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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关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效率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侧重服务业技术效率、服务业能源效率、服务业全要

素生产率研究，其中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对服务业能源效率的研究相对比较

薄弱。后续研究可在拓展研究内容、细化研究尺度、集成多学科分析方法方面加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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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来，服务业逐渐成为三次产业中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就业人员占比最高

的国民经济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服务业大发展是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需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亦强调，要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产

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2017
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提出要以信息技术和先进文化提升服

务业发展水平，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优化服务业发展格局，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率。梳理总结我

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能源效率问题相关研究，展望未来服务业效率研究发展前景，不仅可以

从学术层面把握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而且对我国未来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

一、服务业发展效率研究总体概况

学术界关于服务业发展效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研究维度和研究尺度两个方面。研究维度包括服务业

的界定与分类、效率指标选取、效率测度方法、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研究尺度涉及省域、城市、重点支

撑区域三类空间尺度。

（一）服务业发展效率研究维度

服务业的界定与分类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服务业的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方远平等（2008）归纳了国

外对服务业的分类标准，主要包括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辛格曼分类法、北美产业分类体系。在联合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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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产业分类法中，服务业包括11大类和19小类。在辛格曼分类法中，服务业包括4个一级分类和21个二级

分类。4个一级分类包括流通服务、生产者服务、社会服务、个人服务[1]。2013年，我国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1）对三次产业进行了分类，其中第三产业（服务业）包括15个门类。在此基础上，2015年
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特征的有关活动进行再分类，分为10个大类、34个中

类和135个小类。其中，10个大类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

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

生产性支持服务。

从服务业研究类型来看，2003—2017年，针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研究在整个服务业中占一半以上，在

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最为关注的是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除此以外，学者们还广泛关注了人

力资源服务业、软件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电信服务业、通信服务业、流通服务业、物流服

务业、国际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近年来十分热门的服务业细分行业。

服务业发展效率指标选取研究。指标选取主要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国内外学者对投入指

标的选取集中于考察资本投入要素、劳动投入要素、技术创新投入要素等方面，对产出指标的选取集中于考

察服务业的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两个方面。在考察资本投入要素中，由于缺乏服务业“资本存量”这一指

标的统计数据，国内大部分学者主要参考戈德斯密斯（Goldsmith）的永续盘存法加以核算[2~3]。在考察劳动投

入要素中，国内学者普遍围绕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4~5]。在考察技术创新投入

要素中，国内学者主要从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两个方面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6~7]。在产出指标选取中，国

内学者主要使用服务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以污染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加以考察[8]。

服务业发展效率测度方法研究。服务业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大体可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中，比

较常见的参数法包括计量生产模型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比较常见的非参数法包括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

法和厚前沿法。对于上述方面，丁田（2016）指出，指数法以不考虑无效率为前提，假设成本最小、收益最大，

由于不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适用于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据包络分析法放大了假设，考虑了无效率

的存在，主要适用于对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的测度；随机前沿分析法也考虑了无效率的存在，但它

还可以进一步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9]。

服务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研究。服务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涉及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

一般而言，企业层面是从微观角度，即企业内部寻找对效率的影响因素；区域层面是从宏观角度，即整个区

域发展的角度寻找对效率的影响因素；介于区域与企业层面之间的产业层面，则是从产业本身的发展情况

考察对效率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层面的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管理水平、规模

水平、服务水平、多样化程度、创新能力、人力资源水平；区域层面的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区人力资

本、地区科技进步、地区对外开放、地区政府干预、地区产业结构、地区城市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层

面的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的组织状况、行业聚集度、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行业所有制结构等。

（二）服务业发展效率研究尺度

服务业发展效率的省域尺度研究。关于省域尺度下的发展效率测度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考察东

中西部、海洋与陆地、省际之间、全国整体的发展效率差异与演化趋势。如王冉、马丁（2016）等考察了我国

中部6省创新发展效率，指出各省创新发展效率普遍较低，总体呈现东高西低趋势，得到了与彭树远（2014）
等相类似的结论[10~20]。

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城市尺度研究。关于城市尺度下的发展效率测度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

对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国家重点发展区域的地级市等城市的考察。如王雅伦（2015）考察了资源型

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效率；唐文狮（2015）、王兵等（2014）均考察了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发展效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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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2015）、王晓云等（2016）均测算了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并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比

较分析[21~26]。

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国家重点支撑区域尺度研究。关于国家重点支撑区域的发展效率测度研究，国内学

者主要侧重于对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三大经济圈对比研究的考察。如卢丽文等（2016）重点考察

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发展效率；赵立成、任承雨（2012）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效率进行了比

较评价[27~35]。

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一）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大

部分文献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法、SFA随机前沿分析法、TFP指数法等方法[36~40]。关会娟（2014）从时序变化特征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考察

了全国服务业效率后指出，一方面，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以2008年为分界点由平稳转向波动，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整体变化相对不大；另一方面，各省份之间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残余混合

效率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41]。邵帅等（2016）提出技术进步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且

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影响更加显著[2]。王恕立等（2016）将环境因素引入服务业生产率体系，对比了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服务业环境友好指数，提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忽

视环境因素会高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4]。丁田（2016）对西安市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考

察，提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9]。具体表述见表1。
表1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

作者

邵帅、阮向前、孔艳芳

王恕立、汪思齐、滕泽伟

陈艳莹、王二龙

唐甜、童光荣

关会娟

测度方法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生产

率指数

DEA数据包络分析法

希克斯—穆尔斯廷TFP指数法

Hicks-Moorsteen指数法

投入指标

服务业就业人数；从业人员工资；资

本存量

服务业分行业的年末从业人员数；资

本存量

受教育水平；资本存量

科研行业的从业人员总数和人均工

资数据；科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各省服务业历年从业人数；资本存量

产出指标

服务业TFP增长值

服务业分行业的增加值；非期望

产出：COD和SO2排放量

每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专利授予量（创新能力）和论文

发表数（科研成果)
各省份历年服务业增加值

（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多从区域层面考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从产业发展角度、政府干预

角度、城市化角度、资本结构角度、对外开放等角度进行研究。

在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分歧。纪明辉（2013）认

为，城市化进程加快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带动增加值比重提高的主要动力；推进当地城市人口自由流动，加

强农业生产力，对推动服务业发展以及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十分有利[42]。赵阳光（2015）进一步指出，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能使第一产业更加集中，促使大批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还能不断提高当地人力资

本和物质资本投入，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43]。申婷（2015）认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信

息运输机制能有效推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44]。然而，宋丽婷（2012）认为，只有人口增加的城市化发展反而

会阻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起数量层面的提升，城市化在质量层面的提高更加关键[45]。李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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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进一步指出，盲目的经济扩张和人口膨胀只是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从长远来看，

若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政府干预与政策支持加以辅助，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会随着城市化进程有所提高[46]。

在投资水平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面，根据投入对象和投入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

人力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人力资本普遍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纪明辉

（2013）指出，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愈高，理论知识愈多，其

实践能力就愈强，人力资本的增加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愈大[42]。兰佳驹（2015）提出，人力资

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加以考察[47]。二是环境治理投入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域产业，负外部性极强的环境污染不仅会恶化外部经济

环境，还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提高环境治理投入，能够有效抵消环境污染的负

外部性[48]。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治理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49]。三是科技创新投入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王志平（2013）认为，由于科技投入受企业内部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大，因此科技

投入对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50]。但大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科技投入的增加能够有效带来生产技术的

进步，降低企业内部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1~52]。

在政府干预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认为政府干预普遍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

负相关关系。纪明辉（2013）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某地区市场化水平愈低，地方政府干预相对愈频繁[42]。但

是地方政府干预不仅具有极强的双面性，还会受到政府干预动机、资源分配权利大小、官员任期时长、政府

干预时机等因素的影响。赵阳光（2015）指出，地方官员为了在短期内促进当地经济，获取较大政绩，会加大

控制力度，提高政府支出，刺激周边地区做出类似的行为。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仅会限制当地服务业自由竞

争力，还会给市场机制带来消极影响，从而降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43]。

在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方面，学术界存在十分明显的分歧。李建梅（2008）提出，外资的增加能够帮助国

内服务业克服在设计创新、管理创新、个性化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对服务业技术创新效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53]。关会娟（2014）也认为，各服务行业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

办法，激励国内各服务行业进行改革，促使其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41]。李淑敏（2015）和赵阳光

（2015）认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学习效应、技术溢出及关联效益。无论是直接获取研发成果，还

是间接的科学技术吸收，都能有效促进国内服务业从生产过程、管理过程、研究过程中获取核心技术，加强

资源配置，推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43][46]。李眺（2016）通过服务业进入壁垒、服务业非国有经济比

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三个指标衡量了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指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水平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整体相对滞后，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抑制作用[39]。纪明辉（2013）则认

为对外开放的作用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言相当微弱。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对外开放水平的外溢效应能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就我国服务业现状来看，除了部分较发达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服务业受产业特

征、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与贸易参与度普遍较低[42]。申婷（2015）指出，对外开放度的影响

不显著极可能是因为偏内向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更多体现在服务内容、流程以及基于价值链上的

资源整合环节，要达到变革性、实现科技成果与技术研发转化的服务活动还需要一个实践过程[44]。

在产业结构变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面，国内研究存在着一些分歧。刘卓聪等（2012）指

出，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促进了制造业向服务化、服务业向产业化的发展，制造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

收益而推动服务业价值链向制造业方向不断渗透与延伸，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4~55]。

李淑敏（2015）认为，工业化水平上升将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增加对服务业相关行业的技术要求，促进服务

业快速发展[46]。但宋丽婷（2012）在考察了河北省服务业后发现，工业化率越低，层次较低的工业反而能够更

好地与服务业实现产业融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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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业技术效率研究

（一）服务业技术效率测度

在服务业技术效率相关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服务业技术效率差异和变化

趋势，大部分文献采用SFA随机前沿分析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56~60]。田菁

等（2012）认为我国各地区金融服务业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整体较低且差距较大[61]。程慧平（2013）考察了我国

信息服务业技术效率，指出我国三大经济区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技术效率高于中部，中部地区

技术效率高于西部[62]。王铁山（2015）在扩大了我国各省区服务业技术效率的考察年份（1978—2012年）后，

得到了与程慧平类似的结论[57]。具体表述见表2。
表2 服务业技术效率测度方法

作者

周蕾

王铁山

丁田

测度方法

SFA随机前沿分析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

DEA数据包络分析

投入指标

年末就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各省区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资本存量

年末就业人员；信息服务业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

产出指标

服务业13个部门2005—2011年的行业增加值

各省区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
15个副省级城市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

（二）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技术研发、研发资本方面的考察。其中一些

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姚莉媛（2010）与丁田（2016）均指出，产业集聚水平、对外开放度与信息服务业技术

效率呈正相关显著，但是科技创新对信息服务业技术效率的作用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信息服务业发

展还不成熟以及我国技术创新水平较低[63][9]。丁田（2016）在此基础上指出，融资约束水平和行业专业化水平

也会显著影响信息服务业技术效率[9]。赵大伟（2012）指出，企业成立时间越早，企业资本负债率越高，技术

效率就会越高；国家资本的引入会降低企业的技术效率；FDI对我国服务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存在阻碍作用，

但是对中小型企业具有促进作用；劳动力质量与企业的技术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小，关系越显著[64]。

张自然（2012）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极为显著，实现途径是技术外溢和干中

学。对技术效率有较大阻碍作用的是财政支出[65]。周蕾（2014）提出集聚与专业化、对外开放、知识、研发与

创新能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进入壁垒和公司所有制因素对江苏省技术效率的提升存在着制约作用[56]。王

铁山（2015）指出，政府行为和城市化水平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程度较大，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市场

化水平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关联性较小。由此可见，存在较大分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对外开放度、人力

资本水平、科技研发与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57]。

四、服务业能源效率研究

（一）服务业能源效率测度

服务业能源效率相关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2016—2017年。大部分文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三阶段

DEA模型分析法、全局DEA-SBM模型分析法、基于包含碳排放的SBM与GML指数模型分析法等等。与服

务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是，服务业能源投入要素的选取不仅需要考察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

入要素，还要额外考察能源投入要素。在能源产出要素的选取中，不仅需要考虑期望产出，还要额外考虑非

期望产出，即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服务业污染气体排放量等。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包

括：杨恺钧等（2016）运用基于全局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物流业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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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要素能源效率，指出长江经济带物流业的生产扩张处于无效率状态，技术退步是长江经济带物流

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偏低的主要原因[66]。白雪洁等（2017）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BML指数法，对

比考察了2004—2012年我国27个制造行业与14个服务行业的能源效率，指出能源效应与技术进步是影响

服务业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产出结构效应与技术效率是导致服务业与制造业能源效率差距的主要原因[67]。

具体表述见表3。
表3 服务业能源效率测度方法

作者

白雪洁，孟辉

杨恺钧，毛博伟，胡菡

测度方法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GBML指数法

基于全局非径向方向距

离函数的GML指数法

投入指标

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服务行业固定资本存量；服

务业能源总消耗量

上一年度末期与本年度末期就业人数平均数；固定

资本存量；各类能源折标后的能源消耗总量

产出指标

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二氧化碳排

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产业增加值；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服务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

在服务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杨恺钧等（2016）考察了物流业全

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后发现，研发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提升应对物流污染的技术能力，从而拉动物流业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增长，而技术退步是导致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物流业全

要素能源效率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66]；白雪洁等（2017）构建了多期技术方向性距离函数，

指出能源技术高端应用和高效管理能够促进成本的降低，减少能源与劳动力消耗，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而

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能够通过依托技术进步改变其能源消耗方式，有效促进能源效率提升[67]。

具体表述见表4。
表4 中国服务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素

城市化水平

人力资本投入

科技创新投入

环境治理投入

政府干预

市场化水平

对外开放度

产业结构（工业化率）

产业集聚

影响程度

正相关

负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不确定

正相关

不相关

负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不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正相关

作者

纪明辉；赵阳光；申婷

宋丽婷

李淑敏

纪明辉；兰佳驹

聂玉立、温湖炜；汪锋、解晋；石风光；杨桂元、吴青青；刘和旺、左文婷

王志平

吴翔；石风光；赵昕、彭勇、丁黎黎

钱争鸣、刘晓晨；徐丽丽

纪明辉；赵阳光

纪明辉；赵阳光

李建梅；关会娟；李淑敏；

李眺

纪明辉；申婷

李建梅；李淑敏

宋丽婷

姚莉媛；刘中艳；任英华、樊帆、吴宏丹；周蕾；王惠、苗壮、王树乔

五、总体评价与研究展望

纵观学术界关于服务业发展效率相关研究成果，聚焦于服务业发展效率测度方法、服务业发展效率影

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本文考察对象主要为服务业技术效率、服务业能源效率及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率；研究维度以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围绕效率测度方法、效率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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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研究居多；研究空间尺度以全国范围和单一省市为主，对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国家重点发展区

域的地级市、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重点区域服务业效率研究的比重近年来大幅增加，但区域间对

比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大多采用了作为参数法的计量生产模型法和随机前沿分析参数法以及作为

非参数法的指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方法上的创新多围绕DEA模型和SBM模型加以拓展与延伸，譬如超

效率DEA模型、超效率SBM模型等等；投入与产出的指标选取趋于成熟，但是环境约束下的服务业发展效率

的测度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服务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存在一些分歧，主要体现在城市化

水平、科技创新投入、环境治理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化率等方面，其中，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效

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不显著三种结论，科技创新投入、环境治理投入对效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与

不显著两种结论，工业化率对效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与负相关两种结论。

今后，我国服务业发展效率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探索：

一是拓展研究内容。进一步研究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流通服务

业等服务业的效率问题，将研究范围广泛扩展到人力资源服务业、软件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

务业、电信服务业、通信服务业、流通服务业、物流服务业、国际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与现实和政策接轨的

服务业效率问题上来。

二是拓展研究尺度。加强对我国特大城市、地级市、县域、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带等空间尺度服务业发

展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多角度分析服务业发展效率的总体发展水平和时序演化特征。对比研究城市化水

平、科技创新投入、环境治理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工业化率等因素对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影响是否受区域异

质性影响发生改变，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是拓展分析方法。加强探索最新的空间统计分析法在服务业发展效率研究中的应用。分别从空间

关联性分析、空间影响机制、空间集聚分析、空间绝对β收敛分析、空间条件β收敛分析、空间俱乐部收敛分析

等方面对我国服务业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考察，对未来服务业发展趋势加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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