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生产能力渊生产力冤是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已经

比较成熟但又永恒的重大课题袁它是人们进行生产

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袁 也是劳动产出价值的能力遥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袁它包括具有一

定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尧以生产工具为主

的劳动资料袁还包含了科学技术遥 生产力表现在生

产上需要有生产主体尧主体的生产行为及生产行为

的结果渊劳动产出冤遥 对于流通能力渊流通生产力或

流通力冤的研究袁我国著名流通经济学家高涤陈 1980
年底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野流通生产力冶的概念袁他认

为流通生产力是一种社会把产品从生产领域运送

到消费领域的能力袁流通生产力与生产领域的生产

力之和才是完整的社会生产力遥 [1]高铁生认为对于

一个流通企业来说袁流通力既是一个总量也是一个

效率的概念袁是其在行业内部与其他企业竞争的全

部能量袁是其全部竞争力的总和遥 [2]另外袁也有一些

学者对流通能力的构成及评价进行了研究袁如洪涛

和郑强认为城市流通力由总量指标尧 经济效益指

标尧发展水平指标尧现代化程度指标尧政府支持指标

和对城市经济贡献指标六个部分构成遥 [3]孙薇构建

了包括物流力尧商流力尧信息流力尧资金流力尧规模

力尧发展力尧贡献力七大类指标的地区流通力体系袁
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的流通力水平

进行了测度和比较遥 [4]通过以上研究袁我们知道流通

能力与生产能力之和才是完整的社会生产力袁 一个

社会的生产能力必须与流通能力协调发展袁 经济体

才能健康尧持续尧有效运行遥但到目前为止袁还未见流

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发展的实证成果遥基于此袁本
文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

生产能力进行测算袁并借鉴俞彤晖和郭守亭 [5]对我

国流通能力评价的数据袁 对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

调发展的机制及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实证研究袁 以阐

明我国不同地区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发展的程

度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遥
二尧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渊一冤生产能力决定流通能力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我国古代袁 社会生产

力水平非常落后袁为了提高生产力袁历代统治者大都

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袁 且由于工业革命迟迟未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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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生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卖方市场袁所以在

很长时间内生产都居于主导地位袁流通处于从属于

生产的次要地位遥 新中国建立以后袁随着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袁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占绝对

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袁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步

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遥 但至今这一体制

在我国尚未完全建立袁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袁我国

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袁因
此相当长的时期内袁发展生产尧提升生产能力在我

国仍然是第一位的袁生产对流通具有决定作用遥
渊二冤流通能力影响和决定生产能力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袁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袁我
国乘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袁生产力取得了迅猛

的发展遥 为了保障我国生产力健康尧持续尧快速发

展袁 我国政府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遥 现如今袁商业已成为了时代的基

本特征袁促进产品交换以实现产品价值成为了企业

和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袁 流通变得越来越重要袁流
通的作用已不仅是简单地将商品由生产领域转送

到消费领域遥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袁企业为了获取竞

争优势袁势必会越来越重视流通袁在很多领域流通

已发展成为先于生产进行的活动袁对生产起到了决

定作用遥 对于流通的重要性地位袁冉净斐和文启湘

认为流通产业的增长潜力巨大袁流通产业对优化产

业结构尧增加就业以及保障国家安全都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袁流通产业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6]赵娴认为只有通过流通袁商品才能实现

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袁流通过程是商品价值运动和使

用价值运动的统一袁随着社会生产力与市场经济的

进步与发展袁流通的地位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袁甚至

对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遥 [7]

渊三冤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要协调发展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袁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工

作的商人阶级袁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

分工遥 不断演进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持续提

升和剩余产品的日益增多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城

市经济逐步发展起来遥 时至今日袁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袁但由

于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袁导致我国流通领

域的发展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遥 而一个健康的经济

体系流通和生产应该协调发展遥 对此袁恩格斯曾写

道生产和流通是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袁它们

时时刻刻都在相互影响尧相互制约曰马克思也曾写

道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前提袁 在商品生产中袁流
通和生产同样重要遥 [8]我国著名流通专家黄国雄认

为商业社会的基础是流通业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本

质袁商业是交换的中介袁流通是一系列的交换袁是广

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遥 在一定的时期内袁生产力是相

对稳定的袁流通力的强弱不仅仅会影响到生产力实

现袁同时对市场供应也会产生直接影响遥 [9]因此袁社
会生产力是生产力与流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袁即社

会生产力越生产力伊流通力遥
三尧我国各省区市流通能力的测算

渊一冤指标选择尧数据来源和评价方法说明

本文采用各省区市的流通效率来表示流通能

力遥 俞彤晖和郭守亭认为一个地区的流通效率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袁所以在衡量其流通效率时应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遥 他们选取了 4 个层面的 10 个指标组

成的指标体系袁利用 2013 年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及叶中
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曳 的相关数据来测算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流通效率袁指标设置情况见表 1遥 [5]

在评价方法选择上袁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

评价各地区的流通效率遥 先将量纲不同的原始数据

转换成标准化的数据袁转换公式为院
=渊 - 冤/ 渊1冤

其中袁 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袁 表示标准差袁
( - 冤 渊 1冤 袁 代表原始数据袁 代表地区袁

代表各个指标袁 表示平均值遥
然后将标准化转换后的数据运用 SPSS19.0 进

行因子分析袁求出特征值尧贡献率以及累积贡献率遥
最后根据各因子贡献率占选取综合因子的累积贡

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袁计算各地区流通效率值遥 计算

公式为院
= n

k = 1
移 渊2冤

其中袁 表示第 个区域流通效率得分袁 为权

重袁 = / n

k = 1
移 袁 为第 个综合因子的贡献率袁 为

第 个地区第 个综合因子得分遥
渊二冤各地区流通效率值测算结果

俞彤晖尧郭守亭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选择

了 3 个综合因子袁 这 3 个综合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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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9尧2.136尧1.150袁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1.85%袁说明它

们能够很好地代表所有指标的信息袁能够充分反映

各地区的流通效率袁最后经过计算袁得到了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流通效率值渊见表 2冤遥 [5]

表 2 2012年我国 31 个省区市流通效率测算值

地区 流通效率 地区 流通效率 地区 流通效率

上海

天津

北京

江苏

浙江

辽宁

山东

广东

福建

内蒙古

湖南

1.9655
1.4729
1.2772
0.6794
0.5129
0.3032
0.2533
0.2429
0.2119
0.1665
0.1349

重庆

山西

河北

海南

陕西

吉林

青海

黑龙江

湖北

河南

安徽

0.0326
-0.0107
-0.0164
-0.0728
-0.0992
0.1042

-0.1326
-0.2842
-0.2923
-0.3176
-0.3901

江西

新疆

宁夏

甘肃

广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西藏

要
要

-0.3982
-0.4234
-0.5707
-0.5826
-0.5885
-0.6707
-0.7233
-0.7398
-0.8377

要
要

根据流通效率得分高低袁我们可以判断各地区

的流通能力的强弱袁得分越高表明相对应地区的流

通产业越发达袁流通能力越强遥
四尧我国各省区市生产能力的测算

我们采用生产率来表示生产能力遥 当我们提及

生产率时袁生产率就是指全要素生产率袁它是一种

包括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测量遥 [10]全要素生产率

是除去劳动尧资本尧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野余值冶袁
有效率的改善尧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三个来源遥 克

鲁格曼在其著作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曳中指出院野虽
然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袁中国 10 多亿人口的收入提

高了 4 倍袁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袁但却没有卓

越的生产率增长袁 中国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袁
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遥 冶因此袁用全要素生产率来

表示我国各省区市的生产能力是科学和合适的遥
渊一冤测算方法和数据的选择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采用产出导向的数据

包络分析渊DEA冤的马氏指数渊Malmquist Index冤方
法遥 其中投入指标选取 2011要2012 年各省区市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就业人员数袁产出指标选

取 2011要2012 年各省区市的地区生产总值遥 数据

全部来自 2012要2013 年叶中国统计年鉴曳遥
渊二冤测算方法介绍和测算结果

在两个数据点之间袁马氏指数通过计算每个数

据点相对于普通技术的距离的比值袁来测量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遥 如果将 t 时期的技术当作参考值袁在 s
时期渊基期冤和 t 时期之间的马氏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指数渊产出导向冤可以表示为院
0渊 袁 袁 t袁 t冤=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 渊3冤
如果将 s 时期的技术当作参考值袁可以得到院

0渊 袁 袁 t袁 t冤=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 渊4冤

在上述等式中袁记号 0渊 t袁 t冤表示从 t 时期观

测值到 s 时期技术值的距离遥 0 大于 1 表示从 s 时
期到 t 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增长袁 0 小于 1 表

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遥 如果技术是希克斯产出中

性的袁 那么所有 t 时期的产出距离函数可以用 0
渊 t袁 t冤= 渊 冤 0渊 t袁 t冤来表示遥 为了避免添加限制条

件或随机选择两种技术之一袁马氏全要素生产率指

数通常被定义为这两种指数的几何均值袁也就是院
0渊 袁 袁 t袁 t冤=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 伊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蓘 蓡 1/2 渊5冤

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中袁将此距离函数重新组

层面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变量

正指标 负指标

市场效率 市场集中度

市场流通速度

综合商品市场单市场效率

限额以上流通业销售额/流通业商品销售总额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综合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交易市场数量

姨
姨
姨

X1
X2
X3

企业效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单位效率

流通企业库存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税收占盈利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存货周转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销售额/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数量

流通企业库存总额/流通业商品销售总额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税金/企业销售利润

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姨

姨

姨
姨

X4
X5
X6
X7

资本效率 流通业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总资产报酬率

流通业商品销售利润/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利润/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总资产

姨
姨

X8
X9

人员效率 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劳动投入效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增加值/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劳动投入 姨 X10

表 1 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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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以证明它等价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技术变

化指数的乘积袁即院
0渊 袁 袁 t袁 t冤=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 0渊 t袁 t冤
0渊 袁 冤 伊 0渊 s袁 s冤

0渊 袁 冤蓘 蓡 1/2
渊6冤

技术效率又称为综合效率袁它可以分解成纯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袁且综合效率渊STE冤越纯技

术效率渊TE冤伊规模效率渊SE冤遥 纯技术效率表示生产

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袁 在给定投入的情况

下袁各决策单元能否有效利用生产技术使产出最大

化袁纯技术效率由 BCC 模型来测度遥 规模效率则是

指生产规模的有效程度袁它反映了各决策单元是否

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遥 数据测算采用

DEAP2.1 软件包袁测算结果见表 3遥
表 3 2012年我国 31个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值

地区 全要素

生产率

地区 全要素

生产率

地区 全要素

生产率

天津

北京

江苏

上海

江西

云南

湖南

广东

四川

山东

西藏

1.078
1.025
1.004
1.004
0.996
0.993
0.987
0.985
0.981
0.978
0.972

辽宁

陕西

安徽

宁夏

浙江

河北

河南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福建

0.965
0.963
0.962
0.959
0.958
0.957
0.953
0.952
0.952
0.948
0.944

湖北

海南

吉林

甘肃

青海

贵州

黑龙江

新疆

山西

要
要

0.940
0.936
0.935
0.933
0.932
0.911
0.892
0.877
0.871
要
要

五尧我国各省区市协调度的测算

渊一冤协调度计算方法

由于系统是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袁因此流通

能力与生产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袁但只要二者

协调度维持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袁没有对系统整体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袁都是可以接受的遥 理想状态

是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整体保持最优遥 参考有关协

调度研究的文献袁[11-12] 我国各省区市流通能力的与

生产能力的协调系数公式可定义为院
= +

2+ 2 渊7冤
式中袁 为衡量我国各省区市流通能力的综合

指数袁 为衡量我国各省区市生产能力的综合指数袁
为 与 的协调系数遥 的取值范围是-1.414臆
臆1.414袁 当 尧 均为正值且相等时袁 的值最大

为 1.414曰 当 尧 均为负值且相等时袁 的值最小

为-1.414曰其他任何情形 值均介于两者之间遥 根

据 值的变化袁 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将协调度进

行等级划分渊见表 4冤遥
表 4 我国各省区市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系数等级划分

协调系数 综合发展指数 等级

1臆 约1.414
0.5臆 约1
0臆 约0.5
-0.5臆 约0
-1臆 约-0.5
-1.414臆 约-1

跃0袁 跃0
跃0袁 约0 或 约0袁 跃0
跃0袁 约0或 约0袁 跃0
跃0袁 约0或 约0袁 跃0
跃0袁 约0或 约0袁 跃0
约0袁 约0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基本协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渊二冤我国各省区市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

度的计算

根据以上思路袁 利用 2012 年代表我国大陆地

区 31 个省区市流通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指标数据袁
计算各地区流通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协调度遥 由于代

表流通能力和生产能力指标数据的量纲不统一袁这
里也采用式渊1冤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标准化的数据遥
将标准化的流通能力和生产能力指标数据进行协

调度计算袁结果见表5遥
表 5 各地区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协调度

地区 协调系数 地区 协调系数 地区 协调系数

江苏

山东

北京

天津

广东

上海

湖南

辽宁

浙江

江西

内蒙古

1.4141
1.4111
1.4057
1.4052
1.3743
1.2763
1.2535
1.2362
0.9549
0.2478
0.2473

福建

云南

陕西

四川

西藏

重庆

安徽

山西

宁夏

广西

海南

-0.0911
-0.2235
-0.3852
-0.4455
-0.7460
-0.8040
-0.8934
-1.0077
-1.0123
-1.1750
-1.1757

黑龙江

吉林

青海

河南

新疆

河北

甘肃

湖北

贵州

要
要

-1.2260
-1.2280
-1.2508
-1.2555
-1.2624
-1.3124
-1.3941
-1.4140
-1.4141

要
要

渊三冤各地区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协调度来看袁东部地区省份的协调度明显优

于中尧西部地区袁协调系数排名前列的省区市分别

是院江苏渊1.4141冤尧山东渊1.4111冤尧北京渊1.4057冤尧天津

渊1.4052冤尧 广东 渊1.3743冤尧 上海 渊1.2763冤尧 湖南

渊1.2535冤尧辽宁渊1.2362冤尧浙江渊0.9549冤曰分值较低的

是贵州渊-1.4141冤尧湖北渊-1.4140冤尧甘肃渊-1.3941冤尧
河北渊-1.3124冤尧新疆渊-1.2624冤尧河南渊-1.2555冤尧青
海渊-1.2508冤尧吉林渊-1.2280冤尧黑龙江渊-1.2260冤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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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渊-1.1757冤尧广西渊-1.1750冤尧宁夏渊-1.0123冤尧山西

渊-1.0077冤遥
从各地区协调度所属等级来看袁属于优质协调

和严重失调的省份均较多袁呈现明显的野M冶形分布

渊见表 6冤遥而从不同等级的空间分布来看袁优质协调

的省份除了湖南省外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袁而严重

失调的省份则都属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遥
表 6 各地区协调度所属等级

等级 地区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基本协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江苏尧山东尧北京尧天津尧广东尧上海尧湖南尧辽宁

浙江

江西尧内蒙古

福建尧云南尧陕西尧四川

西藏尧重庆尧安徽

山西尧宁夏尧广西尧海南尧黑龙江尧吉林尧青海尧河南尧新
疆尧河北尧甘肃尧湖北尧贵州

六尧结论及建议

通过建立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的评价指标尧测
算模型以及协调度模型袁 测算了我国 31 个省区市

的流通能力尧 生产能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系数袁
根据协调系数评价了各省区市流通能力与生产能

力之间的协调性遥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院第一袁我国各

省区市流通能力与生产能力差距较大袁从东部往中

西部呈现逐渐下降的梯度分布遥 第二袁流通能力与

生产能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生产能力强的省

份袁其流通能力也相对较强遥 第三袁从各地区协调度

所属等级来看袁属于优质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均

较多袁呈现明显的野M冶形分布袁而从不同等级的空间

分布来看袁优质协调的省份除了湖南省外都属于东

部沿海地区袁而严重失调的省份则都属于中西部地

区以及东北地区遥
由于受野重生产尧轻流通冶的传统观念和政策的

影响袁我国流通领域的发展比较滞后遥 流通力的强

弱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实现袁而且也直接影响到

市场的供应遥 社会生产能力是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袁价值的创造能力渊生产能力冤与价

值的传递与实现能力渊流通能力冤同等重要袁地区的

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只有协调发展袁企业和社会才

能健康运行遥 所以袁为了进一步推动失调地区流通

产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袁最终形成流通能力

与生产能力协调发展的格局袁就要以野一带一路冶建

设尧京津冀协同发展尧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为引领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袁努力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遥 具体来说袁一是要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袁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袁加强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袁建设出境尧跨区铁路尧省际公路尧长
江黄金水道袁通过国家支持尧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袁
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遥 二是要促进中部地区

快速崛起袁不断提升中部地区产业层次袁稳步推进

工业化和城镇化袁 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优势袁
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袁加强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

建设袁重点建设一批干线铁路尧公路尧内河港口和区

域性机场遥 三是要持续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袁在东北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尧强化粮食基地建设袁
推进农业规模化尧标准化尧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袁建
立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

退产业援助机制袁加快建设好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和

跨省区公路运输通道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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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rcula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LI Fo-guan
渊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冤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alculated the level of circulation capacity, the level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ir coordi鄄
nation coefficient of China's 31 provinces through select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index, calculating model and coordination de鄄
gree model of circula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We also evaluate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irculation capaci鄄
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gap between
circula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province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arge, basically show a gradient decrease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ral circula鄄
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there are more provinces of good coordination and serious imbalance, coordination of
eastern area is better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distributing like the letter "M".

Key words: circulation capacity; production capac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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