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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进程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且不同地区的要素市场化程度也很不一致，这不但阻碍了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造成了技术进步迟缓、经济结构失衡等不利影响。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要素市场扭曲

的内涵、原因、测度方法以及经济社会影响分别进行归纳性述评，挖掘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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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其中

经济层面的主要任务在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约

束。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一个功能完善、健康运

行的要素市场，而我国的要素市场由于受到政府的

过度干预而处于扭曲状态，不仅限制了资源的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还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为

此，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的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

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

制。”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改革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

增长成果能否维持，也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与走

向，是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关于要素市场

扭曲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角度较为

分散，分析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差

别。因此，本文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和简

要述评，以期为其他学者提供参考。

一、要素市场扭曲的内涵及形式

要素市场扭曲是指市场不完善导致生产要素

难以得到有效利用，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其本质在于生产要素无法被分配到使用效率最高

的部门或企业。Magee指出，要素市场扭曲主要有

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和要素价格差别三种

形式 [1]。张杰等基于对我国要素市场的分析，又加

上了要素价格低估这一形式 [2]。其中，要素流动障

碍可理解为市场分割，而其余三项可统一概括为价

格扭曲。

由运输成本、制度约束、政府干预等造成的生

产要素难以在区域间、产业间、部门间自由流动的

现象被称为要素市场分割，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劳动力市场。早在 20世纪 70年代，Doeringer和
Piore便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提出了二元劳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

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前者收入较高、工作稳定、具

有良好的晋升机制，后者恰好与之相反，并且存在

着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的非经

济壁垒 [3]。随后，多位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实证检

验，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极为普

遍 [4]。就我国而言，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全实

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更加复杂，既包括了从

计划经济时期便比较突出的城乡分割，也包括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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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新

二元结构”[5]。此外，不同所有制间、不同行业间、不

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收入也存在显著差距，同工不同

酬问题较为严重。

要素价格扭曲是指要素价格结构无法准确反

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导致价格机制在资源

配置中的失效。价格扭曲又可分为绝对扭曲和相

对扭曲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某种要素的实际价格对

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的偏离，若价格较高则表明

存在正向扭曲，反之则是负向扭曲。相对扭曲是两

种或多种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的比较，可用来衡

量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效率。已有充分研究表明，

我国的土地、资本、劳动、能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均

存在明显的负向扭曲，并且两种主要要素中资本价

格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价格[6~7]。此外，价格差别现

象在我国也比较普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不

同所有制企业的要素使用成本存在差异，例如国有

企业在资金可得性和价格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8]。

可以看出，要素价格扭曲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由价格因素引致的资源配

置缺陷。而当前的研究对两个概念的区分并不明

确，甚至存在混用的情况。由于要素价格扭曲的数

值相对容易计算，部分学者将其作为要素市场扭曲

程度的替代指标，造成了研究结果的片面和失准。

二、要素市场扭曲的原因

学者将要素市场扭曲的原因分为两大类，其中

内生性扭曲是指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由市场

自身所引起的要素非最优配置，主要包括了外部

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原因。而政策性扭曲是

政府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导致市

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研究的主

要对象是政策性扭曲。

仅就我国而言，要素市场扭曲既有历史原因，

也有现实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建国初期政府为

推动工业化进程而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

战略，但其发展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在资

源短缺的背景下依靠市场机制显然无法解决这一

问题。为此国家采取了计划经济手段，通过人为压

低要素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方法为重工业发展创造

条件，同时为了限制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流动而出

台了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改革开放后，产

品价格的市场化取得了快速进展，而要素市场的改

革进程较为迟缓。在现实层面，财政分权制度和官

员晋升锦标赛模式使得各地政府普遍重视当地

GDP的增长[9]，为吸引外来投资，地方政府往往会提

供土地价格优惠、税收减免等相关政策，从而造成

要素价格的低估。此外，大量国有企业以及国家的

产业政策也是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原因[10]。这

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了就业、社保等

非生产性任务，为使其存活下来政府需要给予一定

的补贴，而这主要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的。

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虽然能够促进新兴产业的快

速发展，但会造成社会资源向特定产业过度集中，

这不但干扰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容易引发产能

过剩、恶性竞争等问题。

三、要素市场扭曲的测度方法

随着实证方法的逐步完善和相关数据的日益

丰富，对要素市场扭曲的研究开始从理论向实证发

展，而实证分析的关键就是对扭曲程度进行准确的

衡量。现有文献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 生产函数法。这种方法主要用来测算要素

价格扭曲，也有学者将其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替代

指标。其逻辑为首先测算出各要素的边际产出，然

后与对应的要素价格相比，如果比值大于1，说明要

素应得大于要素实际所得，要素价格被负向扭曲，

反之要素价格被正向扭曲[11]。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

生产函数的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采用C-D生产函数

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这两种形式，或在此基础上加

以改进，如王宁和史晋川考虑到要素产出弹性随时

间的变动，因而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时变

弹性生产函数模型[7]。

下面以最基本的 C-D 生产函数为例进行说

明。假设生产函数为 Y = AKαLβ ，那么要素边际产

出分别为：

MPK = AαKα - 1Lβ =αY/K
MPL = AβKαLβ - 1 = βY/L
资本价格为 r，劳动价格为w，则两种要素的价

格扭曲 distK =MPK /r ，distL =MPL /w。其中，α 和 β

的 值 可 根 据 ln Y = ln A +α lnK + β ln L + u 回 归 得

出。尽管C-D生产函数形式简单，但它存在单位替

代弹性的强假设，直接使用可能产生估计的偏误。

除函数形式外，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方面也存

在诸多差异。例如企业层面的测算往往将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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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劳动变量L，而资本变量K包括了固定资产

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产出变量Y则有销售收入、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等选择。此外，资本和劳

动价格的计算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导致研究

结论的差异。总的来说，生产函数法含义明确，计

算简单，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细节问题。

2. 生产前沿分析法。其基本思路是测度最优

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实际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

之间的差距，从效果方面衡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

度，包括了参数化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非参

数化的数据包络法（DEA）。前者能够考虑环境变

化和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的影响，但要对生产函数

和随机项的概率分布进行设定；后者不需要对生产

函数进行任何假设，但忽略了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

的影响[12]。

Skoorka通过估计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方法首次

关注了整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扭

曲程度，在对61个国家的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算后

发现，产品市场扭曲要整体大于要素市场[13]。盛誉

以1998—2001年为研究时段，利用SFA方法对我国

要素市场扭曲进行了跨地区和跨行业的研究，结果

表明扭曲程度都比较严重 [14]。赵自芳和史晋川以

1999—2005年全国 30个省（市、区）的制造业为样

本，采用DEA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技术效率

损失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如果消除产业组合的技术

非效率，则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提高近30个百

分点；此外，各地的产业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15]。

前沿分析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把扭曲分解成配

置扭曲和技术扭曲两种，但它只能估算要素市场的

整体扭曲程度，无法对各类要素扭曲进行区分。并

且采用 SFA和DEA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

致，甚至差别很大。

3. 市场化指数法。这一方法主要基于樊纲等

人编制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以要素市场

市场化进程间接反映其扭曲程度。例如张杰等通

过比较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设计了

四个测度指标，分别是（各省级地区产品市场市场

化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指

数、（各省级地区总体市场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市

场化指数）/总体市场市场化指数、各省级地区要素

市场市场化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指数以及各省级

地区要素市场市场化指数/总体市场市场化指数[2]。

林伯强和杜克锐认为张杰等的方法会抹平地

区间要素市场的相对扭曲，因此将各地区要素市场

发育程度与样本中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最高者之间

的差距作为扭曲的代理变量，即

distit = [ ]max( )factorit - factorit
max( )factorit

*100
其中 distit 为各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factorit

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16]。

市场化指数法不仅能够对要素价格扭曲进行

分析，还包含了要素流动障碍的相关信息，能够综

合反映我国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但与生

产前沿法类似，其只能估计要素市场整体扭曲程

度，并且对于市场化指数的依赖程度较高。

除以上三种方法外，相关文献还涉及一般均衡

法和影子价格法。例如，Zhuang就采用了可计算的

一般均衡（CGE）模型对我国要素市场进行研究，发

现 1983年我国经济在价格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大

量扭曲，其中多数非农部门中劳动价格高估，而资

本价格低估[17]。由于一般均衡法假设要求严格，且

需要大量数据运算，因此应用相对较少。

四、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社会影响

要素市场扭曲不但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还会

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现有

的研究主要从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展开，

下面分别进行梳理。

（一）微观企业层面

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企业在生产活动中

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源配置，自主选择各种

要素的使用量和比例结构，要素市场扭曲所造成的

流动障碍和价格失衡势必会影响企业的要素选择，

进而改变其生产经营活动。当前研究对象主要包

括企业的出口活动和研发活动。

1. 要素市场扭曲刺激我国企业出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

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出口型企业。究其原因，低廉的生产成本是我国企

业的最大优势。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要

素价格严重低估。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选择生产

尽可能多的产品，并通过出口来扩大市场。

张杰等通过分析 2001—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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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确实激励了我国企业的出

口，但大部分扭曲收益却并未被本土企业所获得，

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多处于价值链低端，并不能

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同时为获取廉价要素而付出

的寻租费用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2]。施炳

展和冼国明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并得出类

似的结论，同时还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

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入世后表现更加明显[11]。

此外，要素市场扭曲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也

有所差异。其中，对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出口的促

进作用大于本土私有企业，而对国有企业出口则表

现出抑制作用。耿伟从出口多元化的角度拓展了

这方面的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提升了我国企业

出口多元化水平，特别是产品多元化水平，这一促

进作用对新出口企业、私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和政

府补贴企业更为显著[18]。

关于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现有文

献所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并且研究内容逐步深入

和细化。近年来，随着我国要素市场的不断完善，

价格扭曲现象得到部分纠正，导致我国企业的生产

成本有所上升，出口优势相对减弱。在此情况下，

如何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改变过去依

赖价格竞争的出口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

2.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从事研发活动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但研

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并且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在要素市场扭曲的条件下，被压低的

要素价格可以使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占据优势，并

获取高额利润。因而企业会密集地使用有形要素，

而较少有动力去进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此外，由

于资源的配置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决定着哪些

产业或企业能够享受优惠，这会激励企业从事寻租

活动来与政府建立联系，这不但占用了企业的研发

资金，还会进一步削弱其创新的动力。张杰等使用

2001—2007年工业企业样本进行检验，证明了要素

市场扭曲确实会抑制企业的R＆D投入[19]。戴魁早

和刘友金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高

技术产业的R＆D资本投入，而促进了R＆D人力投

入。不仅如此，要素市场扭曲也是导致地区间R＆

D投入差异的重要因素[20]。

除这种直接作用外，要素市场扭曲作为一种基

础性环境变量，还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行为逻辑和

决策反应，导致一些已有结论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

检验。杨洋等就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

了重新研究，并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效应，

结果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会削弱政府补贴的有效性，

且这种削弱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因此，政府在制定创新鼓励政策时需要对要素市场

扭曲这一影响要素加以细致考虑[21]。

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一方面直接削弱了企

业的研发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其他变量的作用

间接阻碍了企业创新。直接效应的逻辑关系相对

简单，且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当前关于间

接效应的分析仅考察了政府补贴这一个因素。由

于企业研发投入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

因素在传导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扭曲的作用，因

而进一步拓展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研发的间接

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宏观经济层面

要素市场扭曲不但会对企业的生产投资行为

产生影响，还会在宏观层面危及经济的发展与稳

定，这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技术进步

的迟缓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衡。

1. 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近年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一个研究热

点就是资源错配的作用，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

Heish和Klenow基于企业数据的研究，他们发现如

果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

平，则我国的TFP可以提高30%～50%[22]。随后，国

内学者纷纷以HK模型为基础就资源错配对行业

TFP、经济整体TFP的影响展开研究，发现资源错配

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3~24]。

资源错配的根本性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扭曲

和价格机制的失灵。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会使企业

面临不同的要素成本，享有价格优惠的企业会大量

使用要素直至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相等，这导致了

在位企业间边际产出的差异，即狭义的资源错配；

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还会影响到企业的进入退

出决策，部分高效率的潜在进入者由于要素成本过

高而无法进入市场，部分低效率的在位企业由于享

有要素价格补贴而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存活，这两项

都抑制了整体TFP的提升，即广义的资源错配[25]。在

实证研究方面，毛其淋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分

析，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不仅抑制了单个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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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还显著降低了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

贸易自由化对要素市场扭曲具有一定程度的矫正

作用 [26]。盖庆恩等基于 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

数据研究发现，资本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

制主要源于在位企业间的资源错配，而劳动力市场

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则主要在于其对企业

进入、退出的影响[25]。

2. 技术进步迟缓

一般而言，一国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

和国际技术溢出两种途径。其中，企业是自主创新

的主体。如上文所示，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企业的

研发投入，进而使得自主创新难以有效进行。另一

方面，国际技术溢出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消费、生

产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而对其技术的吸收、复制

和改进，这一过程主要通过跨国公司来实现，而东

道国的要素市场环境显然会对外商投资产生一定

影响。冼国明和徐清通过分析 2004—2009年中国

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劳动力市场扭曲降低

了工资水平，但同时也意味着投资风险的提升、劳

动力就业意愿以及资本边际产出的降低，从而抑制

了FDI的流入[27]。此外，在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地区，

政府可能会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的目的而向其提供

廉价要素，使得外资企业在市场中遭遇不公平竞

争，这进一步抑制了外商的投资动机。

除抑制FDI流入外，要素市场扭曲还会阻碍国

外高技术产品的进口。这是因为得益于被压低的

要素价格，国内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生产，并

且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价格优势，最终抑制

对国外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使得本国无法吸收

国外产品中含有的技术知识和研发成果。李永等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确实会阻碍国际

技术溢出，其作用机制除抑制外资流入外，还包括

了中间品进口抑制效应和政府控制要素定价权力

背景下的专利申请挤出效应[28]。

3. 产业结构升级乏力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迟缓

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合理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

产业结构雷同、产能过剩严重、增长方式粗放等方

面。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资源

配置不当，导致生产要素集中于某些特定行业（甚

至是落后的产能），而新兴产业和技术难以得到有

效发展。鞠蕾等发现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竞争性

的招商引资会扭曲要素价格，进而对企业的投资决

策和市场退出产生不当的激励，使得企业投资过度

集中，最终引发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过剩的产

能会占用大量的生产要素，使得新兴产业得不到足

够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造成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29]。

林伯强和杜克锐通过分析我国 1997—2009年的能

源使用效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落后产能退出和

企业研发投入的阻碍共同导致了粗放增长模式的

锁定效应，因而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16]。

我国产业升级迟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业

发展滞后，工业实际高度化不足，重工业比值偏

大。这一方面是由于要素市场扭曲阻碍了技术的

进步，另一方面在于市场扭曲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

有所差别的。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政府干预资源

配置的目的就是优先发展工业，因此包括压低要素

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显著促进了工业的增

长。谭洪波指出工业相比于服务业会更加密集地

使用土地、资本、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等要素，因

而能够从扭曲的要素价格中获取更多收益，他通过

对2002—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行业面板数据进

行计量分析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

长，但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30]。除此之外，当前地方

政府为了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和带动就业会对某些

产业提供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具有高产出等特

点的重工业自然就成为地方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

首选目标。夏晓华和李进一采用重工业总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扭曲，通过测算

1980—2009年间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并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资本、劳动、能源的价格扭曲均会导致

产业结构扭曲，其中以能源价格扭曲为甚[31]。

4. 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收入差距过大，

其中包括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这些

问题都可以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我国要素市场分割的特征比较明显，不

同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要

素市场扭曲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进

而造成了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

差距。同时地方分割使得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

素）的跨区域流动较为困难，导致这种差距有不断

扩大的趋势[32]。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是

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存在政策限制，阻碍了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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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视使得农

村居民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就业机会。蒋

含明通过空间面板协整方法研究发现，本省的要素

价格扭曲不仅直接拉大了本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距，还会通过空间外溢性间接提升邻近省份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水平[33]。在贫富差距方面，劳动力价

格低估使得劳动收入远低于资本收入，不但造成贫

富差距的拉大，还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张

曙光和程炼通过建立模型对此展开分析，说明要素

价格扭曲会导致财富从一般部门向行政性垄断部

门转移，以及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转移[34]。

5. 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

口，而消费明显不足。对此，学者从经济结构转型、

金融抑制和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进行了解释。其

中，政府干预所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是一个微观且

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被压低的要素价格会激励

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素价格扭曲

会导致收入分配扭曲，即企业的高利润和劳动者的

低收入，进而造成企业投资火热和居民消费疲软的

双重局面。

徐长生和刘望辉从劳动力市场扭曲出发，利用

1998—2005年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对现期消

费存在消极影响，但会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35]。陈

彦斌等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资本市场的

利率管制进行研究，发现其同样会刺激投资和挤压

消费 [36]。王宁和史晋川以修正的 Ramsey-Cass-
Koopmans模型为基础，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

行综合研究，发现两种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均会增

加投资、减少消费，并且劳动价格扭曲的作用力更

大[37]。除上述文献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素市

场扭曲对投资消费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例如冼国明

和石庆芳利用2000—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

数据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和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过高或过低

的要素市场扭曲都不利于地方投资增加[38]。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要素市场扭曲问题愈来愈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多位学者从要素市场扭曲的原

因、测度以及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这在理论上是

对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假设的放松以及对市场扭曲

后果的分析，在现实层面则表现为对政府作用的总

结与反思。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凸显的

局势下，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者们

也从多个角度证明了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会对经济

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转轨阶段，

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而市

场自身的缺陷又使得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因此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既要纠正要素市

场扭曲，发挥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又要保证

政府有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至于如何在

现实中平衡二者，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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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WEI Peng-fei1, WEI Xin-yue2

（1. Tianjin Branc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Tianjin 300040,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in the factor market in China seriously lags behind that in the product market, and the degree of marketiza⁃
tion of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also inconsistent. This not only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causes the adverse progres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reason, measure method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distortions of the factor market,
draw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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