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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2005—2017 年 31 个省( 市、自治区) 为研究对象，采用方差分解和收敛性检验方法考察了省

( 市、自治区) 文体娱产业 TFP 贡献及其收敛模式，并将其与税收的收敛模式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 资本存

量增长、供需错位和要素错配使 TFP 下滑，也使 TFP 成为文体娱产业存在产出差距的决定因素; 文体娱产业

已经出现马太效应，加上制度约束和省域间改革开放、创新体系、经济与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加剧了 TFP

增速差距; 落后地区可通过创造产业发展趋同所需的条件实现赶超，但难度不断加大。要实现文体娱产业全

面均衡发展，一是发挥规划和品牌的引领作用，推进供需结构升级;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 三是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构建新型区域创新体系; 四是中部和西部地区要激发内生动力，夯实产业发

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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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大力发展文体娱产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升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抓手。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逐步推动文体娱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的支柱产业。但 2017 年，我国文体娱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 80%，距离支柱产业的要求差

距较大，亟待加快产业发展; 东、中、西部地区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分别为 24 525. 55 元、8 413. 39 元和

8 753. 02元，2005—2017 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 93%、5. 56% 和 5. 51%，区域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相差较大，亟待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本文基于方差分解分析我国文体娱产业产出差距的根本原

因，并基于收敛性分析探究区域间文体娱产业及其 TFP 增长的差距及其本源，以取长补短，为实现我

国文体娱产业全面均衡发展提供指导。
已有研究主要从发展差距和发展动力两个角度探究文体娱产业产出差距和增长差距的现状、原

因及均衡发展策略。
一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基于定性分析，探究文体娱产业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进而提

出产业发展动力提升策略。宋朝丽［1］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从技术进步、创新和

人力资本三个维度分析文化产业内生动力不足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刘亮等［2］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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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国体育产业所面临的制度创新、结构调整、跨界融合、需求扩容的发展新空间，进而从市场培

育、制度改革、消费观念和人才培养四个维度提出体育产业发展动力培育的策略。王聃［3］基于技术创

新、区域竞争动力、消费文化、制度创新、产业资本、劳动力、消费偏好、需求供给拉动等八大动力要素，

构建体育用品业动力系统，分析我国体育用品业需求侧与供给侧演化增长的动力机制，并从优化区域

竞争环境、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差异化供给战略、优化体育用品市场资本结构等维度，形成供给改革

“倒逼”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
二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不同动力源对文体娱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产业发展策

略。孟迪云和黄容［4］基于 1991—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消费主体的需求、消费客体的供给以

及消费环境的构建三个角度研究了文化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三是基于文献资料法，分析文体娱产业发展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结构性差距，探究差距形成

的原因，并提出缩小差距的对策。李蕊［5］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总量和结构，发现文

化消费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结构性差异，发展性文化消费与娱乐性文化消费的比例不均

衡。王晔等［6］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我国东西部体育事业发展的差距，并从宏观经济基础、教育、社
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差距形成的因素，且认为这种差距将长期存在。

四是基于系数分解法、非参数估计法分析不同区域文体娱产业升级能力的提升及差距表现。朱

华友等［7］构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和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四个主要经济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能力的空间非均衡及分布动态演化

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四大经济区的总体差距呈现小幅波动上升的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

的第一来源，地区内差距贡献次之，超变密度贡献率最小; 同时，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能力在样本

考察期内略有提升，但各经济区内出现了两极分化和多极化趋势。
五是基于收敛性检验方法，分析文体娱产业收敛模式，并提出收敛模式的影响要因。张宏伟和李

雪冬［8］基于收敛性检验方法分析体育用品制造业收敛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除了 2003 年存在 δ-收敛

趋势外，其余时期均存在 δ-发散、比较明显的绝对 δ-发散、俱乐部收敛等特征，其影响因素在于地区之

间基础设施不完善、外资影响过重以及地理( 溢出) 效应不明显。
可见，从要素投入和 TFP 提升角度研究文体娱产业产出差距及收敛性的文献较为不足。而新常

态下，提高 TFP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借鉴彭国华［9］、孙红军和王胜光［10］、李静

等［11］的做法，采用方差分解测算 TFP 对文体娱产业产出差距的贡献率，基于 δ-收敛、绝对 δ-收敛和条

件 δ-收敛等探究区域间文体娱产业及其 TFP 增长的差距，并分析其本源，进而为我国文体娱产业高质

量和均衡发展献计献策。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方法

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采用索罗增长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即:

Yit = AitKα
itL

1－α
it ( 1)

其中，Yit、Ait、Kit、Lit 分别代表 i 省在 t 年的税收、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α和1 － α分

别代表资本存量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将( 1) 式两边除以 Lit 可得:

yit = Aitkαit ( 2)

其中，yit、kit 分别代表 i 省在 t 年的劳均税收和劳均资本存量。式( 2) 的劳均税收衡量产业发展水

平更具科学性，对其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it = lnTFPit + lnkαit ( 3)

其中，TFPit = Ait，即全要素生产率。式( 3) 表示可将劳均税收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要

素投入。地区 i 和 j 在 t 时期的劳均税收差距可分解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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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lnyt = ln( yit / yjt ) = ln( TFPit /TFPjt ) + ln( kαit / kαjt ) = ΔlnTFPt + Δlnkαt ( 4)

为分析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种因素对税收差距的贡献，对劳均税收进行 Klenow 和 Ｒo-
driguez-Clare、Easterly 和 Levine 方差分解。分解公式如下:

KＲ 分解为: var( lnyit ) = cov( lnTFPit ) + cov( lnkαit ) ( 5)

100% =
cov( lnyit，lnTFPit )

var( lnyit )
+
cov( lnyit，lnkait )

var( lnyit )
( 6)

EL 分解为: var( lnyit ) = var( lnTFPit ) + var( lnkαit ) + 2cov( lnTFPit，lnkαit ) ( 7)

100% =
var( lnTFPit )
var( lnyit )

+
var( lnkαit )
var( lnyit )

+
2cov( lnTFPit，lnkαit )

var( lnyit )
( 8)

2． 收敛分析方法

δ-收敛是利用样本的标准差进行收敛判断，即标准差随时间的缩小存在 δ-收敛。绝对 β-收敛是指

不同省市劳均税收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会达到相同的增长水平和增长速度，可以用如下截面回归方

程来检验绝对 β-收敛:

( lnyite － lnyit1 ) /T = c + βy lnyit1 + ξ ( 9)

( lnTFPite － lnTFPit1 ) /T = c + βTFP lnTFPit1 + ξ ( 10)

其中，lnyite、lnTFPite 分别为样本考察期内地区 i 最后一期的劳均税收和全要素生产率，lnyit1、
lnTFPit1 分别为样本考察期内地区 i第一期的劳均税收和全要素生产率，T为结束期和开始期间隔的年

份。如果存在绝对 β-收敛，则( 9) 、( 10) 式中的系数 β 的估计值必须显著地小于 0，收敛系数 λ = －
［log( 1 + βT) ］/T 为收敛速度。

条件 β-收敛是指每个省( 市、自治区) 自己都会朝自身的稳态水平趋近，可用 Panel Data固定效应

估计方法检验条件 β-收敛，其收敛检验公式如下:

( lnyit － lnyit－1 ) = c + βy lnyit－1 + ξ ( 11)

( lnTFPit － lnTFPit－1 ) = c + βTFP lnTFPit－1 + ξ ( 12)

同样，如果存在条件 β-收敛，则( 11) 、( 12) 式中的系数 β 的估计值必须显著地小于零，收敛系数

λ = －［log( 1 + β) ］/T 为收敛速度。
( 二) 数据来源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是实证分析的重要基础。通常，产出数据的度量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增

加值作为衡量产业整体产出的指标，但文体娱产业增加值数据缺失严重，其中 16 个省市缺少该项统

计，5 个省市 2003—2017 年的数据不完整。而税收与 GDP 之间互为因果关系［12］，经济增长能有效地

促进税收高速增长，GDP 变动 1 个百分点引起税收变动 0. 61 个百分点［13］。因此，本文用文体娱产业

的税收收入作为产出指标，该数据可以直接从 EPS 的《中国财政税收数据库》中获得。本文以 2003 年

为基期，换算得到各年文体娱产业税收收入不变价。就劳动投入数据而言，根据国际实践经验，劳动

投入数量一般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统计资料，目前国内的研究普遍采用历年全

社会就业人员数代替，本文采用文体娱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该数据可直接从 EPS 的《中国宏

观经济数据库》中获得。而对于资本存量的度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借鉴普遍的做法，本文采用

Goldsmith 于 1951 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以尽可能保证基础数据的合理性与准确性。永续盘存法计算

资本存量的公式如下:

Kit = Kit－1 ( 1 － δ) + Iit ( 13)

其中，Kit、Iit 分别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资本存量和当年投资，δ 为经济折旧率。( 13) 式中涉及 4 个变

量: 基年资本存量 K、当年投资 I 的选择、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经济折旧率 δ 的确定。具体计算过程

及参数设置等主要参考徐现祥等［14］、张军等［15］ 和赵杰等［16］ 的做法。
1． 当年投资 Iit 的选择

张军等［15］详细讨论了当年投资的选择，认为已有研究主要有三种选择: 所谓“积累”的概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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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统计口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衡量当年投资的合理指标) 。但从目前的

各类统计年鉴中都无法获得我国各省( 市、自治区) 文体娱行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数据。因此，本文

选择文体娱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当年投资，该数据可直接从 EPS 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

获得。
2． 投资缩减指数的构建

张军等［15］ 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构造了投资缩减指

数，其缺点是没有提供分产业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徐现祥等［14］ 采用 IPj
it = Gj

it ×
IＲj

it /Git 的 3 步估计法，但文体娱产业分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增加值数据缺失严重，无法计算

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缩减指数 IＲj
it。因此，本文采用赵杰等［16］ 的方法，以文化娱乐类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文体娱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以 2003 年为基期) 。
3． 经济折旧率 δ 的确定

经济折旧率确定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估计或假设一个折旧率 δ; 二是直接采用净投资指标。而

折旧率对资本存量估计来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要素，设定一个不变的折旧率测算资本存量会产生较

大误差。田友春［17］采用第二种方法，通过构建 PIM 迭代公式，估计了分行业资本的折旧率，使折旧率

估计的精确性得到了较大提高。本文采用其估计结果，并采用 95% 转换率下的文体娱行业资本折旧

率 0. 036 7。
4． 基年资本存量 K 的确定

现有文献一般将 1952 年或 1978 年作为基期。2002 年，为了与国际行业分类标准相一致，国家制

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 /T4754 － 2002 ) ，将文体娱产业归为一个行业大类，相关行业数据从

2003 年开始统计。因此，本文选择以 2003 年为基期。
国际上通用的基期资本存量确定方法是通过基期资本投资额除以后面一段时间的资本投资几何

平均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之和［14］，其估算公式为:

Ki2003 = Ii2003 / ( δ + g) ( 14)

其中，Ki2003、Ii2003、δ、g 分别为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文体娱产业资本折旧率和观察期内文体娱

产业资本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本文选取 2003—2017 年文体娱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观察期内文体娱产业资本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三、实证分析

表 1 2005—2017 年方差分解结果 单位: %

年份
KＲ 分解 EL 分解

资本贡献率 TFP 贡献率 资本贡献率 TFP 贡献率 交叉贡献率

2005 0． 235 0 0． 765 0 0． 112 4 0． 769 0 0． 118 5
2006 0． 225 2 0． 774 8 0． 100 1 0． 730 6 0． 169 3
2007 0． 270 0 0． 730 0 0． 097 6 0． 759 0 0． 143 4
2008 0． 338 6 0． 661 4 0． 057 7 0． 777 6 0． 164 7
2009 0． 222 7 0． 777 3 0． 045 5 0． 819 7 0． 134 7
2010 0． 213 6 0． 786 4 0． 045 7 0． 830 6 0． 123 7
2011 0． 179 2 0． 820 8 0． 048 6 0． 800 3 0． 151 1
2012 0． 142 0 0． 858 0 0． 037 1 0． 817 6 0． 145 3
2013 0． 057 6 0． 942 4 0． 049 3 0． 859 4 0． 091 3
2014 0． 055 7 0． 944 3 0． 044 7 0． 864 7 0． 090 6
2015 0． 036 0 0． 964 0 0． 048 1 0． 904 4 0． 047 5
2016 0． 021 6 0． 978 4 0． 037 2 0． 951 1 0． 011 7
2017 － 0． 005 4 1． 005 4 0． 039 4 1． 005 5 － 0． 044 9

( 一) 贡献率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文体娱产业劳

均产出差距主要源于 TFP，而且 KＲ
分解中，劳均资本投入在 2017 年已

出现负贡献，这主要原因是文体娱产

业劳均资本投入虽然增长较快，但供

给功能、空间、管理体制等的错位，使

有效供给与市场需求错配，进而导致

设施设备利用 率 不 高、运 营 效 能 较

低、运营主体入不敷出。因此，资本

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文体娱

产业劳均产出的决定因素。
以体育场馆为例，2001 年北京申

奥成功后，我国体育场馆建设进入了

突飞猛进的增长时期，2015 年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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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均体育场地为 1. 57m2，比 2003 年增长了 52. 4%。但我国体育场馆建设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不

匹配。
一是功能错位导致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不高。由于体育赛事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国民经济

增长，并提升主办国国际形象与竞争力［18 － 19］。因此，各地体育场馆建设以比赛型为主，但大型体育赛

事资源较为缺乏，我国 67%的体育场馆举办大型活动年平均在 20 次以下，远低于国外的 200 次［20］。
加之缺乏场馆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一体化思维，赛事过后体育场馆的运营多数以简单的场地出租

为主，未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链，也未能形成具有特色的品牌赛事，无法形成集约效应，场馆的赛

事利用率较低。同时，比赛型场馆的功能定位与大众体育需求不匹配，导致赛事过后大部分场馆闲置

率过高，场馆的全民健身利用率不高。
二是空间错位导致体育场馆的忙闲不一。居民体育闲暇活动的地理活动空间一般在居民小区内

或附近，活动场所越近，时间越短，费用越低，体育消费机会就越多［21］。而竞技性体育场馆多建在郊

区地带，远离市民的日常生活范围，为锻炼者提供体育服务的机会较小，为全民健身服务的支撑作用

不足; 同时建在市区内的一些小型场馆，其消费半径内的市民众多，场地设施供不应求，进而导致公共

体育服务供需空间错位。
三是管理体制错位导致体育场馆举步维艰。我国体育场馆大多实行体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事业单

位自主经营的管理机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尚未完全分离，体育场馆的市场化运营程度不高，场馆价值

开发利用不充分，供给内容基本趋同，无法满足群众体育服务的人性化、多元化需求，场馆盘活率有待

提高。如 2010 年全国 242 家大、中型体育中心运营收入为 9. 1 亿元，运营支出为 11. 9 亿元，年均收入

仅约 376 万元，支出约为 491. 7 万元，入不敷出。

图 1 劳均税收、TFP 的标准差( δ-收敛性)

( 二) δ-收敛性

从图 1 可知，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和 TFP
对数的标准差都先减后升，总体呈 δ-发散趋

势，且 TFP 的 δ-发散趋势更加显著。
1． 劳均税收的 δ-收敛性

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呈 δ-发散趋势，说明

我国文体娱产业区域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05 年，东部

地区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分别为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 2. 50 和 2. 39 倍。2017 年，已扩大到

2. 92 和 2. 80 倍，差距扩大明显，这主要源于区

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文体娱产业扶持力度不同、TFP 水平各异等。
以体育产业为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体育产业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虽然表现出阶段性变化，但总体来说，经济增长有助于拉动体育产业发展。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是体育需求发展的根本前提［22］，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如 2015
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山东、重庆、湖北、河北、四川。其中，有 9 个省市的人均 GDP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 个省市来自东

部地区，2 个省市来自中部，2 个省市来自西部; 余下的 16 个省市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位

于 0. 12% ～0. 78%，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有 10 个位于西部地区。同时，1990—2016 年，我国区域

人均 GDP 差距不断扩大，1990 年中部、西部地区人均 GDP 分别为东部地区的 64%和 55%，到 2016 年

分别为 56%和 54%，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同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进而加剧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二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导致体育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城市人均收入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体育消费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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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 5 个百分点［23］。同时，一般来说，经济收入水平比较低和收入水平一般的市民倾向于大众化的、
传统的、消费低廉的体育消费项目。而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市民，除了对传统的体育消费项目有兴趣

之外，还比较钟情于较高档的、流行的、时尚的体育消费项目。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这些运动

项目感兴趣的人数所占的比重也呈明显上升趋势［21］，即高收入使居民更多地选择体育产业市场提供

的高档体育服务，从而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24］。这与魏和清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 从整体上来看，

市场化体育服务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沿海专业化水平较高、其他地区专业化水平低的特征，高水平

组、较高水平组从东南沿海向中部地区移动，较低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则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交错排列，

地区之间差异显著［25］。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体育需求的发展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起到最直

接的推动作用［26］。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还在扩大，1990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地区的 74%和 79%，到了 2016 年，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 50% 和 71%，中西部尤

其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二者的体育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差异巨大。
三是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差异导致对体育产业促进程度不同。体育产业政策的科学引领与有效

落实是产业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7］。因此，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也都加大了对体育产

业的支持力度，但支持程度各异，带动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以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为例，近年

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在通过设立体育产业引导资金整合区域体育资源、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2017 年底，已有 20 个省市设立了省级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天
津引导资金分别为 2 亿元、1. 3 亿元、1 亿元、1 亿元、0. 8 亿元、0. 5 亿元，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安徽和湖

北的 0. 2 亿元、0. 1 亿元，也高于西部地区甘肃、山西、青海、云南、重庆的 0. 5 亿元、0. 3 亿元、0. 3 亿

元、0. 2 亿元、0. 043 5 亿元。可见，东部地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加上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实施程序以及产业发展思路的差异，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的乘数效应存在着

较大的地区差异［28］。
四是 TFP 水平差异导致体育产业产出效率不同。各地区 GDP 增长率与 TFP 之间具有良好的正

相关性，即在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TFP 差异越大，各地区之间的 GDP 增长率将越

大。可见，TFP 水平差异导致体育产业增值率差异加大。
2． TFP 的 δ-收敛性

文体娱产业 TFP 呈 δ-发散趋势主要源于固定资产存量持续增长，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位、要
素错配。首先，我国文体娱产业资本存量由 2003 年的 4 371. 74 亿元快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43 263. 44
亿元，增长了 5. 68 倍。而由于这些资本存量存在供给功能、空间、管理体制等错位，使有效供给与市

场需求错配，进而导致设施设备利用率不高; 同时要素市场也存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错配，使资源利

用效率不高，加剧了 TFP 下滑。在全国 31 个省市当中，2017 年全要素生产率高于 2005 年的仅有北

京、河北、上海、浙江、海南和新疆 6 个省市，而 TFP 下滑幅度超过 50% 的省市则多达 17 个。其次，

2005 年，我国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最高的江苏是最低的山西的 25. 05 倍，TFP 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山

西的 7. 58 倍，到了 2017 年，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宁夏的 33. 11 倍，TFP 最高的北

京已是最低的宁夏的 33. 33 倍。文体娱产业 TFP 增长速度的差距远大于劳均税收，导致 TFP 的 δ-发
散趋势较劳均税收更加显著一些。

要素错配是我国文体娱产业 TFP 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素错配的深层次原因是政策性错配。
一是金融市场流通不畅是资本要素错配的重要原因。资本要素对各省市 TFP 的提升效果最为显

著［29］，但政策性错配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分割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且以不同的

价格得到资金和劳动力，表现为用资本替代劳动的特征［30］，进而也抑制了劳动力要素向更高效经济

部门的转移。二是制度约束加剧技术与劳动要素错配。技术与劳动要素错配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

间接抑制 TFP 提升。我国省市间市场分割、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是阻碍

技术交易与人员流动的重要因素，抑制了高效率经济通过获得资本所产生的发展动力［29］。三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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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加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市场扭曲越严重，要素成本相对越低，这将激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外资企业进入，并形成对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最终导致很难有效地促进 TFP 提升。而

地方政府唯 GDP 主义，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进行干预和控制，加大了要素市场扭曲，阻碍

TFP 提升。
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增加有效供给，

是当前我国文体娱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 三) 绝对 β-收敛

从表 2 可知，我国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和 TFP 都不存在绝对 β-收敛，说明我国各省市文体娱产业

及其 TFP 的增长速度差距逐步放大。从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的发展速度看，2005—2017 年，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分别为 6. 93%、5. 56%、5. 51%，增速差距比较明显，进而导致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绝对

β-发散。可见，文体娱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马太效应，扩大了落后地区与先进省市的发展差距，落后

省市通过不断模仿、学习或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赶超的难度加大。
表 2 劳均税收、TFP 的绝对 β-收敛

β c Ｒ2 λ

劳均税收 － 0． 019 847 0． 229 990* 0． 101 424 0． 022 7
TFP － 0． 030 864 － 0． 098 273＊＊＊ 0． 236 620 0． 038 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c 为常数项。

从文体娱产业 TFP 发展速度看，2005—
2017 年，东部地区上升的省市有 5 个，下滑的

省市有 6 个，下滑幅度在 45. 61% 以上的省市

有 5 个，中部地区除黑龙江下滑了 16. 11% 外，

其他省市下滑幅度都在 40. 11% 以上，西部地

区除新疆提升了 59. 35% 外，其余省市 TFP 都

呈下 滑 态 势，且 9 个 省 市 下 滑 幅 度 超 过

64. 47%。可见，文体娱产业 TFP 发展速度总体呈下滑态势，相对来说，东部下滑幅度最小，中西部尤

其是西部省市下滑幅度较大，进而导致文体娱产业 TFP 不存在绝对 β-收敛。省域间文体娱产业存在

TFP 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是制度约束和各地区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研发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

基础等的差异。
一是制度约束加剧要素错配，阻碍地区 TFP 提升。要素有效配置是产业 TFP 提升的重要保障，而

我国的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消减了高素质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移民的

动力。地区分割也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出损失，并对知识密集型企业产

生挤出效应，扩大了地区间的技术差距，隔断外来技术对后进省份技术溢出的渠道［31］。根据詹江和

鲁志国［30］的研究，2008—2016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素扭曲水平分别为东部地区的 1. 5 和 2. 0 倍以

上，造成 TFP 提升幅度存在差距。
二是开放或区域贸易水平差距，导致地区 TFP 提升程度不同。FDI 通过国际技术扩散促进了我

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成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生产中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之一。出口贸易通过国际

贸易或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先进技术的转移或模仿，从而直接提高地区经济体技术水平，推动地区技术

进步。西部地区也可通过与东部地区的贸易交流或产业之间的链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加快技术进

步［31］。但我国区域间开放水平、内贸水平不一，使得推动 TFP 进步程度也有所不同。
三是市场化水平不同，导致区域间 TFP 效率差异。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会起到优胜劣

汰的作用，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大化，从而对地区 TFP 起到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区域间市场化进

程快慢不一，造成省际资源配置合理性差异，进而导致 TFP 效率损失差距［32］。
四是研发水平不同，导致地区 TFP 提升速度不同。Ｒ＆D 经费和技术改造投入分别通过提高技术

效率和实现技术前沿外推，从而促进 TFP 增长［33］，技术消化吸收投入通过对技术效率提升的推动，进

而对 TFP 提升起支撑作用。而我国西部与东部沿海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差距，远大于它们在 GDP 总量

之间的差距，研发强度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地区特征。2016 年，Ｒ＆D 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的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主要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
相比之下，有 9 个省份的研发强度低于 1%，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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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区域经济水平和产业基础不同，导致区域间 TFP 提升幅度不同。各地区 GDP 增长率与 TFP
之间具有良好的正相关性，TFP 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 而经济的

低速高质增长又可以“反哺”TFP 的增长。产业集聚变迁所诱发的产业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改善，共

同促进地区 TFP 增长和技术进步［34］。而从经济和文体娱产业发展阶段和层次来看，中西部与东部仍

有着明显的差别，即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留在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则承接厂房及制造生产等

环节。
( 四) 条件 β-收敛

从表 3 可知，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和 TFP 都存在条件 β-收敛，说明每

个省份文体娱产业及其 TFP 增长趋向自身的稳态水平，即文体娱产业发展缓慢的省市，只要能够创造

产业发展趋同所需的条件，其文体娱产业发展水平和 TFP 就能加速追赶先进省市，甚至有可能在增长

速度上赶超先进省市，进而从根本上扭转其与先进省份之间发展差异不断扩大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实

现文体娱产业的平衡和同步发展。从文体娱产业劳均税收的收敛速度上看，中部地区增速为 8. 01%，

远高于东部地区的 3. 93%，已形成一定的加速追赶之势; 西部地区略低于东部地区，还需从经济基础

夯实、居民收入增加、政策支持、TFP 提升等维度进一步创造产业发展趋同所需条件，为加速追赶先进

省市夯实基础。从文体娱产业 TFP 收敛速度看，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尤其是远高于中部地区，说明中

西部地区还需加快推进供给结构完善、要素配置优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研发水平、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基础等，夯实 TFP 加速追赶基础。

表 3 劳均税收、TFP 的条件 β-收敛

β劳均税收 c Ｒ2 λ βTFP c Ｒ2 λ

全国 － 0． 364 26＊＊＊ 3． 285 96＊＊＊ 0． 249 17 0． 037 75 － 0． 294 27＊＊＊ － 0． 417 86＊＊＊ 0． 485 94 0． 029 04
东部 － 0． 375 90＊＊＊ 3． 395 40＊＊＊ 0． 496 74 0． 03929 － 0． 324 34＊＊＊ － 0． 444 66＊＊＊ 0． 630 20 0． 032 68
中部 － 0． 617 57＊＊＊ 5． 530 76＊＊＊ 0． 536 07 0． 080 10 － 0． 207 61＊＊ － 0． 323 41＊＊＊ 0． 693 20 0． 019 39
西部 － 0． 367 94＊＊＊ 3． 315 28＊＊＊ 0． 314 17 0． 038 23 － 0． 294 04＊＊＊ － 0． 431 82＊＊＊ 0． 498 72 0． 029 0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 为常数项。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一是我国文体娱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较快，但供需错配导致设施设备利用

率不高，使 TFP 成为文体娱产业劳均产出的决定因素。同时，供需错位、要素错配加速我国文体娱产

业 TFP 下滑，加上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扶持力度各异，使我国文体娱产业增速的区域差距进

一步扩大。
二是我国文体娱产业发展已经出现马太效应，加上制度约束和省域间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研

发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等的差异，使区域间文体娱产业 TFP 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虽

然文体娱产业发展缓慢的省市可以通过创造产业发展趋同所需的条件，加速赶超先进省市，但实现赶

超的难度不断加大。
( 二) 对策建议

一是发挥规划和品牌的引领作用，推进供需结构升级。全面调查摸底，科学统筹规划，加强舆论

引导，发挥规划和品牌引领作用，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形成需求拉力，实现文体娱产业生产

力水平整体跃升。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深

化市场化改革，构建和谐的国内贸易体制，加快土地等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等生产

要素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健全要素价格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

理有效配置，形成有效的区域竞合分工体系，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营商化境，加大对外开放。
—35—



金汉信 中国文体娱产业产出的地区差距、TFP 及其收敛性

加快外资政策、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 改革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与

财税支撑体系，大力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建设;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对开放型经济发

展的服务能力。
三是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构建新型区域创新体系。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筑牢创新体系基石。加强

人力资本投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加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构建与技术创新体系需要相匹配的

人力资本支持。围绕重点领域，打造一批综合实力强、创新体系完善、产学研用结合紧密的创新利益

共同体。促进区域创新体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构建超越地域、无边界的新型区域创新体

系。找准新兴技术突破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出台相关政策，增强支持政策的差别化、导向性和精准

度。鼓励企业或民间中介组织主导构建新型区域创新体系，地方政府也可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支付创新体系创建主体相应的费用，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探索市场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模式。
四是中西部地区要激发内生动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产业发展才具有持久

活力。而抓产业项目是提升内生动力的重中之重，必须抓好产业项目的引进、生成和培育，夯实发展

根基，催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地，中西部落后省市要实现追赶，前半程需遵循比较优势，抓好

产业项目，重在促进文体娱相应产业的规模扩张; 而后半程要把握追赶的“机会窗口”，重在关键技术

的突破。同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根据技术—经济范式演化特征，不断促使区域创新系统

转型并适时调整产业政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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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gional Disparity of Output，TFP and Convergence in Culture，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China

JIN Hanxin
( School of Marketing ＆ Logis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aking 31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5 to 2017 as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ribution and convergence mode of TFP in China＇s culture，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by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d
convergence test，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convergence model of tax reven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capital stock，

the disloc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and the factors mismatch make TFP decline，which also makes TFP become the determi-
nant of the output gap in culture，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 Matthew effect，which has appeared in culture，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together with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novation system，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basis among the provinces，aggravates the growth gap of TPF． Backward areas can catch up and surpass
by creating conditions needed for convergen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but the difficulty is increasing．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first is to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lanning and
brand，and to upgrade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second i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ystem and mechanism，and
to build a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The third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and to improve a new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forth is tha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stimulate endogenous power and consolida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Key words: disparity of output; TFP; convergence;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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