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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基于市民化和市场化双重视角，考察制度环境对城
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和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密度对工资的城

市固定效应所产生的提升作用远大于外来移民，主要源于户籍制度引起的社会分割；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

来移民，其提升作用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如果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得以

有效实施，城市集聚经济将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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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作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将之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能够促进商品、劳动和思想的
流通，产生货币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表明，城市集聚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资源

配置的优化和技术创新。然而，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城市功能失调。劳动力

市场的二元分割、土地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匮乏阻碍着发展中国家城市集聚经济的发挥，强

化城市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２］。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为发展

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提供很多良好的借鉴，但是不加区分地引进也可能造成巨大伤害，所以 Ｇｌａｅｓｅｒ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３］１呼吁更多基于发展中国家独特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城市经济学研究。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四十年间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

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依旧顽强地存在着，如户籍制度成为阻滞城市化

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时期，需要建立效率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而充分地发挥城市集聚经济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本

文考察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市民化滞后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全面深化改革

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为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提供了

一条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

关于国内城市经济集聚的研究认为，现阶段的城市集聚可以产生较大的规模经济。范剑勇［５］发现

２００４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其就业密度的弹性为８８％，显著高于欧美国家５％左右的水平。上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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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但从理论上来说，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城市规模与劳

动生产率之间更可能是一种倒Ｕ型的关系。Ａｕ和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６］５４９考察了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倒Ｕ
型关系，指出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偏小，处于倒Ｕ型曲线的左侧，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城市集聚效应还可能受到城市规模之外的其他特征的影响。吉昱华等［７］使用２００１年中国地级市数据，
发现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但二三产业加总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柯善咨

和赵耀［８］发现，随着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变，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倒Ｕ型曲线向右移动。
集聚经济不仅跟城市总体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有关，而且受到城市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

Ａｓｈｒａｆ等［９］７７指出，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城市难以有效地供给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无法缓解或消除

集聚产生的负外部性。现有关于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研究通常借鉴研究发达国家的文献，隐性假定

制度环境是静态的。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发达国家，这是相当逼真的刻画，然而对于社会经济环

境正快速变动的中国而言，这并不合理。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市场化转型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管制，释放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由于集聚经济正是通过企业和个人的密切互

动实现的，市场化转型必然会影响集聚经济生成机制的运行和集聚经济的强度。只有少量文献尝试

考察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经济大小的影响。吴建峰和符育明［１０］６７５发现市场化改革是促

进产业马歇尔外部性发挥的积极力量。岳书敬等［１１］发现市场化转型提高了城市集聚的经济和环境

综合绩效。该文采用省级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城市的市场化程度，然而即使处于同一省份内，不同城市

的市场化程度也可能相差很大，如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的城市之间。

世界银行［１２］强调３Ｄ视角———密度、距离和分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城市里，密
度正在受到分割的威胁。户籍制度使得外来移民在城市落户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市民化进程严重

滞后。根据《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５７４％，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４１２％，大约有２８％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没有城市户籍。城市户籍
居民和外来移民间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分割，外来移民面临着诸多歧视，实质上成为二等居民，因而与

本地居民的交流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种种障碍。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来源于密集的人口

和经济活动带来的高频度交流，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二元分割会导致两个群体的集聚经济强度存

在差异。关于外来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与本地居民的工资差异、对本地居民工资和就业机会的

影响上，没有发现有文献考察两个群体集聚效应的差别。事实上，研究城市集聚经济的文献，如

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５５，都假定两者是无差异的。

本文构造了城市层面的市场化指数，使用工具变量法和 Ｃａｎｅｒ和 Ｈａｎｓｅｎ［１４］８１３提出的门限模型的
工具变量估计，考察市民化和市场化转型对城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

简单介绍户籍制度和市场化转型的变迁及影响，并结合集聚经济理论提出主要假说；第三部分提出计

量模型和估计策略，并对数据来源和变量加以说明；第四部分给出对两个假说的实证检验结果，并讨

论了二元分割假说的竞争性解释———教育水平差异；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制度背景和理论假说

（一）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

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是一种古老而持久的现象，并在现代经济中表现得越来越显著。经济

学家分别从集聚经济、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和寻租等视角探讨了该现象的形成机理，其

中最受瞩目的是集聚经济［１５］２１２０。马歇尔最早探讨了集聚经济来源，提出了三种形成产业集中的机

制：厚实劳动力市场、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１６］２６２－２６８。具体来说，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提高企业岗

位需求和工人技能之间的匹配质量，并降低意外冲击下企业招工不足和工人失业的风险；接近供应商

或消费者的企业，可以更快地获取或供应更便宜的商品；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能够提高人力资本。

集聚经济的存在已基本成为共识，研究文献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然而，何种集聚机制在起作

用以及作用的大小如何仍然像一个黑匣子。马歇尔提出的三种集聚机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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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性混淆了起作用的具体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研究者正在为解开这个黑匣子而努力，总的说来，马歇

尔提出的三种集聚机制都得到了现有证据的支持。Ｅｌｌｉｓｏｎ等［１７］通过构造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和劳动力雇

佣模式的工具变量，考察马歇尔集聚机制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马歇尔集聚经济理

论的三种机制都促进了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其中投入产出关联最为重要。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等［１８］选取大型工厂

的选址竞赛作为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冠军和亚军地区已有工厂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大型工厂设立前后的变

化，不仅证实了集聚溢出的存在，而且支持劳动力池和技术溢出两种机制。

大部分探讨集聚经济的文献都是关注发达国家的城市，没有考察制度环境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影

响，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困境凸显了该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事实上，马歇尔已经意识到无

形的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认为宗教、政治和经济的线索都影响人们对有利条件的利用，三者交织在一

起难以区分［１６］２２５。在关于美国硅谷和波士顿１２８号公路的比较研究中，Ｓａｘｅｎｉａｎ［１９］指出，地方传统和
文化的不同是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１２８号公路是相对僵化和等级森严的，而硅谷是灵活和富有创业
精神的，正是硅谷分散化和流动性的环境加速了技术和知识在区域内的扩散。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１５］２１４０认为城市的激励和组织因素影响给定集聚模式产生外部经济的程度。发展中国家需要
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来应对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其现有制度的不足加剧了这一矛盾。Ａｓｈｒａｆ
等［９］８０认为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制度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无法缓解集中产生的拥挤效应。

Ｇｌａｅｓｅｒ和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３］４强调研究者应该寻找有利于贫穷国家城市发展的制度安排。
在过去４０年间，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制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

化，从国家控制和配置所有资源逐步转变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和城

市的市场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在城市里，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仍然在工作机会、工资待

遇、子女教育及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存在明显的歧视性差异。这些制度性因素———市场化转型和户籍

歧视———都可能影响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和发挥。

（二）二元分割对集聚经济的影响

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歧视性政策造成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二元分割，这种二元分

割正在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保护其主要

受益者城市居民的就业岗位，中国制定了限制居民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流动

的限制有所放松，但是城市居民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使得户籍制度基本得以维系，并衍生出很多针对非

户籍居民的歧视性政策，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成本继续维护城市居民的高福利。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着对外来移民的歧视，无论是工资还是就业机会。章莉等［２０］３５基

于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工资差异的近４０％可以由歧视因素解释。余向华和陈
雪娟［２１］发现，岗位进入和部门进入方面存在着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城市公共服务紧密附着于城市户

籍之上，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移民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

外，造成进城农民工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以及维护自身权益难等难题。李梅香［２２］以

绍兴２０１０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的抽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仅
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４２％。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利地位，阻滞了外来移民深度融入城市社会。第一，边缘化的

生活会增加外来移民的心理压力，降低其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获得感。陈云松和张翼［２３］指出，外来移民在

文化生活、心理接纳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显著低于本地居民。第二，歧视态度还诱发了本地居民对外来移

民的认知偏差，在媒体上农民工经常被与犯罪率升高、环境脏乱差等负面现象联系到一起。在外来移民

向心力削弱和本地居民排斥力增强的双重驱动下，城市化过程中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进展缓慢，城市内

部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间二元分割形成，并且其动因由政策因素逐步扩展到社会和心理因素。

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有赖于由稠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引致的企业和个人高频度的交流和互动，

而城市内部二元分割和社会融合程度不足，限制了空间邻近给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带来的便利。第

一，降低企业岗位和工人技能的匹配度。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移民在就业机会上的歧视，会缩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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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的选择范围，降低外来移民和企业岗位的匹配质量。第二，抑制知识溢出。新二元分割和社会融

合不足把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在经济和社会交往上隔离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本地居民和外来移

民面临的可交往人口的密度都有所降低，外来移民受到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这导致城市通过相互

交往促进知识溢出的功能弱化。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二元分割假说）：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二元分割，导致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
的集聚经济强度存在差异，后者相对较低。

（三）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经济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改革旨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

划决定了企业选址、资源投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主要是这些计划的执行者，没有自主权。工人

的工作岗位由政府劳资部门决定，流动性受到严格地限制。工资由全国统一的工资体系决定，技能的

工资升水很低。中国广袤而复杂的地域特征和庞杂的人口特征使得各个地区、阶层的信息极度分散，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无法获得制定有效计划所需要的信息。结果是：不仅商品的生产与需求脱节，而且

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低，产业间的经济关联微弱。Ｋｉｍ和Ｋｎａａｐ［２４］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工业
企业的产出趋于分散。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从自己掌握的技术上收获好处，因而也没有内在动力

通过学习和交流提升技术水平。低劳动力流动性限制了工人和企业岗位之间实现更高程度的匹配。

就这样，城市集聚经济形成的机制被计划经济体制截断了。

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可以视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分权。随着改革的深

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由政府计划配置转向由市场力量配置。国有企业从党政机关的附属物逐

步地向现代企业转变，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也逐步发展壮大。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释放了劳动力的流

动性，由于私营企业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技能的工资升水提高［２５－２６］。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

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提高自己的生产率，企业和个人决策权的增加则使他们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自

己掌握的信息。结果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激活了城市便于交流和互动的环境，为集聚经济的形成创

造了条件。第一，增强城市内的产业关联。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选择合适的区位，与其他企业

或产业形成地理上的集中，以便利用相互间的经济关联。吴建峰和符育明［１０］６８５发现，市场化改革推动

制造业企业通过地理集中获得规模经济。第二，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有助于实现岗位和工人更高程

度的匹配。劳动力市场改革降低了企业和工人的搜寻成本，郝雨霏和张顺［２７］发现，随着就业市场化

程度的增加，作为补充性的信号传递机制，人际网络搜寻方式的作用显著下降。第三，知识溢出水平

上升。技能的价格升水和就业市场的竞争激励着人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蒋殿春和张

宇［２８］、孙早等［２９］发现市场化改革提高了ＦＤＩ技术溢出和 Ｒ＆Ｄ溢出水平。市场力量激活了城市集聚
经济的形成机制，从而促进了集聚效应的发挥。

综上所述，市场化转型能够改善产业关联、岗位和工人的匹配以及知识外溢三种集聚机制的运行

质量，从而提高集聚效益。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２（市场化假说）：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城市集聚经济的强度。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关于集聚经济的实证研究经常使用如下计量模型

ｙｉ＝ｃ＋αｌｎ（ｄｅｎｉ）＋γ′Ｘｉ＋εｉ （１）
其中ｙｉ是被解释变量，ｄｅｎｉ是就业密度，Ｘｉ是代表控制变量集合的向量，εｉ是随机扰动项。该模型

假定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强度是相同的。为了刻画二者的差异，假设每单位密度的外来移民

产生相当于密度φ的本地居民产生的集聚经济，根据本文假说１，φ应该小于１。计量模型（１）可重写成
ｙｉ＝ｃ＋αｌｎ（ｄｅｎｎｉ＋φｄｅｎｍｉ）＋γ′Ｘｉ＋εｉ （２）
其中ｄｅｎｎｉ和ｄｅｎｍｉ分别表示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就业密度。在φ较小的情况下，式（２）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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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写为

ｙｉ＝ｃ＋αｌｎ（ｄｅｎｎｉ）＋βｒｄｅｎｉ＋γ′Ｘｉ＋εｉ （３）
其中ｒｄｅｎｉ＝ｄｅｎｍｉ／ｄｅｎｎｉ，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密度比，β＝αφ。根据假说１，我们预期β＜α。本
文采用模型（３）的设定。

（二）估计策略

对假说１，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直接使用ＯＬＳ估计会遭遇内生性问题。第一，可能存
在逆向因果关系，城市的高收入会吸引更多的外来移民。第二，可能存在着同时影响城市收入和外来

移民的第三因素，如当地便利的产业发展条件等。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力工具之一。

为验证假说２，本文采用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法对模型（３）进行估计，门限变量是城市的市场化
指数。该方法还可以对假说１进行更深入地检验，考察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集聚
经济强度的差异。由于能够对非线性经济规律的门限值进行严格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门限模型

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的处理横截面数据的门限模型要求解释变量和门限变量严格外

生，很多情况下这一假定难以满足。Ｃａｎｅｒ和Ｈａｎｓｅｎ［１４］８１４提出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能够处理解
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不足是仍然假定门限变量外生。关于面板门限模型，最新文献开始尝试着处理

解释变量和门限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如Ｓｅｏ和Ｓｈｉｎ［３０］等。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故采用门限
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

考虑如下门限模型

ｙｉ＝θ′１ｘｉ１（ｑｉ≤γ）＋θ′２ｘｉ１（ｑｉ＞γ）＋ｅｉ （４）
其中解释变量ｘｉ是ｍ维向量，１（·）是示性函数，ｑｉ是外生门限变量，误差项ｅｉ是鞅差序列。假

设ｚｉ（ｋ维向量，ｋ≥ｍ）是ｘｉ的有效工具变量。Ｃａｎｅｒ和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４］８１７－８２５提出了门限参数的２ＳＬＳ估计

和斜率参数的ＧＭＭ估计，在一定条件下，它们都是一致估计量。该文进一步推导出了估计量的大样
本分布，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对门限效应和斜率参数进行假设检验。该文在补充

材料中提供了实施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ｍａｔｌａｂ程序。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是个人工资的城市固定效应（ｗｃｆ）。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城市劳均ＧＤＰ、全要素生产率
或工资作为城市效率的度量。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这种常规做法将受到城市不可观测的

固定效应的影响，造成估计偏差。为了减少内生性，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５６－１５７使用２００７年中国城镇住户调
查（ＵＨＳ）的个人工资数据和两步法来估算工资的城市固定效应，把该固定效应的估算值作为城市效
率指标。本文采用该处理思路。

解释变量包括本地居民密度（ｄｅｎｎ）和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密度比（ｒｄｅｎ）。本地居民密度指城
市中户籍人口就业人数与市辖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户籍人口就业人数是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与

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外来移民密度是移民就业规模与市辖区行政土地面积之比。移民定

义为年龄在１６～６０岁之间且不生活在其户籍所在县的工作人员。移民在城市就业中的比例根据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计算①。根据本地居民就业人数和移民比例可计算出移

民的就业规模。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就业密度比是外来移民密度和本地居民密度之比。

门限变量是城市层面的市场化指数（ｉｎｓｔ）。现有市场化程度的度量集中在国家或省份层面，不能
度量城市在市场化程度上的异质性。刘文革等［３１］５１综合产权多元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国家控制

资金状况三个因素测度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借鉴该指标构造方法，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

得性，本文构造了城市市场化指数。具体而言，采用市辖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其与城镇单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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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公开发行的《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发布的是省级层面的汇总数据，并没有具体到单个
城市的数据。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５７应该获取了该调查的微观数据，从而能够计算部分城市的移民比例。本文采用的移民比

以及２００７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均取自该文。



从业人员之和的比重来衡量产权多元化程度，采用市辖区实际 ＦＤＩ存量占实际资本存量的比重衡量
对外开放程度，采用（１－市辖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衡量城市政府对资金的控制状况。由于产权
多元化指标中没有城市层面外资企业就业的数据，相较于刘文革等［３１］５１的研究，低估了产权多元化程

度，因此适度提高该指标在市场化指数中的比重，以体现产权多元化的作用，上述三个因素的具体比

例分别为０５、０３３和０１７。
对控制变量说明如下。土地面积（ａｒｅａ）采用市辖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产业多样化（ｄｉｖ）用衡量

行业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表示。市场潜力（ｍｐ）是以城市间距离倒数为权重，对其他地级市
本地居民就业密度的加权。对国外市场的接近（ａｆｍ）用城市到最近的沿海主要港口的距离表示。

本文使用三个工具变量。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城市到１８４０
"

１９２０年间４８个对外通商口岸的平均
距离（ｄｈｃ）。该工具变量首先由 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５８提出，所用数据取自该文。新经济地理学指出，邻近

发达地区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所以靠近历史上重要城市的地方对当时的移民更有吸引力。该变量

有可能通过现在的市场邻近效应影响当前的工资水平，但是当工资方程中控制了市场潜力后，其与扰

动项相关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与１００多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体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交通基
础设施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二个工具变量是１９９０年的每百人电话拥有量（ｔｅｌ），数据来自
《１９９１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Ａｕ和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６］５６２使用１９９０年的城市特征作为１９９７年城市人口规
模的工具变量。在１９９０年，电话对人们来说相对贵重，优良的通讯设施会吸引更多的移民。然而，经
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通信技术的爆炸性大发展，电话和手机等通信工具在全国各地都已经非常普

及，当时的人均电话拥有量对现在的城市工资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第三个工具变量是根据行业就

业状况预测的城市就业规模（ｏｃｃ）。Ｃｏｍｂｅｓ等［３２］构建了该变量，具体来说，首先计算每个行业的城市

平均就业，然后把城市中每个行业的就业份额与该行业的城市平均就业相乘，最后把城市中各行业的

上述乘积加总。该变量排除了行业结构之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因素，因此非常可能与工资方程

中的扰动项无关。同时，行业结构又影响城市就业规模和密度。

以上用到的数据如未做具体说明，均来源于《２００８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ｗｃｆ ８３ ８３７１ ０３０３ ７８０４ ８３３５ ９３３０

ｗｃｆｈｓ ８３ ８３４３ ０３１７ ７７３０ ８２９１ ９３１８

ｗｃｆｌｓ ８３ ８７０３ ０３１９ ８０６８ ８６７０ ９６５３

ｄｅｎｎ ８３ ５４５８ １２８０ ２７６３ ５８０４ ７８０５

ｒｄｅｎ ８３ １２１０ ５２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２６３ ４７３７３

ｉｎｓｔ ８３ ０３６８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０ ０３６７ ０６２１

ａｒｅａ ８３ ７３１７ ０８７５ ４９９０ ７３９２ １０１６７

ｄｉｖ ８３ １７９７ ０１７４ １３７１ １８１３ ２０９６

ｍｐ ８３ １１９７９ ０２７７ １１１０７ １２０３２ １２７３４

ａｆｍ ８３ ５５５９ １７５１ ０ ６０４４ ７４８４

ｏｃｃ ８３ １２５１５ ００３２ １２４３８ １２５２１ １２５８０

ｔｅｌ ８３ ０９６１ ０９１８ －１５１４ １０９９ ３７１１

ｄｈｃ ８３ ７０９７ ０１７２ ６８２２ ７０９０ ７６３２

　　注：（１）变量ｗｃｆｈｓ和ｗｃｆｌｓ分别是高技能和低技能组工资的城市固定效应，用于第四部分的回归，计算方法同ｗｃｆ；
（２）变量ｄｅｎｎ、ａｒｅａ、ｄｉｖ、ｍｐ、ａｆｍ、ｏｃｃ、ｔｅｌ和ｄｈｃ在回归模型中使用对数形式，此处给出的是对数形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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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市民化与集聚经济

假说１认为，城市的二元分割使得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高于外地移民。表２第２和３列给出了对
该假说的检验结果。为了便于对比，表２第２列给出了模型（３）的ＯＬＳ回归结果，为处理可能的异方
差问题，采用了 ＧＬＳ估计。本地居民密度和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密度比的系数分别为 ０１０３和
００１５，都在１％水平上统计显著。前者明显大于后者，表明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大于外来移民。ＯＬＳ
回归的结果支持本文的假说１。

表２第３列是 ＩＶ估计的回归结果。本地居民密度和密度比的系数分别为０１６０和００３０，都在
１％水平上高度显著。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强度是外来移民的５倍多，有力地支持了假说１。Ｃｏｍｂｅｓ
等［１３］１６０把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视为相等的，其 ＩＶ估计结果介于００８９～０１２４之间。外
来移民和本地居民密度比的中值为 ０２６３，据此对两者的集聚经济取平均值，结果为 ０１３３①，与
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６０的估计相近。与ＯＬＳ结果相比，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分别提高了近５０％
和１００％，这说明ＯＬＳ估计存在比较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就控制变量而言，土地面积对数在１％水平上高度显著。该系数（０１６７）和本地居民密度的系
数非常接近。在关于城市集聚经济的文献中，城市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密度都经常被用作城市经济

活动规模的度量，Ｃｉｃｃｏｎｅ和Ｈａｌｌ［３３］认为就业密度更为合理。上述结果为就业规模这一度量的合理
性提供了证据，在本文样本中，无论是通过提高就业密度，还是扩张土地面积实现的城市规模扩大，

产生的集聚经济是相近的。这一模式非常稳健，在下文的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和分组考察中

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其他控制变量———产业多样性、市场潜力和对国外市场的接近———则没有

产生显著影响。

恰当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以及解释变量是内生的。下面

依次对这三点进行考察。第一，考察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过度识别检验的 ｐ值为０５２，故所用工具
变量是外生的，与扰动项不相关。第二，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

ｌｎ（ｄｅｎｎ）和 ｒｄｅｎ的 Ｆ统计量分别为２５和１１，均大于１０。Ｓｈｅａ’ｓ偏 Ｒ２都比较大，分别为０４５和
０２８。因此，有理由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第三，考察是否存在内生解释变量，豪斯曼检验和异
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检验分别在在１％和５％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可以认
为 ｌｎ（ｄｅｎｎ）和 ｒｄｅｎ均为内生解释变量。总之，相关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是必
要且有效的。

（二）市场化与集聚经济

假说２认为，市场化转型能够提高城市集聚经济的强度。以城市市场化指数为门限变量，使用门
限模型的工具变量法对之进行检验。首先看不考虑内生性的门限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２第４和５
列。门限效应检验表明存在非线性效应，在１％水平上拒绝“不存在门限效应”的原假设。市场化水
平的门限值是０４５５，两边的城市分别占总数的８９％和１１％。结果显示，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两个群体
的集聚经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模式明显不同：低市场化水平下，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强度低

于外来移民，大约为后者的一半左右；高市场化水平下，本地居民的集聚经济明显高于外来移民。该

结果表明，市场化水平确实影响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但与假说２并不完全一致，高市场
化水平下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反而降低了。

下面看门限模型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图 １表明存在门限效应，市场化水平的门限值是
０３５０，此时ＬＲ统计量接近于零。门限值两边的城市数量分布较为平衡，占比分别约为４０％和６０％。
表２第６、７列给出了门限模型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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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强度随着市场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低市场化程度

下，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都几乎不存在集聚经济，当市场化指数小于０３５０时，本地居民密度和密度
比的系数都高度不显著。高市场化程度下，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都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而且本地居

民的集聚经济强度远高于外来移民。当市场化指数大于０３５０时，本地居民密度和密度比分别在５％
和１０％水平上显著；其系数分别为０２０８和００３３，前者是后者的６倍多。总的说来，随着市场化水平
的提高，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逐渐产生并增强，并且前者明显大于后者。门限模型的工具

变量估计提供了同时支持假说１和２的证据。
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基本与表２第３列的 ＩＶ估计相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面积对数的

系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不显著，高市场化程度下在１％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与本地居民密度的系
数非常接近。从集聚经济的视角看，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不断提

升。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市场化水平高的城市，政府在土地使用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上

更贴近于市场；第二，市场化水平高的城市中市场主导的经济活动体量大，恰当使用土地带来的收

益高，这激励政府采用适应市场需求的土地使用方式。近些年，城市无序扩张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的现象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的结论表明，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可以有效地改

变该现象。

对门限模型工具变量估计的一个担忧是，如果作为门限变量的市场化指数与扰动项相关，将得不

到一致的估计。市场化指数是否与扰动项相关，对估计的影响有多大？由于没有计量方法对此进行

直接的检验和估计，本文做了两个间接考察。第一，在门限模型工具变量法中加入市场化指数作为控

制变量，考察其直接效应和对集聚经济强度估计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１）存在门限效应；（２）不同
市场化水平下，市场化指数的系数都高度不显著，表明市场化水平主要通过改善集聚机制间接地影响

城市集聚经济；（３）高市场化水平下，本地居民密度和密度比的系数有所增加，尽管估计精确度降低，
这可能是增加无关控制变量的结果，但是本地居民密度系数仍接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ｔ值为１６０）。
第二，根据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强度、两者的平均密度及城市数量，得

到集聚经济强度的整体平均值为００７６。该值与Ｃｏｍｂｅｓ等［１３］１６０给出的００８９很接近，这增加了本文
结果的可信度。总的说来，两个间接考察表明门限变量市场化水平内生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存在一定

的内生性，也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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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市民化和市场化对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

解释变量 ＯＬＳ估计 ＩＶ估计
门限模型 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

＜＝０４５５４３４ ＞０４５５４３４ ＜＝０３４９８４９ ＞０３４９８４９

ｌｎ（ｄｅｎｎ）
０１０３０

（４１７）
０１５９８

（３６１）
００６３０

（２８４）
０２５３０

（８８９）
００５９３
（０５５）

０２０７８

（２１９）

ｒｄｅｎ
００１５２

（３４４）
００２９７

（２８３）
０１３０１

（２６８）
０００５１

（６３０）
－１１９６８
（－１３９）

００３３３

（１６５）

ｌｎ（ａｒｅａ）
０１５５２

（４８０）
０１６７２

（４２８）
０１０６７

（３４６）
０１７２７

（１８１）
００４９３
（０３５）

０１９０４

（３７７）

ｌｎ（ｄｉｖ）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１８１２
（－０９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１０）

０５５８２

（９０３）
－０２３４３
（－０７６）

－０１４８４
（－０３５）

ｌｎ（ｍｐ）
０２５８１

（２２９）
０１２１９
（０７６）

０１８１１

（１６７）
０５５２５

（８２１）
０２１０５
（０９１）

００３２９
（０１０）

ｌｎ（ａｆｍ）
－０００９２
（－０６１）

０００９２
（０５２）

－００１１８
（－０９７）

００８９４

（５７１）
００２２８
（０２９）

０００３２
（０１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６０６１

（２３７）
５３８６１

（２７５）
５０７２５

（３５３）
－２３２６４

（－３５２）
５６２０４
（１６０）

５６４
（１４８）

Ｏｂｓ ８３ ８３ ７４ ９ ３４ ４９

　　注：（１）括号内数据是ｔ值，其中“Ⅳ估计”栏中是 ｚ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

（２）门限模型的门限变量是城市市场化指数

（三）分割效应和教育水平差异

外来移民在受到二元分割歧视的同时，整体受教育水平也低于本地居民，根据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数据
估算，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分别为８８９年和１２３３年［２０］３８。通常认为，高人力资本的

劳动力能产生更大的外部性，因而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也可能导致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集聚经济强度

的差异。那么，两个群体集聚经济强度的差异是由分割效应主导，还是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所导致呢？

本文认为主导因素是分割效应，下面对此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论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小节旨在论述初始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形成集聚效应的主导因素，而不是否

认人力资本对集聚效应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和干中学等多种方式来积

累，学校教育仅能衡量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职业培训和干中学对外来移民的人

力资本积累更重要［３４］。此外，城市二元分割也会影响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例如外来移民接受

职业培训和在正式部门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小。

如果受教育水平是集聚效应的主导因素，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由于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

育，无论何种市场化水平下，外来移民的集聚效应都应该为正。第二，外来移民对本地居民的低技能

群体的效应应该高于高技能群体。对个体而言，高教育水平意味着对周围人群的正向溢出大，或者向

周围人群的学习能力强。外来移民的学习能力不会对本地居民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只需关注其外溢

效应。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外溢效应与两者的教育水平差异正相关，从另一个群体接收到的外

溢则与教育水平差异负相关。也就是说，高教育水平向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正向溢出更大，低教育水

平从高教育水平获取的更多。由于外来移民的教育水平与本地居民的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差别更大，

外来移民对低教育水平群体的外溢应该大于对高教育水平的外溢。因而，低教育水平的群体能够从

外来移民的集聚中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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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这两个推论进行考察。由于缺乏个体教育水平的数据，无法直接考察外来移民对不同教

育水平的本地居民的影响。本文根据从事的职业把本地居民划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然后考察

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对两个组群的集聚经济。由于教育水平和从事职业的技能水平密切正相关，预

期以上推论对不同技能水平的本地居民也是成立的。使用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法，以城市市场化指

数作为门限变量，不同技能水平群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分组考察

解释变量
低技能组 高技能组

＜＝０３４９８４９ ＞０３４９８４９ ＜＝０３４９８４９ ＞０３４９８４９

ｌｎ（ｄｅｎｎ）
０１２８６
（１１１）

０１７８５

（２５０）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３）

０２３７１

（２０５）

ｒｄｅｎ
－１９５５１
（－１６２）

００２４７
（１６１）

－０３８８３
（－０５９）

００３９７

（１６５）

ｌｎ（ａｒｅａ）
０１４８７
（０９１）

０１５１０

（３９６）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２２８５

（３７４）

ｌｎ（ｄｉｖ）
－０３１１２
（－０８０）

００５９０
（０１８）

－０１２０６
（－０５２）

－０３９１１
（－０７４）

ｌｎ（ｍｐ）
０２８４１
（０８０）

０２４２７
（０９４）

０１４５１
（０８６）

－００９５３
（－０２５）

ｌｎ（ａｆｍ）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１２８
（０８８）

００４６５
（０７４）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５０８３
（０８７）

３４９５８
（１１２）

６４６００

（２４７）
７１６７４
（１５７）

Ｏｂｓ ３４ ４９ ３４ ４９

　　注：（１）括号内数据是ｔ值，、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２）采用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
估计，门限变量是城市市场化指数

表３显示，无论低技能组，还是高技能组，低市场化水平下外来移民都产生了负的集聚效应。尤
其是外地移民对本地居民的低技能组，表３第２列显示，该影响已接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
明第一个推论是不成立的。表３还显示，无论是低市场化水下，还是高市场化水平下，外来移民对高
技能组的集聚效应都大于对低技能组的。这与第二个推论相悖。总之，表３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受
教育水平是形成集聚效应的主导因素这一假说，间接地支持了分割效应假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过去４０年，中国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持续存在着，并

在城市里造成新的二元分割，阻滞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市民化进程。本文从市民化和市场化两个

视角，考察制度环境对城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和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研究

表明：城市外来移民的集聚经济强度远低于本地居民，主要源于户籍制度引起的社会分割；市场化能

够有效地提升集聚经济的强度，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移民，其集聚经济强度都随着城市市场化水

平的提高而增加。

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够加快市民化进程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就可能通过更加充分地发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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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聚经济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改变市民化进程滞后引发的

种种不利后果，中央政府已经把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首

要任务。然而，从户籍制度演变的历史看，户籍制度改革的幅度和节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政府和

居民的态度。让城市政府和居民重新认识市民化的经济利益，进而改变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反对态度，

是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行的前提。本研究为更加全面深入的评估市民化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证据，研究表明，外来移民融入城市产生的集聚经济是巨大的，阻滞市民化的城市二元分割隔断了

外来移民对本地居民的正外部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以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进

而带来财政上的收益。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把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态度建立在对当地公共服务的

压力和市民化的成本的争论上，就是相当狭隘和不全面的。

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全球化红利一起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源动力。在人

口、环境和全球化红利相继消失之际，改革红利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于市场

化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改善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本文则

从外部性视角进行探讨。结论表明，市场化转型在促进城市集聚经济形成和发挥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城市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市集聚经济的强度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速

度、质量和方式的重要因素，因而，通过全面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提升城市集聚经济，所能产生的潜

在收益非常可观。

本文存在几点不足。第一，采用的门限模型不能直接检验和处理门限变量市场化水平的内生

性。搜集和构造相应的面板数据，以利用最新的可以处理门限变量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是

下一步的研究课题。第二，城市层面市场化水平的度量不够全面和精细。现有关于国内市场化水

平的测度，大都集中在全国或省级层面，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原因可能是城市层面的相关数据匮

乏。本文只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出初步的尝试，而更全面准确地衡量城市层面的市场化水平有

待于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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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春合，吴福象：制度环境对城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基于市民化和市场化转型的双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