的邻居，采用经典最

小二乘法对方程（3）进行回归估计。方程中依次引入

高教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努力程度

等变量进行回归，则得到如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引

入回归系数显著的变量，重建模型4进行回归，同时

检验空间效应，以判断采用何种空间回归模型，回归

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中数
据为t值。

表3 扩展β-收敛模型OLS回归结果

由表3可见，模型3中政府财政努力程度变量的

回归系数β4不显著，方程解释能力也很低，因此，在

模型4中只引入表示高教发展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模型解释能力提高，F
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提升。
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收敛系数β1均

显著为负，且有所增大，且明显大于表2中β系数值，

表明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在模型1、模型2以及

模型4中，高教发展规模变量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

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表明上述变量对经费支出

增速存在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如果高教扩张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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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速，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收敛速度也会加大。
31个省域高教经费支出年均增速的单因素空间

自相关全局Moran's I指数为-0.057，P值为0.442，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省际高教经费支出增速不

存在显著空间滞后效应，即ρ=0。表4中的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基于模型4的OLS回归残差的空间自相关

检验结果显示，Moran's I（err）统计量为0.200（P=
0.021），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并且，稳健

LM (err)统计量为5.644（P=0.018），通过了5%显著

性水平下的检验，说明在误差项上存在空间依赖性。
因此，在模型5中引入空间误差项变量，采用极大似

然法估计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中的参数。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中数
据为t值。

表4 扩展β-收敛模型的OLS与ML回归估计结果

由表4可见，基于ML的空间误差回归“模型5”的
回归结果普遍优于经典OLS回归“模型4”。模型5中

空间误差项系数λ显著不为零，表明邻接省域关于

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残

差Moran's I检验结果为-0.010（P=0.377），已消除残

差中空间自相关性；对数似然值更大、AIC和SC检验

值更小，似然比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5显

著优于模型4。模型5中空间误差项系数λ显著为正，

表明误差冲击在空间上具有正的波及效应，对邻近

省域产生同方向误差冲击。空间误差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的影响，也可以解释为是邻近地区被解释变量

和解释变量的联合影响。[14]

进一步比较回归系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在加入

空间误差项变量后，收敛系数β1的绝对值明显增大，

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

也随之增大。这说明：（1）导致高教经费支出增长速

度变化的因素有多个，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和

模型中遗漏的与因变量相关的变量，如难以量化的

人文环境与政策变量等，都会对省域高教经费支出

增长速度的变动产生影响；（2）误差项上的空间自相

关效应促使省域高教经费支出的收敛速度加快，与

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教经费

增速的正向影响也加大；（3） 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

采用经典OLS回归模型，可能低估了解释变量的影

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收敛理论和计量模型，分析了2001-
2010年间省域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差异及收敛

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依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

1.2001-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

平逐年提高，但是省际生均经费支出的绝对差异呈

扩大趋势，而相对差异出现明显的阶段性波动，收敛

性和发散性交替出现，差异曲线末端出现翘尾现象，

这说明不存在稳定的σ-收敛，这一现象提醒我们需

要防止省际差异继续扩大。
2.绝对β-收敛检验表明，在2001-2010年间，全

国范围及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速度与期

初支出水平呈反比例变动关系，存在显著的绝对β-
收敛现象，即期初年生均支出水平越高，期间年经费

支出增长速度越慢；期初年支出水平越低，期间年经

费支出增长速度越快；并且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大

于全国平均水平。绝对收敛模型也验证，如果假以时

日，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省域间高等教育财力投入有

望实现均衡。
3.西部地区内部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存在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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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01年每十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依据《中国教育年鉴（2002）》中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数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0）》历年人口数据

计算得到。

②2001年GDP数据采用第一次经济普查后修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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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导向下的现代大学组织变革———基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实践

The moder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reform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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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315175）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Its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university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The existence of social service
oriented to our lack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change problem, research US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 reformpractice, the better our local universities to play the socialservice function, has certain referenc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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