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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统研究主要基于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基于教育扩

张的桥梁作用，即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储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重新认识了高等教育扩张的增长效应。基于省
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储蓄有助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在未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计量方程中，储蓄
对增长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变量后，储蓄对增长的作用效果显著为负，而高等教育规模变
量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在储蓄与增长之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间桥梁作用，如果储蓄不能转换为有
效投资或消费，纯粹的储蓄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等教育能够加速储蓄的转换，从而有助于推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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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索洛 ① 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增长理论模型认为，更高的储蓄率将带来更高的转型路径增长率 ，以及更
高的稳态收入水平。 而与此同时，莫迪里安尼 ② 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型还认为，高增长能够带来高储蓄。
虽然高储蓄与高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如此明晰 ，但是基于增长数据的经验研究却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经验关系与理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卡罗尔和韦伊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 ，增长是引起储蓄
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储蓄并不是引起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③ 。 卡罗尔等人基于消费习惯的形成，认为高增
长导致了高储蓄而不是相反 ④ 。同样地，中国的经验研究也显示，经济增长率是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而
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⑤ 。很明显，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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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就是我们使用的经验数据存在不足 ，要么就是我们没有完整地理解理论，在经验检验时忽略了一些
关键机制，从而导致经验检验结论不符合理论预测 。一般而言，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基础。 因此，增加教育投资以积累人
力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许多内生增长理论文献将这一思想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模型化，包括但不限
于格罗姆和拉维库玛的研究 ①。然而有学者总结发现，众多经验研究对理论预测的检验结果却缺乏稳健
性，一些研究发现教育支出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也有一些研究却没有找到支持证据②。 经验研究
结论的混乱，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没有更全面地理解理论造成的 。如果我们在分析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
增长效应时，能够考虑由教育支出增加的一般均衡调整影响 ，即要么提高税率、要么降低其他能促进增长
的公共支出，公共教育支出的正增长效应可能被抵消 ③。 考虑到政府教育支出需要税收融资，在增长方
程中控制税率之后，教育支出的增长效应可以更真实地展现出来 。
无独有偶，国内学者在检验教育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 ，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低，
并没有像理论预计的那样显著高 。例如，崔玉平计算我国 1982 － 1990 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进行国际对比，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 ④。郭庆旺、贾俊雪发现，地方公共教育投入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高校扩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⑤。解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
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 0． 13% ⑥。 顾佳峰基于 2000 年截面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发
现，
教育经费支出对 GDP 的弹性弱，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弱 ⑦。杭永宝发现，教育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为正，但总体贡献份额少、增幅小⑧。 郑鸣、朱怀镇甚至认为，欠发达地区受到高校扩招的不
利影响，高校吸纳资金的巨额化和高校资金使用的非效率化 ，给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⑨。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教育投入作为消费和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
是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目前的经验研究来看，教育投入的贡献作用并
不明显，而教育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得以体现 ，时期较短的数据可能
难以检验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如解垩仅仅用到了 1998 － 200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因而其结果不符
合预期，也在情理之中。
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储蓄与经济增长，还是教育投资扩张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存在
一条鸿沟。设想，如果高储蓄率能够转换为高投资率 ，那高储蓄最终能够推动高增长，因为投资率与增长
瑏
瑠。关键问题在于 ，
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正相关 
经济体如何能够将高储蓄转换为高投资？ 增加政府教

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保持政府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必须要削减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如果保持其他
支出不变，税率必然要提高。因此，政府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其他方面的调整所抵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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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教育扩张 ，是在政府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4%
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时 ，必须要考虑这一前提。
本文认为，要更好地消除储蓄与经济增长、教育投资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 ，需要再认
识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架起一座将理论带向现实经济的桥梁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
高速增长背景下，我们需要在高储蓄与高增长之间，借助高等教育扩张的力量，架起一座理论结合现实的
桥梁。一方面，这座桥梁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这座桥梁将有助于更
全面地理解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是基于已有研究文献，分析高等教育如何在高储蓄与高
增长之间架起桥梁；第三部分主要是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行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第四部分是对计量回归结
果进行分析和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高等教育扩张如何架起高储蓄与高增长的桥梁：基于文献的讨论
高储蓄要转换为高增长，必须要实现储蓄向投资或消费的转变 。储蓄源于经济主体面临各种预算约
束，金融体系的发展为储蓄转换提供了渠道 ，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分散在居民、企业或政府等经济主
体的储蓄，由金融体系集中起来转而放贷给市场中需要资金周转的经济主体 ，从而推动生产和消费活动
的扩张。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可能的投资机会提供事前信息 ，
并配置资本；二是监测投资，并在提供融资支持后施加企业治理协助； 三是为风险的交易、多样化和管控
提供便利；四是组织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储蓄； 五是使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更加便利 ①。 然而，关
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众多经验研究并没有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促
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信贷扩张和加速投资的方式推动 ②，以及提高生产率而促进增长③。 进一
步地，赵勇、雷达的研究认为，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加以实现 ；而在
中西部地区，资本深化的特征比较明显，即西部地区的增长是通过加速投资来实现的 ④。 也有一些研究
认为金融发展并没有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如周业安、赵坚毅测度了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检验了金融发
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并没有发现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证据 ⑤。 鲁晓东认为，我国金融体
系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现象 ，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⑥。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如赵振全、于震和杨东亮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银行
发展和股市发展，进行了门限回归，发现反映股市发展的指标作为门限变量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
非线性影响⑦。龙海明、柳沙玲研究认为，当前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多重均衡；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一临界值，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良性互动⑧。 王志
强、孙刚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
果关系⑨。
① Ｒ． Levine，“Finance and G row th： T heory，M echanisms and Evidence，”in，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 ol 1，
Part A，eds． P． Aghion，and SN D urlauf，865 － 934（ Elsevier，
2005） ．
② 白钦先，张志文．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研究［J］． 南方经济，2008，（9） ：17 － 32．
③ 张军，金煜． 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 － 2001［J］． 经济研究，2005，（11） ：34 － 45．
2010，（2） ：37 － 50．
④ 赵勇，雷达．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J］． 世界经济，
2005，（4） ：68 － 78．
⑤ 周业安，赵坚毅． 我国金融市场化的测度、市场化过程和经济增长［J］． 金融研究，
2008，（4） ：55 － 68．
⑥ 鲁晓东． 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J］． 金融研究，
⑦ 赵振全，于震，杨东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研究———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
2007，（7） ：54 － 62．
济研究，
⑧ 龙海明，柳沙玲． 多重均衡条件下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
融研究，2008，（6） ：158 － 168．
2003，（7） ：13 － 20．
⑨ 王志强，孙刚．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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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高储蓄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收入很容易 ，要理解为何高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不显著，却需要费一番思量。金融体系是储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的关键渠道，储蓄为何没能推动经济增
长的问题，实质上与金融体系为何没能推动经济增长 ，有共同的起源。金融体系能够推动经济增长，默认
的前提是金融体系本身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条件得到满足 。然而现实经济环境里，金融体系本身的配
置效率条件却未必能够满足。有研究已注意到，虽然我国 20 世纪 90 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我国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还有待提高，一部分储蓄并没有能够顺利转为有效的投
资，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浪费 ①。如果投资效率无法改善，储蓄就无法转换为生产资本，高储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作用也无法体现出来。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为何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长期处于低效的状态 。 总结
起来，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既依赖于金融体系内部的组织架构 ，又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在一个具有良好投资环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经济里，金融体系能够较高效
率地寻找到具有资金需求的经济主体 。然而，如果经济环境的信息扭曲程度较高，金融体系很难为集中
起来的储蓄找到配置途径，储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从而促进增长的通道，也变得不顺畅。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扩张，为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将储蓄转换
为投资提供了通畅的路径。人口结构与储蓄有密切的联系，但人口结构变化也是经济条件变化下内生
的②。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面临着较重的住房 、教育和健康保障支出需要，推动储蓄率提高，而且这些因素
的储蓄效应还可能被金融部门的发展滞后所放大 ③。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以后，全国
高等教育事业进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一方面，高等教育筹资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计划经济时代的
1997 年开始全
学生免费上学、政府承担所有经费，逐渐调整为学生缴费上学、政府承担部分经费的体制，
面收取学杂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筹资机制成型；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重新整合，从计划
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通过划转和合并等方式，转变为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模式，部属院
校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拨付经费，地方院校主要由地方政府保障经费。 随着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
实施，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9 年的 10% 左右，迅速提高到 2012 年的
30% 左右。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总体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出现了学生负担学费上涨和乱收费④，而政府
财政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不断下降，学费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地方高校的经费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学费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高等院校的校舍面积与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伴随着高校负债规模
的迅速上升。虽然缺乏对全国高校负债总规模的准确估计 ，但是全国高校负债规模庞大是不争的事实。
如陈忠斌估计我国高校实际债务达到 6730 亿元，总风险系数高达 0． 93 ⑥。 高校负债问题，固然与政府财
政经费保障力度不足有很大关系 ，然而，考虑到高等院校的公共属性，以及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特点
与时间收益特性，高校负债实际为隐性政府债务，负债融资也不失为高校扩张的合理资金来源 ⑦。 从银
行的角度来讲，高校也是违约风险相对较低的贷款对象 ，因为公立高校的扩张有隐性的政府信用作为担
保。基于此，我们认为，储蓄将有助于家庭支付高等教育投资成本，以及高校自身的建设，从需求和供给
两个方面推动高等教育扩张。而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也是储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的过程。
2004，
① 沈坤荣，孙文杰． 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6） ：52 － 63．
2005，（4） ：991 － 1018．
② 保罗·舒尔茨． 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 经济学（ 季刊） ，
③ M arcos D ． C hamon，and Esw ar S． Prasad，“W hy are Saving Ｒates of U rban Households in C hina Ｒising？”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no． 1 （2010） ： 93 － 130．
2008，（2） ：70 － 76．
④包海芹． 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变迁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1） ：127 － 130．
⑤ 邵学峰，王国兵．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改革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08，（4） ：54 － 63．
⑥ 陈忠斌． 高等教育债务问题实证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8，（10） ：56 － 60．
⑦ 李祥云． 关于我国高校负债融资问题的思考［J］． 高等教育研究，

· 92·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不仅高校负债加速了储蓄向投资或消费的转换 ，由高校扩张推动的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储蓄向投资
或消费的转换。在高校扩张的过程中，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学城建设。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大学城是高等
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地，将推动高等学校成为经济社会中心①。 各地
为了支持大学城发展，纷纷加快了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建设。 这种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建设，离不开金融体
系的大力支持，而支持的源泉仍然是来自储蓄。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高等教育扩张具有投资乘数的扩张
效应，不仅高等教育本身的扩张加速了储蓄向投资或消费的转换 ，高等教育扩张引起的城镇化与相关支
撑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加速了储蓄向投资或消费的转换 。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扩张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在推动储蓄转变为投资或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是否能够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呢 ？ 这是本部分重点解决的问题。 为了
检验高等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 ，我们设立了以下计量模型：
y it = c1 + α1 x i，t －1 + Z1 γ1 + u1it

（1）

m it = c2 + α2 x i，t －1 + Z2 γ2 + u2it

（2）

y it = c3 + α3 x i，t －1 + Z3 γ3 + βm it + u3it

（3）

其中，i、t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y it 表示经济增长率；x it － 1 表示储蓄率水平，我们将储蓄率界定为前定
变量，因为当期的储蓄要在下一期才能影响到经济增长 ；m it 为高等教育规模变量；Z1 、Z2 和 Z3 是相应的
控制变量组；α1 、α2 、α3 、γ1 、γ2 、γ3 是需要估计的参数；c1 、c2 和 c3 是截距项；u1it 、u2it 和 u3it 是误差项。
计量模型（1） 的设计，是为了考察在不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变量的前提下，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
果 α1 。而模型（3） 的设计，是为了考察控制高等教育扩张变量后，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效果 α3 。
比较估计结果 α^ 1 和 α^ 3 ，我们可以得知引入高等教育扩张变量后，储蓄对增长作用效果的变化。 而计量
模型（2） 的设计，是为了考察储蓄是否支撑了高等教育扩张 。如果我们估计发现引入高等教育扩张变量
后，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生明显变化 ，而储蓄又能够影响到高等教育扩张，那么我们就可以认
为，高等教育扩张变量发挥着一种桥梁作用 。进一步地，如果非常显著，那么可以认为储蓄不仅直接影响
增长，还可能通过高等教育扩张间接作用于增长 。
为了进行实证检验，我们收集了中国 1995 － 2012 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具体的变量设置如下
所述：
经济增长率，被解释变量，以各省 GDP 增长率表示。储蓄率，核心解释变量，以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
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 支出法） 比重表示。高等教育规模，核心中介变量，以每万人常住人口中高等学校
在校生人数表示。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支出法 ） 比重表
示，控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支出比重，控制变量，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
表示，以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以对数人均 GDP 及其平方项表示，估计经
济增长的条件收敛状况；贸易贡献，控制变量，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 GDP（ 收入法 ） 比重表示，控制贸易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等教育支出比重，控制变量，以地方财政高等教育预算支出占地方 GDP 的比重表
示。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另外，考虑到数据的特性，我们去掉了西藏样本，部分省份（ 如重庆） 某些年份的数据缺失。表 1 给出
了简单的变量统计描述。

2002，（2） ：36 － 41．
①潘懋元等． 大学城的功能与模式［J］．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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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储蓄与高增长：高等教育扩张的桥梁作用识别
值得指出的是，增长理论强调储蓄对投资和增长的推动作用，而莫迪里安尼提出的消费和储蓄的生
命周期假说以及相关研究又强调 ，增长是储蓄增加的重要驱动力量。 因此，增长与储蓄之间可能存在着
双向因果关系，使用一般的 OLS 回归或者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很难解决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另外，如果使用一阶滞后差分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也难以克服内生性问
题。相对而言，使用系统 GMM 估计是可信度比较高的方法。因此，本文在回归过程中主要使用 GMM 估
计，结果报告在表 2。
表 2 中给出的回归的结果明确显示，高等教育扩张扮演了非常显著的桥梁作用 。 将三个方程的回归
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整理出高等教育发挥桥梁作用的脉络 。 首先，储蓄本身并不具备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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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推动作用。模型（1） 显示，如果我们不控制高等教育扩张过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推动作用 ，
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使为正 ，效应也非常微弱而不显著。 而要发挥储蓄的积极作用，必须要有将储
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的渠道。 高等教育扩张，为储蓄转换为投资或消费提供了有效渠道。 模型 （2） 显
示，储蓄显著地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一方面，高等教育经费筹集机制改革，居民家庭需要承担更高
的学杂费，因此家庭需要利用储蓄支付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成本 ，高等教育需求扩张为储蓄转换为消费
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政府财政预算内经费拨款不足，高校自身发展需要借助银行贷款，因而高等教育
供给扩张为储蓄转换为投资提供了渠道 。 引入高等教育扩张因素后，如模型 （3） 所示，该变量对经济增
长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储蓄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这符合前文的分析，储蓄本身并不直接促进
经济增长，而是要转换为有效投资和消费才能促进增长 。 如果储蓄仅仅是作为最终的储蓄而存在，储蓄
甚至会损害经济增长。
综合表 2 中模型（1） 和模型（3）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影响增长的相关变量回归系数非常稳定。 具
体而言，固定资本形成率对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 ，表明固定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 而政府支
出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越高的政府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可能的原因在于，更高的
政府支出需要更高的政府收入来支撑 ，而高额的政府收入意味着高税赋，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人均 GDP（ 取对数） 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了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性质。 回归结果显示，一次项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符合巴罗等人①以及曼昆等人②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条
件收敛规律。另外，贸易贡献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
要贡献。
另外，表 2 中模型（2） 显示了高等教育扩张的推动因素。除了储蓄的推动作用以外，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高等教育预算支出的比重，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人均 GDP（ 取对数 ） 变量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加速高等教育的扩张。
在经济发展的腾飞前准备阶段，一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满
足工业发展需要，因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不强烈。 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
越来越强烈，这将提升高等教育的回报，从而经济发展将在供给和需求两端推动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 。
地方高等教育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符合我国高等教育以公立教育为主的实际 ，高
等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

五、结论
在储蓄与经济增长、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 ，明显存在着一条鸿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
结论不能很好地匹配。本文认为，需要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才能很好地跨越这条
鸿沟。具体而言，储蓄不能直接转换为产出和增长，而是要通过消费和投资等渠道，转换为有效需求，从
而推动产出和经济增长。在现实经济中，推动储蓄转换的因素，是在高储蓄与高增长之间架起桥梁的重
要因素。虽然金融中间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实现这一转换，但最终转换还需要有现实经济载体。20 世纪
末开始启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和扩招 ，很好地发挥了上述桥梁作用。 首先，高等教育扩张本身需要大量的
建设资金，在政策鼓励下，高校大量贷款扩建校园和改善办学条件，为储蓄转换为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出
路。其次，由高校扩张带动的地方政府大学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 ，极大地提升了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
① Ｒobert J． Barro，X avier Sala － i － M artin，O livier Jean Blanchard，and Ｒobert E． Hall，“C 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Ｒegion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1） ： 107 － 82．
② N ． G regory M ankiw ，D avid Ｒomer，and D avid N ． W eil，“A C 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 row 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no． 2 （1992） ： 407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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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进一步为储蓄转换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良好平台 。 另外，家庭通过储蓄来支付子女的高等教育
成本，储蓄在家庭完成教育投资目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利用中国 1995 － 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我们检验了高等教育扩张的桥梁作用 。 结果发现，在未控
制高等教育规模变量情况下，增长计量方程中储蓄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意味着储蓄对经济增长的
效应非常复杂，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在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变量后，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高等教育规模变量显著为正。这表明，如果不将储蓄转换为经济中的有效投资或消费，纯粹的储蓄无
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将储蓄投入到高等教育及其相关领域，有助于加速推动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同时
发现，储蓄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因此，高等教育扩张，在高储蓄与高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桥梁作用。此外，增长计量方程也发现了与巴罗的研究中有关增长变量所类似的结论 。
通过扩张高等教育规模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 ，是过去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由于目
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 30% ，基于全文的分析，我们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 第一，要继续保
持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张，并对高等教育扩张的资金需求进行分类管理，日常运行支出与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支出要通过不同的渠道筹资 。第二，要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教育质量，更
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要借助当前高等学校分类管理与教育
结构调整的契机，在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过程中 ，确立多渠道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模式 ，更好地
发挥教育在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桥梁作用 。

Ｒe-examining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igh Savings and High Growth
CHEN Jian-wei

SU Li-feng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Economy Ｒesearch，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29）

Abstract：Traditional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on economic growth mainly focused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economic growth as a bridge in China，i． e． ，how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helps to transmit savings into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savings accelerat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Furthermore，the effect of savings on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f we do not control for the variable of higher education scale．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is variable，the effect of savings on growth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while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scal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other words，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between savings and growth． In summary，savings alone are not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but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can accelerate the use of savings，thu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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