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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产业化
———来自“宽带中国”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魏亚飞，李　言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是助推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
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将“宽带中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使“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比其他城市

提高约１２．７％，并且此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小规模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通过互联网应用效应和互联网产出效应途径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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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这一阶段的转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引领人们进入数字经济时代。２０１９年数字经济上升至国家战略，２０３５年远
景目标中也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在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如网购、在

线教育等。２０１９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４万家①，工信部推动国家建立了８
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１１个大数据领域的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１３个软件名城②。由于数字经济

产业对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因此中国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得到了快速发展。截止到２０１９年
年末，中国固定宽带用户规模达到４５亿户，移动宽带用户规模达到１３．４亿户，４Ｇ基站规模达到
５７４．９万个，５Ｇ基站规模达到１１４万个③。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互联网普及率，而且

繁荣了线上消费，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但是，在２０１３年之前，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很慢，并且速度低费用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宽带普及率仅为２１％，不及ＯＥＣＤ国家的二分之一；宽带平均速率为８５７ｋｂｐｓ，不及 ＯＥＣＤ国
家的十分之一；宽带用户资费为每月７８．８元，是ＯＥＣＤ国家的三倍；电子商务零售额仅占社会零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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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十分之一，并且区域和城乡的宽带发展不平衡（曹蓟光、张健，２０１１）［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２０１３
年８月１７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正式将“宽带中国”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分批推进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各个城市申报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递交的材

料，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共批准了１２０个城市
（群）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示范城市在宽带网络用户数、互联网渗透率等方面需要有较大的突

破。这些城市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吸引一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企业落户至此。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宽带更加普及、宽带速度提升、宽带资费下降，从而带动数字经济高速增

长。那么，“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宽带中国”战略可

以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和

现实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相关的研究。针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研

究，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２］以及马淑琴和谢杰（２０１３）［３］７１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信息网
络和能源网络；刘传明和马青山（２０２０）［４］７６以及薛成（２０２０）等［５］４９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

施的代理变量。对于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的研究，文献中普遍认为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了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郭家堂和骆品亮，２０１６［６］；刘传明和马青山，２０２０［４］７７－７８），提升了企业和地区的创新水平
（杨德明和刘泳文，２０１８［７］；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８］；Ｋａｆｏｕｒｏｓ，２００５［９］；Ｐａｕｎｏｖ和 Ｒｏｌｌｏ，２０１６［１０］），影响了制
造业出口产品升级（马淑琴和谢杰，２０１３［３］７２－７５），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郭凯明等，２０２０［１１］）、农村家
庭创业（王剑程等，２０２０［１２］）以及地区的经济增长（Ｓｔｉｒｏｈ，２００２［１３］；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８［１４］；Ｋｏｕｔｒｏｕｍｐｉｓ，
２００９［１５］；何仲等，２０１３［１６］）。

对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泰普斯特于１９９６年提出了数字经济概念等，此后引起了政府和许多
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刘淑春（２０１９）［１７］认为数字产业化是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的研发成熟以及应用广泛，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覃洁贞等（２０２０）［１８］认为数字产业化
是将数字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动力，推动数字产业健康发

展，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数字集群；鲁春丛（２０１８）［１９］认为数字经济产业化即数字经济基础部分，产
业数字化即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对于促进数字产业的影响因素而言，黄新焕和张宝英（２０１８）［２０］将其
分为三个方面即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的融资渠道、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了数字产业的发

展，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数字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证明，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什么渠

道影响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也没有文献对此进行解释。

由于网络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数字产业化的一个方面，因此本文在数字经济产业中筛选出来软件

相关的数字经济行业，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软件相关的数字经济产业的影响以及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本文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国２７７个城市面板数据，运
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１）弥补了新型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的不足，并且分析了新型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２）考虑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更多的是对软件相关的数字经济产业产
生影响，将软件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从所有数字经济企业中筛选出来，并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这

一指标进行了量化。（３）将互联网应用和互联网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网络基
础设施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化的机制。

三、网络基础设施对数字产业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数字产业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需要打造高速且应用广泛安全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而宽带网

络建设必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全力打造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宽带网络建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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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乡宽带网络建设，提高宽带网络普及率。首先，网络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开拓出了一些诸如云平

台、电子商务等新型市场（郭朝先等，２０２０［２１］），而这些新型市场需要以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为依托，
因此促进了一大批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成立，进而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其次，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的完善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薛成等，２０２０［５］５０），促使人们更多地进行线上购物、网络交流，
其中，２０１９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高达３４８１万亿元，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５１２５６５万人①，从而与电

子商务相关的软件类数字产业进一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最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加快

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升级改造，推进光纤入户，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网络，还使得互联网用户数

逐年增多。据统计，到２０１９年底，中国规定宽带用户数为４５亿户，移动宽带用户数为１３４亿户（曹
淼，２０２０［２２］），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９０４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６４５％②；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加强，加速了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形成，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加速了数字经济产业的蓬勃发

展。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互联网应用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以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处于双寡头垄断局面，基本占据了国家电信业

务总量的９０％以上，价格高网速低，数字企业较少，产出也较低。自２０１３年“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以
后，缓解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原本只能发展固网业务的中国移动也加入了宽带

网络的建设，使得宽带网络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网络的传输和接入能力得到增强，相关数字企业从

网络基础设施中获益也较大，从而提升了互联网产出能力，进而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如软件外包、

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其次，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拓展了很多网络

用户数量，从而产生海量的数据，海量的数据会带来较强的外部效应，促使更多的企业和用户参与，企

业更好地捕捉消费者的需求，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易更加公开透明，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交

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从而提高了互联网产出。因此本文认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实

施提升了电子商务销售额进而催生了一大批宽带、电信业务等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从而促进了数字

经济产业的发展。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互联网产出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评价“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
业的影响。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公布的“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底，中国已
经先后批复了１２０个“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的批复是随机的，因此为采用双重差分法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为２７７个地级市，被批复为“宽带中国”试点城
市的为“实验组”，其他未被批复的城市则构成了“控制组”。由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批复时间不

在同一年，因此本文选择的双重差分法是多期双重差分法，直接生成“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

ｄｉｄ，即将批复“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赋值为１，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赋值为０。本文借鉴袁航
和朱承亮（２０１８）［２３］的做法，利用“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虚拟变量 ｄｉ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检验批复“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净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α０＋α１ｄｉｄｉ，ｔ＋βｘ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１）
式（１）中，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ｉ地区第ｔ年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ｄｉｄｉ，ｔ为批复

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ｘｉ，ｔ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政府规
模、从业人员结构、外商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居民工资水平。η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μｉ为个体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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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α１为本文的核心固定参数，代表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
净效应。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本文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

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分行业整理数字经济产业企业经营范围关
键词；根据关键词，从工商注册企业初步筛选出企业经营范围含相关关键词的企业，共筛选出四百多

万条数据；然后根据企业名称和行业门类，对初步筛选到的数字经济产业企业进一步筛选，根据筛选

出来的企业所在的地理区域，对统一地理区域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加总，得到城市数字经济企业数

量，用城市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代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然后将数字经济产业中代表软件相关的

数字经济企业筛选出来，并对其取对数值表示①。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虚拟变量ｄｉｄ，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公布的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结合“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批准时间先后统一赋值，最后得到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ｄｉｄ。
３．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文献（王彬燕等，２０１８［２４］；刘军等，２０２０［２５］；钟业喜和毛炜圣，２０２０［２６］），影响数字经济的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１）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形式测度；（２）产业结构水
平，采用各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值表示；（３）政府规模，采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
ＧＤＰ的比值表示；（４）从业人员结构，采用各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数表示；（５）
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６）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存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７）居民工资水平，采用市区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表示。具体的变量选择及计算方
法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软件相关的数字经济企业数加总

核心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 ｄｉｄ 虚拟变量（０，１）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ｅｒ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产业结构水平 ｉｄｓ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值

政府规模 ｇｏｖ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ＧＤＰ的比值

从业人员结构 ｐｒａｃ 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数

外商投资水平 ｆｄｉ 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ｄｉ 存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居民工资水平 ａｗａｇｅｓ 市区职工平均工资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研数据，以２００４年为起点是因为所有城市的
部分数据在２００３年存在缺失，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各城市统计公报进行了填补。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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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９６０ ６．９３１ １．１７５ ３．２９６ １２．１４５

ｄｉｄ ３９６０ ０．１５６ ０．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ｅｒｇｄｐ ３９６０ １０．２６１ ０．７８７ ７．６６２ １３．０５６

ｉｄｓ ３９６０ ０．３８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１ ０．８５５

ｇｏｖ ３９６０ ０．１６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１．４８５

ｐｒａｃ ３９６０ ０．９４４ ３．９１３ ０．０２０ ８４．０３０

ｆｄｉ ３９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

ｄｉ ３９６０ ２．０９１ １．０５４ ０．５８８ １２．５０９

ａｗａｇｅｓ ３９６０ １０．３９２ ０．５７１ ８．７３３ １１．９１７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水平影响的净效应，具体

回归结果见表３。第（１）列是在不加入控制变量下的结果，第（２）列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下的结果，可以
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根据第（１）列，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量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５６，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以
认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诱导了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产生，从而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第（２）列在第（１）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系数为０．１２７，
仍然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果具有一致的稳健性。

从控制变量看，从业人员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业人员结构主要是指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随着

地区软件等从业人员的增加，其地区软件相关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也在逐渐提升。另一方面，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额意味着有别于国内产品和服务、技术和理念相关的资本投入，从而有助于地区数字

经济产业的发展。政府规模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自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以来，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水平显著提高，而政府过多的干预反而限制了数

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表３　ＤＩ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ｄｉｄ
０．１５６

（４．２９）
０．１２７

（３．５０）

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９５
（－１．５８）

ｉｄｓ
－０．２５２
（－０．９０）

ｇｏｖ
－０．５７５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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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１） （２）

ｐｒａｃ
０．０１７

（２．６５）

ｆｄｉ
１．２７２

（２．２３）

ｄｉ
－０．０３０
（－１．３３）

ａｗａｇｅｓ
０．０４３
（０．５５）

常数项
５．９４３

（３０４．５５）
６．５７７

（７．９４）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Ｒ２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６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二）动态ＤＩＤ模型估计
本文以政策实施前的第四年作为基准，看政策实施前的四年以及政策实施后的四年的回归结果，

如表４所示。第（１）大列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２）大列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结果都具有稳健性。政策实施前四年即ｄ＿４、ｄ＿３、ｄ＿２、ｄ＿１四个变量
在５％的水平下均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后的四年即 ｄ１、ｄ２、ｄ３、ｄ４四个变量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可以认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实施当年以及实施后的几年对数字经济产业水平存在显著的促

进作用。进一步从模型的回归系数看，发现在政策实行后的几年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

产业水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促进效果更加明显。

表４　动态ＤＩＤ模型估计结果（Ｎ＝３９６０）

（１）（无控制变量） （２）（有控制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值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值

ｄ＿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２ －１．７５ ０．０８１ ｄ＿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１．４６ ０．１４７

ｄ＿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９２ ０．３５７ ｄ＿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２９ ０．７７４

ｄ＿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１１ ０．９１２ ｄ＿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５４ ０．５９３

ｄ＿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１．０７ ０．２８７ ｄ＿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８２ ０．４１０

ｄ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３ ３．７５ ０．０００ ｄ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８ ３．２９ ０．００１

ｄ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０ ４．６１ ０．０００ ｄ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４ ３．９８ ０．０００

ｄ３ ０．２９１ ０．０５２ ５．６３ ０．０００ ｄ３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６ ４．４９ ０．０００

ｄ４ ０．４３９ ０．０６９ ６．３８ ０．０００ ｄ４ ０．２９４ ０．０６４ ４．６１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５．９４３ ０．０１９ ３０５．２９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５．３８３ ０．７２７ ７．４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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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通过图示法比较“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前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变动趋势，如图

１所示。可以看出，“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之前与实施之后有着显著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通过了
平行趋势检验，用双重差分方法来研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适合的。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以上结果均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为

了保证以上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剔除直辖市变量、改变回归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１．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样本是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作为四个直辖市，其数据

值与省级层面数据相差不大。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上述四个直辖市的样本进行剔除，重新

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５所示。在剔除直辖市样本后，“宽
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系数仅从０１５６下降到了０１４７，而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回归的系数值也仅有微小变化，并且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系数始终在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以认为，双重差分法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５　剔除直辖市后的样本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ｄｉｄ
０．１４７

（３．９６）
０．１１１

（３．０９）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９０２

（６４．９２）
６．４６５

（７．７８）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３９０２ ３９０２

Ｒ２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６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

·７·

　魏亚飞，李言：网络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产业化———来自“宽带中国”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２．负二项分布回归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数值是正整数，并且其数值不是连续型的，本文

运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方法（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数据属于过离散数据，其方差明显大于平均值）

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都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前文的双重差分结果在系数值和
显著水平下都没有明显的区别，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的实证结论，说明双重差分法的结果仍然具有

稳健性。

表６　负二项分布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ｄｉｄ
０．１７５

（１２．８９）
０．１３３

（９．５５）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０９４

（６７．５２）
２．９０２

（８．００）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

３．ＰＳＭ－ＤＩＤ回归
为了克服“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变动趋势所存在的系统性

差异，本文进一步采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对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分别使用近邻匹配以及核匹
配进行估计，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７
所示。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近邻匹配方法还是采用核匹配方法，均验证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

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并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进一步指出了前文的分析结果可靠。

表７　ＰＳＭ－ＤＩ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近邻匹配 （２）核匹配

ｄｉｄ
０．０９２

（５．７９）
０．０９１

（５．７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５１３

（１２．３６）
５．５１７

（１２．３６）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３８２２ ３８２０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

·８·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四）异质性分析

１．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上，东、中、西部会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对

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会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从而产生差异。本文根据城市所在的

区域位置将样本分为中东部以及西部城市两组，分别对以上两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８所示。可
以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促进了中东部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其影响系数
为０１５５；在１０％的水平下促进了西部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其影响系数为０１１２。可以认为，网
络基础设施的推进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效的，对中东部城市的影响效应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中东

部地区拥有较好的地理优势，并且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

表８　分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结果

解释变量 （１）中东部城市 （２）西部城市

ｄｉｄ
０．１５５

（３．６９）
０．１１２

（１．９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６．３８７

（６．５７）
２．９３９

（２．００）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２９５４ １００６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２．规模异质性分析
本文接着对城市进行规模异质性分析，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２０２０城市商业魅力排行

榜》，将中国３３７个城市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型、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
性五个方面将中国３３７个城市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
六个标准。本文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归类为大规模城市，将三线城市归类为中等规模

城市，将四、五线城市归类为小规模城市，分别研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大中小规模城市的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９所示。可以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促进了大
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其影响系数为０．１８６；对中等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对小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大规模和中等
规模城市其拥有较为完善的互联网发展基础，“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进一步促进城市的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而小规模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较差，从而导致“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没有

发挥较好的政策效果。

表９　分大中小规模城市异质性结果

解释变量 （１）大规模城市 （２）中等规模城市 （３）小规模城市

ｄｉｄ
０．１８６

（２．８１）
０．０８１

（１．９４）
０．０５８
（１．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８．９５９

（６．１５）
７．３２５

（５．３２）
５．３１６

（５．０７）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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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续）

解释变量 （１）大规模城市 （２）中等规模城市 （３）小规模城市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７２９ ９９５ ２２３６

Ｒ２ ０．９７６ ０．９０５ ０．８８４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六、“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上面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本文将互联网渗透率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检验。

（一）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２７］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对中介效应模型的以下几个系数进
行检验：（１）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的系数 γ１是否显著；（２）检验“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对互联网渗透率影响的系数 λ１是否显著；（３）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互联网渗透
率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中，检验二者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的系数，即１和２是否显著。若γ１和１
都显著，并且两者的数值不相等，则存在中介效应。式（３）中，Ｍｉ，ｔ代表中介变量，即互联网应用效应和
互联网产出效应。其中，互联网应用用互联网渗透率表示，即每万人中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产出用

各城市电子商务销售额表示，由于电子商务销售额的数据只公布了２０１３年以来的省级数据，本文基
于城市ＧＤＰ占省份ＧＤＰ的比重与省份电子商务销售额的乘积表示。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γ０＋γ１ｄｉｄｉ，ｔ＋βｘ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２）
Ｍｉ，ｔ＝λ０＋λ１ｄｉｄｉ，ｔ＋βｘ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３）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０＋１ｄｉｄｉ，ｔ＋２Ｍｉ，ｔ＋βｘ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４）
（二）影响机制分析

将互联网渗透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从第（１）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１２８，并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从第（２）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网络渗透率的系
数为２．２８４，且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互联网渗透率。从第（３）列
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渗透率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００２，并且在５％的水平下显著，“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１２４，也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并且与第（１）列的回
归系数值相比有所减小。以上结果说明互联网渗透率这一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显著。

表１０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ｄｉｄ
０．１２８

（３．５１）
２．２８４

（２．２３）
０．１２４

（３．４４）

Ｍｉ，ｔ
０．００２

（２．４２）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６．５９１

（７．９５）
１０４．３０４

（３．７３）
６．４１２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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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９４０ ３９４０ ３９４０

Ｒ２ ０．６９０ ０．４８７ ０．６９８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将互联网产出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１１所示。从第（１）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０６４，并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
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从第（２）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互联网产出的系数
为１４７１４８，且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互联网产出。从第（３）列中
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０５８，也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并且
与没有加入中介变量的第（１）列的回归系数值相比有所减小。以上结果说明互联网产出这一中介效
应存在并且显著。

表１１　互联网产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ｄｉｄ
０．０６４

（２．９３）
１４７．１４８

（２．０６）
０．０５８

（２．６９）

Ｍｉ，ｔ
０．００００４
（１．６２）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７．９５８

（８．０５）
５７６７．６４５

（２．９４）
７．７４１

（７．９４）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７２ １５７２ １５７２
Ｒ２ ０．９２９ ０．１４５ ０．９３０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三）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将互联网应用作为中介变量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１２所示。第（１）列至第（３）列为中东部城市
的回归结果，第（４）列至第（６）列为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从第（１）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
策影响中东部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１２８；从第（２）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影响网络渗透率的系数为１６４１；从第（３）列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渗透率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
数为０００２，并且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１２６，
也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并且与第（１）列的回归系数值相比有所减小。以上结果说明互联网应用这一
中介效应存在。对于第（４）列至第（６）列的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互联网渗透率而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由于在大中小规模城市回归

结果中，“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了大规模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小规模城市

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没有影响，在做机制检验时，对大规模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进行了机制分析，发

现互联网应用这一中介效应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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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互联网应用中介效应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中东部城市 西部城市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４）

Ｍｉ，ｔ
（５）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６）

ｄｉｄ
０．１２８

（３．０２）
１．６４１
（１．２５）

０．１２６

（７．５８）
０．０９９

（１．８１）
３．５２８

（２．９２）
０．０９６

（１．７９）

Ｍｉ，ｔ
０．００２

（１．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６．４７９

（６．５８）
１１０．３１０

（３．２２）
６．３１９

（６．４９）
３．０８１

（２．１２）
９２．８３４

（２．５５）
３．０１５

（２．０７）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９３５ ２９３５ ２９３５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Ｒ２ ０．９１０ ０．４３０ ０．６９８ ０．９３９ ０．６４０ ０．９３９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将互联网产出作为中介变量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１３所示。第（１）列至第（３）列为中东部城市
的回归结果，第（４）列至第（６）列为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从第（１）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
策影响中东部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为０．０５２；从第（２）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影响互联网产出的系数为１５４．１６０；从第（３）列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的系数为０．０４７，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并且与第（１）列的回归系数值相比有所减小。以上结果
说明互联网产出这一中介效应存在。对于第（４）列至第（６）列的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也存在中介效
应，“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西部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系数从０．０７６降到了０．０６０，说明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互联网产出而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由于在大中小规模城市回归结

果中，“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了大规模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小规模城市的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没有影响，在做机制检验时，对大规模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进行了机制分析，对于

互联网产出这一中介效应实证结果不显著，对此不再罗列。

表１３　互联网产出中介效应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中东部城市 西部城市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４）

Ｍｉ，ｔ
（５）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６）

ｄｉｄ
０．０５２

（１．９２）
１５４．１６０
（１．５４）

０．０４７

（１．７６）
０．０７６

（２．２９）
１１６．１３１
（１．５５）

０．０６０

（１．７６）

Ｍｉ，ｔ
０．００００３
（１．５８）

０．０００１４

（３．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７．７２１

（６．４８）
６４１２．７５０

（２．６０）
７．５１８

（６．４２）
４．７１６

（２．８４）
３９８１．７１３

（３．２２）
４．１５３

（２．５０）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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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续）

解释变量

中东部城市 西部城市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１）

Ｍｉ，ｔ
（２）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３）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４）

Ｍｉ，ｔ
（５）

ｄ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６）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１７５ １１７５ １１７５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Ｒ２ ０．９３３ ０．１８３ ０．９３４ ０．９３８ ０．１９１ ０．９４０

　　注：括号内的值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２７７个城市的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并通过互联网渗透率阐述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

响机制。首先，利用ＤＩＤ模型分析“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否对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存在影响，建立
了动态ＤＩＤ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动态效应，发现政策
在实施后的四年内均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没有得到批复的城市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面，与已经批

复的城市确实存在差距。其次，利用删除样本、更换实证方法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具有一致的稳健性。再次，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城市的规模大

小，实证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发现中东部地区的影响作

用大于西部地区，以及对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最后，采用中介

效应模型检验机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互联网应用效应和互联网产出效应促进了数字经济产

业化的发展。

本文的结论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对数字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建议：首

先，应该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积极开展宽带网络建设，尤其是推进偏远贫困地区的宽带网络覆盖范围，

推进城乡间宽带网络的互联互通，提升宽带网络的服务质量；需要加快推进５Ｇ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提
高信息的传输能力和接入能力。其次，应该加快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的一部

分，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然后形成数字

产业联合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探索促进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的多维路径，如拓宽数字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私人部门投融资；培养高端数字人才，提升国民数

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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