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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科研劳务费的作用特点与作用规律,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

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科研劳务费的平均弹性进行估计,并系统分析了科研劳务费自身的门槛

效应、创新成果门槛效应、仪器设备费门槛效应、其他研发经费门槛效应、研发人员门槛效应、时间

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科研劳务费绩效良好,弹性系数显著;低创新规模下劳务费的贡

献不显著,高创新规模下劳务费的绩效显著;我国劳务费的绩效随着时间推延总体上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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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劳务费作为科研直接费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用于参加科研项目的没有工资性收入的成

员激励,以及其他相关辅助人员的支出,本质上是对

项目科研人员不足的必要补充,对于科技创新无疑

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依托

力量.科研劳务费作为研发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处于较快的上升状态,１９９７年高技术产业劳务

费投入１５．０２亿元,２０１４年增长到８３４．５１亿元,平
均每年增长２６．６６％;从劳务费的比重看,也处于稳

步上升态势,１９９７年劳务费占 R&D经费内部支出

的比例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上升到３６．６９％(图１),
超过三分之一.研究劳务费对创新贡献的弹性,分
析不同创新产出、不同创新投入、不同时间门槛下劳

务费弹性变化规律,不仅可以丰富技术创新的相关

理论,而且可以有效地对劳务费绩效进行评估,发现

其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政府及高技术企业采取必要

的措施,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１　有关科研劳务费的研究现状

劳务费作为科研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

作用与绩效本质是科研经费绩效问题.Bloch等通

过研究科研经费中政府拨款规模的作用发现,随着

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的增大,科研经费配置结构可能

对科研绩效产生消极影响[１].Magnus等研究了非

财政拨款和大学科研工作者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有促进作用,但是学术成果对

企业的生产力促进效率不显著[２].Muscio等证明

了政府对高校的科研经费拨款能够补偿高校科研经

费的不足,且对加强高校与企业问联系、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有重要作用[３].Abbott等运用非参数方法对

大学科技经费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计量,研
究发现,不论投入和产出指标如何进行组合设置,澳
大利亚所有大学的总体效率最高,而单独来看,某些

大学的效率还存在提升空间[４].Johnes利用DEA方

法对英国１３０所高校教学与科研整体效率进行了评

价[５].Worthington等采用经典CCR和BCC模型分

析了澳大利亚高校的教育和科研竞争力[６].
关于科研经费的非线性关系与影响因素,GeuＧ

na等认为,与复杂的评估相比,科研经费增长缓慢,
科研绩效呈现规模报酬递减态势[７].Cherchye等

针对经济管理类科研经费投入的效率进行了研究,
得出高校的学术环境、专业规模、科研基金的财政支

持程度与科研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８].马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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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高技术产业劳务费支出及占当年R&D比重

等研究发现,科研拨入经费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显

著的非线性关系;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

存在从负向到正向的变化[９].陶元磊等研究发现科

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之间会因高校科研经费

投入强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表现为

投入强度较低时科研经费配置结构与科研绩效正相

关但不显著,投入强度中等和较高时两者显著正

相关[１０].
关于劳务费绩效自身的实证研究,目前学术界

关注较少,更多注重劳务费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廖雯栅等认为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着“经费分配低效、
经费管理无序、经费使用违规”等问题,严重滞碍了

科技创新发展的进度[１１].付晔等认为科研经费管

理存在制度性缺陷以及监管的缺失,“劳务费”和“专
家咨询费”两项酬金性支出均不允许支付给包括课

题负责人在内的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团队成员,这
使得在工作一线的科研人员不能获得相应的补

偿[１２].徐孝民认为,在高校科研经费规模扩大的同

时,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对科研项目人力资本投入补

偿的政策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１３].
从目前的研究看,关于科研经费的作用机制、绩

效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比较丰富.关于科研劳

务费的研究,现有的文献更多关注科研劳务费管理

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总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一,科研劳务费的绩效问题,国内现有的实证

研究极其缺乏,关于高技术产业科研劳务费绩效的

实证研究,缺乏专门的文献报道.
第二,科研劳务费对创新贡献是否具有非线

性效应? 比如,科研劳务费的弹性是否具有自身

的门槛效应? 是否具有创新成果和其他研发投

入的门槛效应? 是否具有时间门槛效应? 原因

是什么?
第三,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科研劳务费应用中

还存在哪些问题? 原因是什么?
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然后基于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

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劳务费弹性的非线性

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２　劳务费的门槛效应与基本假设

２．１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２所示.研发投入分为劳务

费、仪器设备、其他研发经费、研发劳动力,前三项是

研发经费投入,后一项是研发人员投入.之所以对

研发经费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可以在有限数据

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劳务费、仪器设备与其他研发经

费的绩效,当然其他研发经费的范围较广,包括材料

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会议费、差旅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等.
从研究劳务费的非线性效应角度,包括研发

投入门槛、创新成果门槛与时间门槛.研发投入

门槛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劳务费自身的门槛与仪

器设备、其他研发经费、研发人员门槛.所以从

横向看,劳务费的非线性效应共有５个门槛,从

纵向看,劳 务 费 的 门 槛 效 应 又 可 能 存 在 时 间 门

槛,所以一并进行研究.

２．２　劳务费的创新成果门槛效应

不同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不同,必然会产

生不同程度的创新成果.当创新成果较少时,劳务

费开支也较少,有些劳务费支出对创新并没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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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框架

比如用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或者用于设备的更

新改造,劳务费的投入与创新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

果关系.只有当创新成果较多时,劳务费作为弥补

科技人力资源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才会发挥应有

的作用.
高技术产业是创新比较复杂和难度较大的产

业,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保证较高的创新

绩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

作,进行协同创新与合作创新,进行必要的劳务费支

出,才能有效提高创新水平.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１: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存在创新

成果的门槛效应,创新成果越大,劳务费的贡献

越大.

２．３　劳务费自身的门槛效应

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也呈现自身的门槛效

应,即当劳务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其对创新可能没

有贡献,较少的劳务费投入对创新难以发挥关键作

用,充其量只能发挥一些辅助作用,只有当劳务费投

入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
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２: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存在劳务费

自身的门槛效应,劳务费投入越大,劳务费的贡献

越大.

２．４　劳务费的其他投入门槛效应

企业研发投入中,仪器设备费、其他研发经费、

研发人员投入本质上都说明了投入的规模,是企业

研发实力和研发能力的集中体现.当企业研发规模

和能力较小时,劳务费的投入对创新的贡献总体上

是较小的,有时甚至是作用不大的,这是因为研发能

力弱意味着创新成果也较弱,劳务费的开支就不是

必须,即使个别企业劳务费开支较大,对创新贡献效

果较好,也不是长久之计,仅仅是个别企业的短期创

新行为.随着企业研发能力增强,如果再辅以一定

的外部研发人员力量支持,增加劳务费投入,必然会

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创新中的关键问题,发挥事半功

倍的效果.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３: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具有仪器设

备费门槛效应,仪器设备费投入越大,劳务费的贡献

越大.

H４: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具有其他研

发经费门槛效应,其他研发经费投入越大,劳务费的

贡献越大.

H５: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具有研发人

员门槛效应,研发人员投入越大,劳务费的贡献

越大.

２．５　劳务费的时间门槛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经历了引

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随着市

场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自身管理

体制的进步,科研劳务费所发挥的作用应该越来越

大.李燕萍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研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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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的建设经历了摸索、建立与健全三个阶段,
近年来承诺机制与信用管理机制引入管理政策体现

了注重科研工作者诚信自律的价值走向,政策工具

也逐步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过渡[１４].在这样的背景

下,提出如下假设:

H６:科研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具有时间门

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延,劳务费的贡献越大.

３　研究方法与数据

３．１　知识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模型

Griliches和Jaffe创立的知识生产函数是本文

研究的基础[１５,１６],本质上仍然是CobbＧDouglas生产

函数:

Y ＝AKαLβ (１)

　　在式(１)中,Y 表示创新成果,K 表示研发经费

投入,L表示研发人员投入,α、β分别为研发经费、研
发人员的弹性系数,A 是常数项,代表知识生产函数

的全要素生产率.
将研发经费投入 K 进一步分解为劳务费K１、

仪器与设备费K２、其他研发经费K３,同时为了消除

可能出 现 的 异 方 差,对 公 式 左 右 两 边 同 时 取 对

数,得:
log(Y)＝c＋α１log(K１)＋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

(２)

　　本文在式(２)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劳务费的平均弹性,并与其他投入变量进行

比较.

３．２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面板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是,当作为门槛变量

的经济变量高于或低于门槛值时,核心解释变量的

弹性系数会发生改变.Hansen对面板数据门槛模

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１７].
(１)劳务费自身的门槛、产出门槛与时间门槛

假设劳务费存在自身的门槛效应,即随着劳务

费水平的不同,其弹性系数也可能发生变化.以单

门槛为例,假设存在一个劳务费水平τ,使得对于K１

≤τ和K１＞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贡献的弹性呈

现显著差异.当K１≤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弹

性系数为θ１;当K１＞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弹性

系数为θ２.如果存在多个门槛,可以进一步引入更

多的τ１、τ２,原理类似.
log(Y) K１ ≤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１log(K１)

log(Y) K１ ＞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２log(K１){
(３)

　　类似地,劳务费的创新成果门槛为:
log(Y) Y≤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１log(K１)

log(Y) Y＞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２log(K１){
(４)

　　时间门槛为:
log(Y) time≤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１log(K１)

log(Y) time＞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２log(K１){
(５)

　　(２)其他投入门槛

其他研发投入包括仪器设备费、其他研发经费、
研发人员,以仪器设备费为例.假设劳务费存在仪

器设备费的门槛效应,即随着仪器设备费的不同,劳
务费的弹性系数也可能发生变化.以单门槛为例,
假设存在一个仪器设备费水平τ,使得对于 K２≤τ
和K２＞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贡献的弹性呈现显

著差异.当K２≤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弹性系

数为θ１;当K２＞τ时,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弹性系数

为θ２.如果存在多个门槛,可以进一步引入更多的

τ１、τ２,原理类似.
log(Y) K２ ≤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１log(K１)

log(Y) K２ ＞τ＝c＋α２log(K２)＋α３log(K３)＋βlog(L)＋θ２log(K１){
(６)

　　对于其他研发经费门槛、研发人员门槛,原理类

似,这里省略公式.
(３)变量与数据

创新成果借鉴 Grilich[１８]的做法用新产品销售

收入表示,另外一个原因是,授权发明专利并不是一

个好的创新成果指标,存在滞后期较长、代表性不好

等问题.研发经费投入中劳务费、仪器与设备费直

接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他研发经费投

入等于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减去仪器与

设备费、劳务费,研发人员采用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表示.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期间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这是

因为重庆市１９９７年才有独立的统计数据.西藏地

区因为缺失数据较多而将其删除,此外青海、新疆个

别数据为０或缺失,所以采用赋值为１的方式采用

了处理,这样共有３０个省市１８年的数据,变量的描

述统计如表１所示.
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理论上存在一定

的滞后期,综合均衡后滞后期选择１年,这样无论是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还是面板门槛模型,均选择滞后

１期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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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统计

创新成果

(万元)Y
劳务费

(万元)K１

仪器与设备

(万元)K２

其他研发经费

(万元)K３

研发人员投入

(人年)L

均值 ３７５７４９５．００ ８７７６９．３７ ３８４２５．０４ １４２２１７．３０ ８５１３．５５

极大值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２６２７．００ ５６１８３６．００ ３３４９９６５．００ ２１０２９８．００

极小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标准差 １０５７０１０３．００ ２９３７６４．００ ８０２３９．１０ ３２２８９０．１０ ２１２３７．２１
样本量 ３０×１８＝５４０

表２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名称
Levinlin&Chu

检验
ADF检验

Breitung
检验

结果

log(Y) －２．７４１∗∗∗ ６２．１２９ －５．０７２∗∗∗ 部分平稳

log(K１) －４．１２８∗∗∗ ４８．１２８ －２．３４７∗∗∗ 部分平稳

log(K２) －７．３８９∗∗∗ ９９．４９３∗∗∗ －５．２７５∗∗∗ 平稳

log(K３) ０．１１１ ３１．７７４ ０．４４７ 不平稳

log(L) －１．４１３∗ ５６．４６５ －３．４９３∗∗∗ 部分平稳

Δlog(Y) －２０．９２９∗∗∗ ３９５．８４４∗∗∗ －１０．１９２∗∗∗ 平稳

Δlog(K１) －１７．３５８∗∗∗ ３５９．０６４∗∗∗ －１０．８７２∗∗∗ 平稳

Δlog(K２) －２１．９８４∗∗∗ ３８５．７８５∗∗∗ －１０．４４９∗∗∗ 平稳

Δlog(K３) －１９．１８３∗∗∗ ３７３．０８１∗∗∗ －１２．８３２∗∗∗ 平稳

Δlog(L) －１９．０８５∗∗∗ ３６８．５９８∗∗∗ －１０．１６７∗∗∗ 平稳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４　实证结果

４．１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面板数据时间跨度长达１７年,为了防止出

现伪回归问题和提高研究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

Levinlin&chu、ADF、Breitung三种方法进行检验,
以结果一致为准,结果如表２所示,经过１阶差分后

所有变量均平稳.进一步采用 panelPP 和 panel
ADF进行协整检验,发现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

４．２　研发投入对创新成果的平均弹性

首先进行 Hauseman检验,其检验值为８．３６１,
其相伴概率为０．０７９,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拟合优度 R２ 为

０．９４７,研发人员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统计

检验外,其他所有变量均在１％的水平通过了统计

检验,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同时还给出了混合回

归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３　面板数据混合回归结果

变量 说明 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c 常数项 １．７０１∗∗∗

(８．８９２)
１．７３１∗∗∗

(４．９８９)
３．０６２∗∗∗

(１１．５６９)

log(K１(－１))劳务费 ０．３４３∗∗∗

(５．０７８)
０．３０４∗∗

(２．５７３)
０．３４４∗∗∗

(４．８９７)

log(K２(－１))仪器设备 ０．２０４∗∗∗

(５．３６１)
０．３３５∗∗∗

(５．３９８)
０．１１１∗∗∗

(３．０３４)

log(K３(－１))其他研发经费 ０．５８４∗∗∗

(９．５３９)
０．３０８∗∗∗

(３．２２８)
０．５４５∗∗∗

(８．９４４)

log(L(－１))研发人员 ０．０４５
(０．９９９)

０．２９４∗∗∗

３．９４８)
０．０１４
(０．２６５)

Hauseman Hauseman
检验

８．３６１∗ — —

R２ 拟合优度 ０．９１３ ０．８３９ ０．９４７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投入要素中,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其他研发经费,
为０．５４５,弹性系数第二的是劳务费,为０．３４４,弹性

系数最低的是仪器设备费,为０．１１１.劳务费的绩

效较好,贡献比较显著,劳务费投入每增加１％,创
新成果增加０．３４４％.

４．３　劳务费贡献的创新成果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２２２．６１３,相伴

概率为０．０００,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

行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５０．７４８,相伴概率

为０．０００,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３门槛检验虽

然通过但个别阶段数据数量太少,不具有代表性,最
终决定采用双门槛模型,结果如表４所示.

创新成果的两个门槛对数值分别为 ７．４５９、

１２．０７２,将创新成果分为低、中、高３个水平,数据数

量分别为３２个、１６４个、３４４个,三个水平下劳务费

的弹性系数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对于低水平创新成

果而言,劳务费的弹性为－０．４０３;对于中等水平创

新成果而言,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０．３０８;对于高水

平创新成果而言,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０．３９９.随

着创新成果增加,劳务费的弹性系数逐步提高,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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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１就得到了验证.
低水平创新成果主要是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

由于高技术产业不够发达,创新尚没有形成集聚,因
此劳务费开支水平较低,其弹性系数甚至为负值.

４．４　劳务费贡献的自身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１５．１０８,相伴

概率为０．０００,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

行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３．８８０,相伴概率为

０．０３８,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３门槛

检验,检验虽然通过但是没有一个水平的回归系数

通过统计检验,最终采取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５所示.
创新成果的两个门槛对数值分别为 ５．３３７、

７．７６２,将劳务费投入分为低、中、高３个水平,数据

数量分别为３４个、８４个、４２２个,以高水平投入为

主.对于低水平劳务费投入而言,劳务费的弹性为

－０．０４９,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对于中等水平劳

务费投入而言,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０．１８８;对于高

水平劳务费投入而言,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０．２３４.
随着创新成果增加,劳务费的弹性系数逐步提高,这
样假设 H２就得到了验证.
４．５　劳务费贡献的仪器设备费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７．７６６,相伴概

率为０．０１３,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

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３．１２５,相伴概率为

０．０８７,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３门槛

检验,F检验值为１．２７２,相伴概率为０．２３３,不能拒绝

原假设,但是第二阶段数据数量只有１２个,不具有代

表性.最终决定采用双门槛模型,结果如表６所示.
仪器设备费的两个门槛对数值分别为５．１７７、

８．４３２,将仪器设备费投入分为低、中、高３个水平,

表４　劳务费的创新成果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０２２
(０．４７７)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５２７∗∗∗

(７．７６３)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０５０

(－０．７９９)
—

log(K１(－１))log(Y)≤７．４５９
－０．４０３∗∗∗

(－４．３９５) ３２

log(K１(－１)) ７．４５９＜Log(Y)
≦１２．０７２

０．３０８∗∗∗

(３．５５９) １６４

log(K１(－１)) Log(Y)＞１２．０７２
０．３９９∗∗∗

(４．７０９) ３４４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数据数量分别为３４个、１６０个、３４６个,低水平仪器

设备费下劳务费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了统计检验,
中、高水平仪器设备费下通过了统计检验.对于低

水平仪器设备费而言,弹性系数为０．０９９,但没有通

过统计检验;中等水平仪器设备费投入劳务费的弹

性系数为０．２５５;高水平仪器设备费投入劳务费的

弹性系数为０．２８７.随着仪器设备费投入的增加,
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也逐步提高,所以假设 H３得到

了部分验证.
低水平仪器设备费投入主要也是西部欠发达地

区,由于研发力量不够,对仪器设备的利用不足,劳
务费开支较少,所以对创新的贡献并不显著.

４．６　劳务费贡献的其他研发经费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１６．６４５,相伴概

率为０．０００,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

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４．２４５,相伴概率为

表５　劳务费的自身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０９５∗

(１．６８１)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６７５∗∗∗

(４．４０７)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０４０
(０．３４２)

—

log(K１(－１))log(K１)≤５．３３７
－０．０４９

(－０．２１１) ３４

log(K１(－１)) ５．３３７＜Log(K１)
≦７．７６２

０．１８８∗

(１．７０６) ８４

log(K１(－１)) Log(K１)＞７．７６２ ０．２３４∗∗

(２．２４１) ４２２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６　劳务费的仪器设备费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３)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６８０∗∗∗

(８．０８５)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１２１
(１．５７５)

—

log(K１(－１))log(K２)≤５．１７７
０．０９９
(０．８８２) ３４

log(K１(－１)) ５．１７７＜Log(K２)
≦８．４３２

０．２５５∗∗

(２．３６２) １６０

log(K１(－１)) Log(K２)＞８．４３２ ０．２８７∗∗∗

(２．７０７) ３４６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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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６,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３门槛

检验,F 检验值为６．０１２,相伴概率为０．０２６,但是第

二阶段数据数量只有１１个,不具有代表性,最终决

定采用双门槛模型,结果如表７所示.
其他研发经费的两个门槛对数值分别为６．３７２、

７．５４１,将其他研发经费投入分为低、中、高３个水

平,数据数量分别为３５个、３０个、４７５个,以高水平

研发投入为主,中、高水平下劳务费的弹性系数均通

过了统计检验.对于低水平其他研发经费投入而

言,劳务费的弹性为０．０７０,但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也就是说劳务费与创新成果无关;对于中等水平其

他研发经费投入而言,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０．２９１;
对于高水平其他研发经费投入而言,劳务费的弹性

系数为０．３６３,这样假设 H４就得到了验证.
低水平其他研发经费投入数据主要来自西部地

区,由于高技术产业不够发达,研发投入不足,相应

地劳务费投入也不足,所以对创新的贡献并不显著.

４．７　劳务费贡献的研发人员投入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１２．３５４,相伴

概率为０．０００,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

行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３．３７２,相伴概率为

０．０５８,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但是双门槛回归

结果中,中等水平研发人员的数据数量只有１４个,
不具有代表性.最终决定采用单门槛模型,结果如

表８所示.
研发人员的门槛对数值为３．６３８,将研发人员

投入分为低、高２大类,数据数量分别为３８和５０２
个,以高水平研发人员投入为主.低研发人员水平

下劳务费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高水平研

发人员下通过了统计检验.对于低水平研发人员投

表７　劳务费的其他研发经费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０８０
(１．４１６)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５６５∗∗∗

(６．５３６)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０３７
(０．４６９)

—

log(K１(－１))log(K３)≤６．３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６４６) ３５

log(K１(－１)) ６．３７２＜Log(K３)
≦７．５４１

０．２９１∗∗∗

(２．６６５) ３０

log(K１(－１)) Log(K３)＞７．５４１ ０．３６３∗∗∗

(３．３９４) ４７５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入而言,劳务费与创新成果无关,弹性系数为０．０７９,
但没有通过统计检验;高水平研发人员投入劳务费

的弹性系数为０．２７１,所以假设 H５得到了验证.
低水平研发人员投入主要也是西部欠发达地

区,由于研发力量较弱,依靠外部研发人员只能作为

必要的补充,所以劳务费与创新成果无关.

４．８　劳务费贡献的时间门槛效应

先进行单门槛检验,F 检验值为６．１７３,相伴概

率为０．０１２,拒绝没有单门槛的原假设.继续进行

双门槛检验,结果F 检验值为０．９３３,相伴概率为

０．３３５,不能拒绝没有双门槛的原假设.所以采用单

门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
时间门槛值为２００８年,分为两个阶段,数据数

量分别为３６０个、１８０个.在２００８年之前,劳务费

的弹性为０．１６１,但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即劳务费与

创新成果无关;２００８年以后,劳务费的弹性系数为

０．１９２,这样假设 H６就得到了验证.
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国家科技管理体制

和企业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劳务费的绩效也越来

越显著.

表８　劳务费的研发人员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１２６
(２．２４８)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７００∗∗∗

(８．３４６)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９)
—

log(K１(－１))log(L)≤３．６３８
０．０７９
(０．３８９) ３８

log(K１(－１)) Log(L)＞３．６３８
０．２７１∗∗∗

(２．５９６) ５０２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９　劳务费的其他研发经费门槛

变量 说明 回归结果 数据数量

log(K２(－１)) 仪器设备费
０．１７６∗∗∗

(２．９５５)
—

log(K３(－１)) 其他研发经费
０．６３９∗∗∗

(７．４８６)
—

log(L(－１)) 研发人员
０．０７８
(１．０７６)

—

log(K１(－１)) Time≤２００８
０．１６１
(１．４９２) ３６０

log(K１(－１)) Time＞２００８
０．１９２∗

(１．８２１) １８０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５％的水

平下检验通过;∗∗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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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结论

５．１　高技术产业科研劳务费绩效良好

研究表明,劳务费的平均弹性水平总体较高,

仅次于包括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

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

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的其他研发经费

投入,但高于仪器设备费.劳务费作为弥补科技

人力资源不足的必要补充,能够调动相关人员积

极性,推进高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

行协同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５．２　低创新规模下劳务费的贡献不显著

劳务费要发挥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创新规

模.研究表明,在低水平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下,

劳务费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高技

术产业研发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支出劳务费用于

弥补人力资源不足只能作为必要的补充.企业自

身研发力量不足意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此时采用

外部人力资源是不可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只有当

企业创新具备一定规模后,劳务费才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

低创新规模地区主要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研究表明,这些地区高技术企业劳务费绩效偏低,难
以给创新带来足够的贡献,一方面是企业研发规模

和研发能力较低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与劳务费支

出的管理也有关系,需要加以改进.

５．３　我国劳务费的绩效随着时间推延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经历了

从引进模仿为主,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

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由于创新能力不强,劳务

费对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到了自主创新阶

段,劳务费的重要性必然日渐显著.此外,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实施,加上国家和企业科研经费管理水平的不断

改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延,劳务费的绩效是不

断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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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studyactingfeaturesandinteractionofscientificresearchservicefee,ThisarticleaＧ
dopts,takingthehightechindustryasanexample,paneldatamodelandpanelthresholdregressionmodel
toestimateaverageelasticityofscientificresearchservicefee,andcomprehensivelyestimatethreshold
effectofscientificresearchservicefee、innovationoutcome、instruments、otherresearchfee、researcherand
time．Theresearchresultsindicatethatscientificresearchservicefeeperformanceofhightechindustryis
better,andelasticityfactorissignificant;Contributionofservicechargeundersmallinnovationscaleisnot
significant,theperformanceofservicechargeundermassiveinnovationscaleissignificant;Astheelapseof
time,theperformanceofservicechargeisconstantlyincreasedinourcountry．

Keywords　scientificresearchservicefee;hightechindustry;panelthresholdregressionmodel;performＧ
ance


资料信息

«中国科学基金»征稿简则

　　«中国科学基金»(双月刊)创刊于１９８７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主办,旨在成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联系广大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者、承担者、评审者和管理者的桥梁与纽带.
本刊已被CSCI、CSSCI等国内各主要检索系统及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等国外部分重要检索系统收录.
本刊常设栏目简介:
研究进展:刊登有关学科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综述性和评论性文章,以促进学科间的了解、

交叉与融合.
成果快报:报道和选登重要的、有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进展以及优秀人才和

优秀群体介绍.
管理纵横: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制定的各种重要的政策、规定和文件通告等;探讨和交流基金

申请、评审、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或体会.
科学论坛:围绕科技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如研究评价、同行评议、学术道德等,各抒己见,展开

讨论.
«中国科学基金»不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根据规定酌付稿酬,并寄送样刊２本.
文章请勿一稿两投,本刊自收到稿件之日起,１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作者,如逾期未予答复,作者有权

另行处理,但需及时通知本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８３号(邮编:１０００８５)
期刊网址:http://pub．nsfc．gov．cn/sficcn/ch/currentissue．aspx
投稿网址:http://zkjj．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 mid＝zkjj
电子邮箱:weikan＠nsfc．gov．cn;progress＠nsfc．gov．cn
联系电话:０１０Ｇ６２３２６８８０,６２３２６８９３


	ZW1802 54
	ZW1802 55
	ZW1802 56
	ZW1802 57
	ZW1802 58
	ZW1802 59
	ZW1802 60
	ZW1802 61
	ZW1802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