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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力资本与
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江

静

许士道

要：基于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3—2018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省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相关系数大致为 21.23%。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研究生人力资本和
创新驱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建议在扩大研
究生招生规模和增加创新投入的基础上，着重解决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协调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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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从武汉、长沙、成都等城市的人才引进
政策开始，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开始了“抢人大战”。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超过 100 个城市参与，且“抢
人”趋势仍在持续。纵观各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学
历通常是其政策内容的核心。
“ 抢人”的城市针对不
同学历的人才进行多重补贴：如落户政策、生活补
贴、住房补贴等，尤以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才为
首要引进对象，甚至对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才
取消落户的年龄限制，以进一步加快人才的引进。
人才是支撑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我国人口
红利日趋消失之后，人才红利的挖掘及争夺成为发
展的重要议题之一，而研究生教育则为人才红利的
实现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平缓，而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由于研究生教育通常
更注重知识创新和生产以及相关科研能力的培养，
因而可以通过更科学的方法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资
本，这也是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各地区人才
竞争的新格局下，研究生教育通过增加受教育者的
人力资本，为地区的创新型发展奠定基础，因而研究

生教育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当前
的研究生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践行“高端人才
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使得研究生教
育成为我国未来实现人才红利和创新发展最有效的
途径。不同于本科教育中对科学知识进行大众化传
播的方式，研究生教育模式是精英化、专业化教育与
大众化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而学科分工和学历分层
则是这种教育模式得以实现的基础［1］。
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社会分层实质上是不同主
体拥有的资源不均等带来社会地位的差异。由于社
会资源存在稀缺性，这种地位差异性会一直存在。
当社会分层的主流标准开始以学历为主时，学历在
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就愈加重要。事实上，尽管学历
并不能完全反映受教育主体的真实能力，但在信息
不对称条件下，学历却能具有强烈的信号显示作用，
其暗含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个人能力和人力资
本 水 平 ，并 赋 予 了 学 历 持 有 者 一 种 规 范 化 的 社 会
资格［2］。
研究分层理论的学者通常将职业视为个人社会
地位的综合性指标［3-4］。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
生学历体现了更高的社会认可度，由此产生了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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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职业壁垒，而研究生教育的分层筛选功能使得
层级以下的人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才能进入层级以
上。这种壁垒带来的差异意味着，拥有研究生学历
的群体将会通过较高的职业门槛获得相对更高的社
会阶层地位。由于未来就业市场上存在人才的供需
变化，而研究生和本科生存在不完全替代性，且随着
科技水平的提高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生学历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本研究在此基
础上尝试分析，以研究生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提
升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高效推动力。
通常认为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和
应用型人才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也是培育并释放人
口红利的主要方式［5］。那么，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人力
资本提升是否得到有效运用，其经济增长效应如何？
较早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
家舒尔茨（Schultz），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计算出美国
1929—1957 年 间 教 育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大 致 为
33%，自此开启了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教育乃至人力资
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6］。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
展，相关学者如 Lucas、Romer 等认为，经济发展的源
泉是内生的，相关的创新和技术水平由经济体的人
力资本水平决定［7-8］，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人
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并推动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
内生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并不会经历边际收益递
减，因而教育能够带来发展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研究生教
育的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得到重视。袁
本涛等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大陆地区的研究生人才存
量与相应的人才需求不匹配，难以实现研究生教育
的规模效应［9］。黄海军和李立国发现，研究生教育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11%，远低于物质资本的贡献
率［10］。李立国和杜帆计算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大致在 3%~4%，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尚有较大提升空间［11］。进一步的研究从
空间溢出视角出发，研究了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12］。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需要与其他不同的条件相
结合，才能释放出其经济增长效应。杨玉和赵哲的
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需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相协调，
才能更有效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2］。
王树乔等则证实，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研究生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逐步加强［13］。李立国和杜
帆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制度和人力资本相互耦合的
前提下，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会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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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显现［11］。也有部分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的
经济效应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
发展程度越高，相关的经济效应越明显，而当经济发
展程度较低时，研究生教育的经济效应会呈现出差
异性［14］。
从现有的研究上看，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人力
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开始得到重视，但相关研究仍
有拓展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通常使用研究生的
招生人数、研究生教育投入或研究生学历授予量来
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但实际上，研究生教育从招
生开始到实现经济效应存在较长的时滞性，且时滞
性各异。倘若以研究生招生人数或者学历授予人数
来衡量研究生人力资本，则只关注当期流量，忽略了
存量效应；其二，对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进行研
究，体现了对人力资本的应用，而区域内部的创新活
动是相应人力资本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
当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创新驱动将
会影响以研究生学历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过程。因此，本研究在考虑研究生人力
资本的同时，将创新驱动因素纳入考量，分析二者的
互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本研究选取了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
区（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2003—2018 年的
面板数据，建立如下模型检验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
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gdpit=β0+β1pgit+β2rdqdit+β3rdqdit×pgit+Xit+λi+μt+εit
（1）
其中，i 表示各个省市自治区，t 表示时间，λ 表示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μ 表示不随个体变化的时
间效应，ε 表示模型设定存在的随机误差项。
2. 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gdp 表示去量纲化处
理后经济增长。本研究使用各地区年度 GDP 来衡量
经济增长，并基于价格指数将各年度的名义价平减
为以 2003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同时，为了避免 GDP
量级上的差异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本研究
对变量进行去量纲化处理，具体处理方式为：gdp=
(gdp2003-gdpmean)/(gdpmax-gdpmin)，其中 gdp2003 表示以 2003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GDP，gdp 则表示去量纲化处理后
的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pg 表示研究生人力资本。本文
采用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占比来衡
量研究生人力资本。理由在于，尽管各地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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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力资本的绝对数值难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某个地区的就业结构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就业
者占比更高，则该地区的研究生人力资本要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且在当前的就业结构中，有较多的职
业类别仅面向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同时，研究生学
历拥有者较强的学习能力会强化这种就业结构，最
终带来较强的职业壁垒。因此，拥有研究生学历的
劳动者能够通过较高的职业门槛获取更高的社会地
位和收入水平。相较于现有研究的衡量方式，这种
衡量方法考虑了就业结构中的研究生存量，既避免
了使用研究生流量来衡量其经济效应带来的不足，
也避免了从研究生招生开始到毕业的时间滞后，还
能从跨期研究生人力资本积累和应用角度直接衡量
其经济效应，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rdqd 表示创新驱动，使用各地区的研发强度来衡量，
避免了因研发支出的绝对规模差异可能产生的影
响，数据来源于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同时，
为了衡量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之间的协同机
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在回归过程中加入了
二者的交互项。
X 表示控制变量集，包括：市场化程度 market，使
用各地区非国有劳动人员占比来衡量；固定资产投
资 ainvest，使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
并 平 减 为 以 2003 年 为 基 期 的 不 变 价 ；外 贸 依 存 度
open，使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 fdi，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表示，并折
算成以 2003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使用每公里公路承载的货运周转量来衡量。相关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变
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1

变量
2003

gdp
pg
rdqd
market
ainvest
open
fdi
infra

变量说明
经济增长
研究生人力资本
创新驱动
市场化程度
固定资产投资
外贸依存度
外商直接投资
基础设施水平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
均值
数
480 12 086.92
480
0.57
480
1.40
480
0.66
480 8 047.26
480
0.31
480 927.37
480
0.13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1 445.78 390.20 68 548
1.09
0.01
7.90
1.07
0.17
6.17
0.13
0.36
0.92
7 622.33 255.62 40 158.70
0.38
0.02
1.72
1 427.38 9.81 11 313.60
0.24
0
2.30

（二）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研究生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一结
论为我国扩大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比重提供了经验
证据。尽管研究生教育推迟了部分劳动者进入劳动
66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
0.0759** 0.0869*** 0.0949*** 0.0925**
研究生人力资本
(0.0297)
(0.0305)
(0.0287)
(0.0442)
0.1982*** 0.1938*** 0.1719*** 0.1712***
创新驱动
(0.0505)
(0.0485)
(0.0380)
(0.0380)
研究生人力资本× -0.0126** -0.0136** -0.0130*** -0.013
创新驱动
(0.0051)
(0.0051)
(0.0046)
(0.0080)
-0.021
-0.083
-0.083
市场化程度
(0.1149)
(0.1178)
(0.1183)
-0.0333*
-0.027
-0.028
固定资产投资
(0.0192)
(0.0185)
(0.0187)
-0.141
-0.140
外贸依存度
(0.0865)
(0.0846)
-0.018
-0.018
外商直接投资
(0.0287)
(0.0286)
0.006
基础设施水平
(0.0647)
-0.3609*** -0.112
0.041
0.043
常数项
(0.0752)
(0.1481)
(0.1674)
(0.1741)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480
480
480
480
调整后的 R2
0.784
0.787
0.807
0.806
F
32.797
42.301
80.971
138.975

注：*p<0.1，**p<0.05，***p<0.01，括号内列示的是稳健标准误。

市场的时间，但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够显著增加受教
育者的人力资本，也使得高学历的研究生更有能力
运用前沿知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持有研究生学
历表明个体劳动者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相关的劳
动个体在进行生产时更能通过“干中学”
“ 职位匹配”
等方式提升其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加其拥有的人力
资本。因而，就业结构中的研究生人力资本越多，经
济增长水平越高。从估计系数上看，研究生人力资
本每增加 1%，则经济增长水平大致可提升 0.0925%。
创新驱动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经
济增长。创新驱动水平增加 1%，则经济增长水平大
致增加 0.1712%。在我国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作
用逐步减弱的现实背景下，以创新带动科技进步成
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一结果证明了我国
加大科技投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合理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
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尽管
此抑制作用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变得不显著，
但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变量与交互项的联合
显著性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且结合前几列的回归
结果可以认为，此抑制作用是显著存在的。这一结
论似乎与常识相悖，但是结合我国当前科技研发的
产出效率和产学研相结合的现状，这一结果却也不
无道理。2018 年，中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教授指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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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超过 30%，距离发达国
家 70% 左右的转化率存在较大差距，科研投入和产
出存在脱节现象① 。从科技成果应用上看，我国当前
的产学研现状也存在脱节现象，我国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科研活动呈现出“科研孤岛”的特征，众多科研
单位孤军奋战和重复研发的成果大量涌向技术市
场，造成了脱离需求的技术供给现象。一方面由于
科技产出和科技应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另一方
面在于科技成果的供给方需求方之间存在供需错
配，表现为科技产出得不到市场认可，而市场主体的
高科技需求又得不到满足，供需脱节导致了二者之
间的不协调发展。当就业结构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
劳动者逐渐增加时，相应的高科技成果需求会逐步
提高，而创新驱动的供需错配带来的失衡，使得拥有
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无法高效发挥其潜在的生产效
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化网络的建
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区域间人口和
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地区壁垒逐步被消除，市场分
割现象也逐步得到缓解，人力资本和创新活动的经
济影响也逐步呈现出了跨地区的特征。本研究进一
步分析，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是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
间 外 溢 特 征 。 为 此 ，本 研 究 通 过 建 立 空 间 自 相 关
（SAR）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此问题进行验
证，模型设定如下：
gdpit=τ0+τ1gdpit-1+ρwi'gdpt+β1pgit+β2rdqdit+β3pgit×
rdqdit+X'+λi+μt+εit

（2）

壮族自治区的对应矩阵元素为 1。回归过程中对矩
阵进行标准化处理［15］。
在回归分析之前，本研究采用 Moran 指数对变量
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公式表示如下：
n
n
w ( xi - x ) ( xj - x )
∑
i = 1∑j = 1 ij
I=
（4）
n
n
S 2∑i = 1∑j = 1 w ij
- 2
n
2
其中 S = ∑i = 1 ( xi - x ) n 表示样本方差，wij 为
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在进行
Moran 指数检验时，本研究考虑变量在空间上可能存
在的正反双向相关关系，因而在检验过程中进行双
尾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济增长（gdp）
莫兰指数
0.198
0.198
0.194
0.193
0.193
0.195
0.195
0.193
0.188
0.188
0.190
0.192
0.194
0.199
0.201
0.204

z值
2.039**
2.039**
2.009**
2.001**
1.999**
2.021**
2.017**
1.996**
1.959**
1.955*
1.965**
1.989**
2.011**
2.049**
2.074**
2.096**

Moran 指数检验

研究生人力资本
创新驱动（rdqd）
（pg）
莫兰指数 z 值 莫兰指数
z值
0.174 2.343** 0.036
0.778
0.171 2.284** 0.069
1.135
0.167 2.224** 0.098
1.504
0.193 2.386** 0.164
2.184**
0.066
1.799*
0.183
2.326**
0.070
1.948*
0.215
2.577**
0.078 2.153** 0.168
2.105**
0.066 2.031** 0.173
2.209**
0.093
1.692*
0.210
2.504**
0.076
1.343
0.237 2.697***
0.134 2.040** 0.257 2.841***
0.094
1.701*
0.273 2.957***
0.079
1.356
0.286 3.040***
0.067
1.367
0.275 2.913***
0.124 2.310** 0.248 2.623***
0.105 2.467** 0.254 2.724***

注：***、**和*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除了被解释变量的 Moran 指数外，本研究同时汇报了
ìgdp it = α 0 + α 1 pg it + α 2 rdqd it + α 3 pg it × rdqd it +
核心解释变量的 Moran 指数作为参照。从 Moran 指
ïï
X'+ λ i + μ t + ε it
í
数的检验结果上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
ïï
2
（3）
ε
=
ϕm'
ε
+
ν
,
ν
~N
σ
I
(
)
i t
it
it
n
空间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指数在 20% 上下波动。由
î it
其中 gdpit-1 表示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滞后项，gdpt 于相邻省份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均存在较强的相
表示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w'表示设定的空间权重矩 似性，因而发展的路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阵的第 i 行，X'表示控制变量集，包含的控制变量与 同时，相邻地区的政策也更容易出现正向外溢性，在
发展过程中地区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模仿效应，这
上述分析相一致，m'表示扰动项空间矩阵的第 i 行。
关于空间权重矩阵 W 的设定，本文采用相邻矩 表现在各地区经济增长的 Moran 指数的显著正相关
阵表示，其中矩阵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表示为：若 i 地 性上。同样可以看出，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
与 j 地相邻则对应元素为 1，否则为 0。考虑到海南省 也在大部分年份中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从结
与任一省份均不相邻，但海南省与广东省和广西壮 果上可以看出，变量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
族自治区的距离较近，且经济往来愈发密切，因而， 关性，因而分析其空间相关性是合理的。相关回归
本研究的相邻矩阵中，设定海南省与广东省及广西 结果如表 4 所示。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 30%》，详见：http：//m.china1baogao.com/dianping/20180211/2425866.html。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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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列示了本研究的空间相关性的分析结果，为
了便于对比，本文同时列示了基础回归的结果。根
据对数似然值检验原则，空间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
度优于空间误差模型，因此本研究以空间自回归模
型为基准进行分析。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空间滞后项
的系数 ρ（rho）显著为正，这表明本研究考查的空间相
关性是存在的，从滞后项的系数可以看出，相邻地区
间的经济增长大致会有 21.23% 左右的空间相关性，
这与 Moran 指数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从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看，研究生
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但
估计系数较基础回归有所降低，表明研究生人力资
本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正向“漏
出”。原因在于，当前有形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无形的
信息化网络建设使得地理空间上的绝对距离被相对
缩短，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更多表现为跨区域流动，与
此相关的要素市场分割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缓解。由
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对人力资本应用和技术平台的要
求更高，更容易出现跨地区流动，其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 效 应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漏 出 ”，从 0.0925 下 降 至
0.0531。同时，以创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驱动力不仅
会带来直接的空间要素流动，同时还会通过“示范效
应”和“学习效应”间接提高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而言，创新驱动对临近地区的间接推动作用可
能占据主导，这使得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的直接“漏出”水平不高，从 0.1712 下降至 0.1527。而
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交互项的系数依旧显
著为负，这表明即便考虑空间相关性，区域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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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不协同机制仍然存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使用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3—2018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研究生人
力资本和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
用，但是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驱动的互动作用对
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二，相邻地区间的经济
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相关系数大致为
21.2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
新驱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为
正，但促进程度有所下降，而研究生人力资本和创新
驱动的互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旧显著为负。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加强我国当前就业结构中的研究生
比重，实现研究生人力资本的积累，我国的研究生教
育要注重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既要将当前的
高等教育结构向上移动，逐步扩大研究生招生的规
模，也应优化研究生培养的结构，注重研究生培养方
式的多元化，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深层次人力资本，推
进研究生人力资本由量到质的转变。
第二，在实施创新驱动方面，要加大各地区的科
研创新投入，尤其要突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地
位，增加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创新投入，抢占科技
高地，提升创新驱动的质量。国家层面上，要统筹谋
划地区间创新驱动发展的长期布局，深化地区之间
的创新体制协调机制，实现创新驱动空间溢出
表 4 基于空间相关性的回归结果
的积极联动。由于创新驱动发展中存在较高
双向固定
空间自回归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
效应模型
的不确定性，因而各地区要给予区域内部的创
研究生
0.0925** 0.0534*** 0.0531*** 0.0589*** 0.0541***
新活动一定的容错率，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
(0.0442)
(0.0131)
(0.0159)
(0.0151)
(0.0167)
人力资本
搭建企业、高校、政府互通互促的桥梁，
0.1712*** 0.1846*** 0.1527*** 0.2031*** 0.1703*** 力度，
创新驱动
(0.0380)
(0.0127)
(0.0129)
(0.0173)
(0.0130)
切实做好对创新行为的保护，引导创新成果
研究生人力资
-0.013
-0.0099*** -0.0080** -0.0119*** -0.0091***
落地。
(0.0080)
(0.0029)
(0.0033)
(0.0031)
(0.0034)
本×创新驱动
第三，针对当前的创新驱动成果与应用之
控制变量
YES
NO
YES
NO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间可能存在的不协调问题，要加强创新主体之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间和成果应用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既提升科研
-0.3609*** -0.2775*** -0.4171*** -0.2985*** -0.5170***
常数项
经费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也要完善科技研
(0.0752)
(0.0413)
(0.0615)
(0.0453)
(0.0635)
0.3924*** 0.2123*** 0.5074***
0.1246
发与市场主体需求之间互动机制。高校、科研
rho / lambda
(0.0386)
(0.0498)
(0.0710)
(0.0818)
院所和研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需要技术市
样本数
480
480
480
480
480
2
场以及合作协议的“验收”，使得科技成果最终
组内 R
0.7467
0.7812
0.6907
0.7733
对数似然值
670.7676
712.2261
642.6687
704.6965
实现落地。因而，创新驱动中的科技研发要着
注：*p<0.1，**p<0.05，***p<0.01，括号内列示的是稳健标准误。
眼于市场上研究生人力资本应用的需求，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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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搞研发要远胜于带着独立研究成果找市场，因
为从源头上接触市场能够使产学研过程更加高效，
与其“推着船去找海”，不如从根本上让科技创新活
动服从于市场需求［16］，彻底解决科技创新成果与市
场应用之间的脱节问题，形成从市场需求开始，途经
科技研发，最终落地到市场应用的产学研相结合的
科研生态链。
（江 静，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南 京 大 学 商 学 院 教 授 ，江 苏 南 京
210093；许士道，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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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an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JIANG Jing

XU Shidao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and innovation-driven on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th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and innovation-drive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in the regions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about 21.23%. After taking spatial correlation into account, the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and innovation-driven
sti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local regions,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declined to some ext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on the basis of expanding the scale of graduate student enrollment and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the problem of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and innovation-drive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mphatically solved.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of graduate;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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