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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十一五”期间，江苏省苏州市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体制和政策环境创

新为先导，以创新型苏州为发展主线，以

科技产业化和创新体系建设为重点，立

足科技富民、科技强市，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有

效引领和支撑苏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全球商业杂志《福布斯》最新公布的

“2010 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排行榜中，苏

州成为创新能力最强的地级市，排名仅

次于深圳、上海。（金苏明，费玮，2011）

但是目前，影响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提

升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企业技术创新

还不能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原

始创新仍不足、核心技术尚有限、高层次

人才缺乏等。

“十二五”时期（2011 － 2015 年），

是苏州市巩固“两个率先”建设成果、全

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时期，也是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攻坚阶段，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将成为

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大力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转变苏州经济发展方

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此如何

提升苏州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当前需

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从苏州市实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动态均

衡关系分析方法，对江苏省苏州市

1995-2010 年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与因果

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

正模型，揭示了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

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并对如

何提升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相

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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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统计数据出发，对其自主创新能力与

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针对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提出若干建议。

实证研究

（一）变量、数据的选择和统计性描述

专利授权统计数据反映了一个时期

人们从事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数

量和质量，能综合反映自主创新能力的

大小（刘和东，2007）。所以本文用苏州

历年的专利的授予量（PG）反映苏州市

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本文以苏州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为

了更好地反应苏州市实际经济增长情况，

对统计年鉴上的 GDP 进行调整，1995 年

作为基年，其他各年份用可比价 GDP 的

增长率进行调整。样本数据取 1 9 9 5 -

2010 年的年度数据（见表 1），原始数据

来源于 1996-2010 年苏州市统计年鉴和

《2 01 0 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的变换可

以有效消除时间序列经济数据的波动性，

还可以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而且不会改变原时间序列的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因此对两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选取 lnPG 作为衡量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

的指标，lnGDP 作为衡量苏州经济增长

的指标。

（二）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协整分

析的前提，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

单位根检验。目前一共有 6 种单位根检验

方法：ADF 检验、DFGLS 检验、PP检验、

KPSS 检验、ERS检验和 NP 检验，本文对

两序列采用扩展的迪克—费勒（ADF）单

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 n G D P 和

lnPG 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

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是不平稳序列，接

受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不平稳。对两序

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一阶差分序列

的ADF检验值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所

以可以得出 lnPG 和 lnGDP 是一阶非平稳

序列。

（三）变量的对数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

上述单位根检验表明 lnGDP、lnPG 两

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进一步确定两者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的格兰

杰恩格尔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方法如下：

首先 lnPG 对 lnGDP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

归。将 lnPG作为自变量，lnGDP作为因变

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用 OLS 方法

估计方程：lnGDP ＝α + β lnPG+ ε。其

中，α、β两个常数表示方程的回归参数，

ε为随机项。用 ev i ew s6 . 0 对 l n P G 和

lnGDP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可以得出协

整方程：

lnGDP=3.885848+0.498311lnPG

        （11.58108）（12.07979）

R2 ＝ 0.912457     DW ＝ 0.677052

从协整方程看，拟合优度R2较为显著，

回归方程的系数也通过检验，说明方程拟

合得比较好。进一步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

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采用ADF检验法，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残差的 ADF 检

验结果可知，ADF 检验值小于 10% 临界

值，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所以，

从长期来看，LNGDP与LNPG之间存在协

整关系。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若干非平稳

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必有误

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误差修正模型

最初由萨甘（Sargan1964）提出，后经

亨德里 - 安德森（H e n d r y - A n d e r s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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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和戴维森（Davidson 1977）等

进一步完善。 误差修正模型有单一方程和

多方程两种形式。多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是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称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使用单一

方程的误差修正模型，模型由非均衡误

差、原变量的差分变量以及随机误差项

组成。用 eviews6.0 根据数据建立如下误

差修正模型：

△ l n G D P = 0 . 1 3 1 3 3 8 + 0 . 0 6 6 5 9 6

△ lnPG -0.082273ECM
t  -1

 (2.972504)(0.649585)(-0.537133)

R2=0.041157     DW=2.452576

从以上模型中可以看出，方程的回归

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系数

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由于短期调整

系数为 -0.082273，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

经济增长值每变化1%，与其长期均衡值的

偏差中的 8.2273% 被修正。

（五）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式只能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

长期关系和趋势。为了明确苏州市自主创

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

基于变量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进一步对

LNPG 和 LNGDP  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

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4。

因果关系检验是通过检验有限制条件

回归和无限制条件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是否

发生显著变化实现的。从表4可以看出，对

于第一个原假设，其 F 统计量 =14.4724，

相应的概率值 P=0.0265，小于 5% 的检验

水平，所以拒绝原假设，即

可以认为 l n P G 是引起

lnGDP 变化的原因。对于

第二个原假设，其F统计量

=1 .08896，相应的概率值

P= 0 .4918，大于 10% 的

检验水平，因此不能拒绝

该原假设，即可以认为

LNGDP 不是引起 LNPG 变

化的原因，因此，从上述分

析可以看出，滞后期为 4

时，序列 lnPG 和 lnGDP 之

间存在从 lnPG 到 lnGDP的

单向因果关系，而不存在

反向的因果关系。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从

长期来看，苏州市自主创新

能力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具有正向的长期

均衡关系。LnPG 对 lnGDP 的弹性系数为

0.498311，即 lnPG 每增长 1%，lnGDP 将

增长 0.498311%，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从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看，在滞后期为 4 时，苏州自主创新

能力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说明提高

苏州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

长的重要手段。因此，采取措施推动科技

创新，提升苏州市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苏

州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对

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升苏州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议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我

们应该充分认识企业自主创新对苏州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不断强

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技术，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切实发挥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中的主力军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

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

用的主体。

形成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重视发

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支撑作用，加强科研

院所、高校和企业的对外合作与开放，打

破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自我封闭的状态，

促进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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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ADF 检验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结论

    lnGDP         0.201558          -3.959148         -3.081002          -2.681330         不平稳

   DlnGDP      -5.026296         -4.004425         -3.098896          -2.690439            平稳

      lnPG           0.628513           -3.959148        -3.081002          -2.681330         不平稳

     DlnPG        -3.224835         -4.004425         -3.098896          -2.690439          平稳

表3   残差单位根检验

  序列            ADF 检验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残差             -1.648680                  -2.728252                -1.966270           -1.605026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lags                F-Statistic               Prob.

  LNP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4                       14.4724                 0.0265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PG       4                       1.08896                 0.4918

表1   1995-2010年苏州专利授予总量（PG）与经济增长（GDP）情况

年度 PG（件） GDP（亿元） 年度 PG（件） GDP（亿元）

1995 415 903.11 2003 2593 3305.84

1996 509 960.01 2004 2783 3294.63

1997 581 114.44 2005 3315 3977.85

1998 677 1280.96 2006 4855 4650.63

1999 2055 1401.26 2007 9157 5591.50

2000 1922 1529.59 2008 18270 6413.46

2001 1749 1730.18 2009 39288 7471.94

2002 2324 2015.53 2010 46109 8746.4

的集成与整合，以项目合作为依托，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为支撑，稳

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苏州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

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环境。

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优化有利于自主

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环境，集成苏州自

主创新的相关资源，激发创新主体的自

主创新热情，推动苏州自主创新能力逐

步提升。财税政策方面可以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优化投资结构，重视对企业自主

创新的税收政策扶持；采购政策方面要

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的导向功能；金融扶

持政策方面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自主

创新；人才激励政策方面不断完善人才

激励机制，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

计划等。

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首先，政

府要加大知识产权的管理力度，加强和完

善苏州市的知识产权组织机构建设和制度

建设。其次，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引

导，鼓励企业要积极参与技术标准的研

制，实施标准战略和专利申请与维权战

略，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再次，加

强对知识产权的监督和检查工作，规范市

场秩序，严历打击并制裁各种知识产权的

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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