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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

———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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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省直管县”改革的制度冲击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

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大于矫正作用，制约了要素在地区间

的合理流动；从不同形式的分权效应来看，事权下放相对于财权下放更显著影响资源空间错配；财政分权对

资源空间错配的正向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体现为中西部地区和高错配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和

低错配地区不显著；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作用力度持续增强。据此，从创新地方政

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实施多元化的考核目标、强化自下而上的考核力量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以改善资

源空间错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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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由于空间错配是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陆铭，２０１９）［１］，为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
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协调发展问题突

出，资源空间错配现象严重，具体表现为“资源往低处流”，资源的配置偏离市场规律，偏向于产

出效率较低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行政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向与市场驱动的资源要

素流动方向出现背离，导致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严重不匹配和行政扭曲，产生资源空间错配

的问题。财政分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和可支配的资

源，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并传导至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作用

于资源要素的流动方向。一方面，适当的分权，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提供更

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公共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改善资源空间错配的格局。但另一方面，

财政分权也会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人为设置资源要素流动藩篱，降低资源配置

效率，加剧资源空间错配。本文就财政分权制度安排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进行理论探讨和实

证检验，以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缓解资源空间错配，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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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既有关于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是在 Ｈｓｉｅｈ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２］以及 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３］的开创性研究
基础上展开的，且大多关注于行业和企业间的资源错配。Ｏｂ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３）［４］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基础
上增加了中间品投入，并通过计算这三种要素的扭曲反映资源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Ｍｉｄｒｉｇａｎ和 Ｘｕ
（２０１４）［５］则是改变静态经济的前提，从动态角度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简泽等
（２０１８）［６］以１２个代表性四位数产业的企业为样本，测算了资本跨企业配置的扭曲程度。秦宇等
（２０１８）［７］衡量了四类科技资源在行业层面、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的错配程度。文东伟（２０１９）［８］基于
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３］的框架，测算了制造业资源错配的程度。现有文献有关区域间资源错配程度和特征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靳来群（２０１８）［９］、董旭等（２０２１）［１０］使用ＨＫ模型测算了省际资源错配导致的全要
素生产率损失程度。张慧慧和张军（２０１８）［１１］、白东北等（２０２０）［１２］利用行业层面信息，测算了区域资
源配置扭曲的程度。

从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内生性因素，即市场机制。Ｇａｌｉｎｄｏ和 Ｈａｓｋｅｌ
（２００５）［１３］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员工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对英国资源错配的影响。简泽（２０１１）［１４］的结论
表明，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市场不完全引起的跨企业资源配置扭曲，这导致了总量

层面４０％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鄢萍（２０１２）［１５］认为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包括企业面临的
差别利率和资本调整成本等。Ａｏｋｉ（２０１２）［３］聚焦于要素投入摩擦对行业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指出该
错配造成日本与美国９％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季书涵等（２０１６）［１６］将产业集聚纳入资源错配分析框
架，得到产业集聚通过降低资本门槛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来改善资源错配。张兴龙（２０１９）［１７］发现投入
产出关联会放大资源错配的损失。二是外生性因素，即政府干预，这类文献在判断与认知上存在着相

互矛盾的研究结论。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和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１８］认为美国政府补贴、征税和管制等扭曲性政策带
来的资源错配会导致总产出下降约３０％。Ｙａｎｇ（２０１１）［１９］指出政府不仅通过倾斜性政策直接降低了
资源配置效率，还通过干预企业优胜劣汰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间接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以宋

马林和金培振（２０１６）［２０］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认为，分权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以及由此引发
的市场分割，形成了资源错配格局，对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梁河，２０１５；杨继东
和罗路宝，２０１８）［２１～２２］。赵娜等（２０２０）［２３］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锦标赛加剧了财政
纵向失衡，扭曲了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带来资本错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地

区间硬性、软性发展环境差异，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Ａｓｔｕｒｉ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林毅
夫，２０１７）［２４～２５］。更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及其体制下产生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
增长的关键性因素（钱颖一，２０１６）［２６］。余泳泽和刘大勇（２０１８）［２７］实证得到结论，财政分权制度对省
级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改进效果。孙瑞和台航（２０１９）［２８］、史贞（２０２０）［２９］的研究表明，财政
分权有效改善了市场竞争环境，对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有积极作用。

从已有文献可知，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但其中区域层面的错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陆铭，２０１９）［１］，尤其是作为基本行政单位的县级区域。且从影响因素来看，财政分权对资源错配
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从影响方向来看，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实证中

财政分权指标的计算方法不同，但不管是何种指标，都存在严重内生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分权，

导致估计结果是存在偏误的。本文的贡献在于，拓展研究领域，突破现有文献更多关注于行业、企业

间资源错配问题的局限，讨论区域间的资源错配，即资源空间错配，并将研究层面下沉至县级地区；改

进研究方法，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并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从制度层面检验分权所赋予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

三、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理论影响机制

财政分权既可能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提高贸易开放度等渠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区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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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错配的局面，也可能通过扭曲产业结构、市场分割、纵向财政过度失衡等渠道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

恶化，加剧区域资源错配的局面。

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不利的一面体现在：

首先，可能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如果各地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符

合当地条件的产业，将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但根据周黎安（２００７）［３０］所言，中国特
色的财政分权体制表现为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分权，下级政府关注于上级政府的偏好，向上级政

府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上级政府通过政治集权维持自身权威和奖惩下级政府官员的能力，下级

政府通过经济分权增强对辖区资源的配置能力，形成晋升锦标赛机制。为提高晋升的概率，推动辖区

经济增长，下级政府主动迎合上级政府的需求，催生了下级政府官员强烈的投资动机，使其不顾自身

的比较优势，争相发展上级政府支持的重点产业。这种非理性的投资造成各地区产业结构同质化严

重，地区间分工不足，产业地理分布集中度过低，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开发区无序扩张等，已成为

改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瓶颈。

其次，分权体制下，出于增加辖区税收收入和提升经济绩效的考虑，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驱使下，

“以邻为壑”博取利益的地方政府会运用行政手段不当干预市场，限制要素、产品的自由流动，强化资

源配置本地化，造成市场分割（刘小勇，２０１２）［３１］。为保护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和纳税大户，缓解市场
竞争给本地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冲击，地方政府倾向于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阻止其他地区的产品进入当

地市场，引导甚至硬性要求本地居民优先购买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而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劳动力市

场，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户籍管理等制度增加外来劳动力的落户难度，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优先满足本地

区劳动力，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区域配置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受到政府的不当干预。此

外，地方政府还会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本地要素流向外地，以扩大税基。以上种种都会造成区域资

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严重影响统一市场的建立，不利于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

最后，为吸引要素流入，地方政府大幅增加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产出的基建投资，以改善投资环

境，造成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加深了垂直财政不平衡的程度。过度的不平衡意味着地方政府事

权与财力的严重不匹配，自有收入融资远不能满足自主支出，这会使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产生依赖和

“救济预期”，下级财政的正常运转高度取决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引发“公共池效应”。即转移支

付使本地区的财政收益和成本不具有对应性，是割裂的，地方政府的支出成本可通过转移支付这类

“公共池资金”与其他地区分摊（郭玉清等，２０１６）［３２］。在卸责心理驱使下，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公共
池”向其他地区转嫁支出成本，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地区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转移支付，容易诱发资源

配置的区域失衡局面。

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有利的一面体现在：

首先，在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以经济总量增长为

主时，下级政府官员会重点关注在有限的任期内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投资期短、见效快的基础设施投

资支出会更加受到下级政府的青睐。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当地的交通通讯条件，使要素流

动突破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本地要素进入其他地区的便利

性，有助于要素从配置低效地区流向高效地区，促使经济在空间上集聚的形成。且一些跨区域的基础

设施连接了不同地区的市场，通过市场一体化效应促成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战略协议，扩大了企业的

潜在市场规模，这有助于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出口导向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构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在分权体制

下，“为出口而竞争”成为“为增长为竞争”的自然逻辑延伸（孙力军和盛文军，２０１５）［３３］。为了获得更
好的政绩，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鼓励出口和吸引能够带来资本、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等的 ＦＤＩ，这直接
提高了本地的外贸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马光荣等（２０１０）［３４］认为，对外开放度会弱化地方政府进行
地方保护的效应。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地区间贸易往来密切，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

割政策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边际成本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会降低对本地市场保护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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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追求专业化和经济集聚带来的收益，从而有助于矫正资源在区域间的错配。并且较高的经济开放

度也便于地方政府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先进经验，实现高财政分权度与高市场整合度的共存。

上述影响机制可归结为图１。

“＋”表示正向影响，即增加；“－”表示负向影响，即减少。
图１　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机制图

四、“省直管县”改革的制度背景

“省直管县”改革的本意在于跳过市一级，建立起省级和县直接的财政关系，打破市管县体系的障

碍，使县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省直管县”改革被普遍认为扩大了县

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增加了其可支配的财政资金，缓解了县级政府因财力事权高度不相适应造成的财

政困难的局面，是盘活县域经济的重要手段。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中央和省一级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

政分配关系得以理顺，但对于如何规范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政府实施的是下管一级的“省管市、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在省级以下各级政府

权责不明晰背景下，事权层层下移、财权层层上收，且政府层级越低，财政不平衡的程度越严重。“市

管县”体制下的种种矛盾日益凸显和激化，各种管理权限集中于市级政府，县级政府的自主权受到制

约。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市非但没有辐射带动所辖县的发展，还强势从县级“抽血”，造成县级财政资

金短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为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２００５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
件的地方可推进实施省级直接对县管理体制的试点。２００９年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
革的意见》（财预〔２００９〕７８号）指出，保证２０１２年底前，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省直管县”改革。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进一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现行政区划的优化设置。这表明

中央层面对“省直管县”改革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至此，“省直管县”

改革由小范围的试点阶段过渡到全国大范围的实践阶段。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获得

了更多处理辖区内财政事务和经济社会事务的话语权，对于县级政府来说财政分权程度大幅提升，这

一点可从毛捷等（２０１８）［３５］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另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
强制推行，而不是由县级政府来决定，对于县级政府来说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此外，“省直管县”改革

在全国县（市）之间推行的非同步性也有助于对比和识别分权的真实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将“省直管

县”改革作为财政分权严格外生的指标。

“省直管县”改革按照模式可分为财政和经济两类体制的“省直管县”改革。财政体制“省直管

县”改革是指将财政权利由市下放到县，减少“市刮县”现象的发生，扩大县级政府的收入范围，使县级

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金得到扩充。如河北省２００９年确认在６４个县（市）统一实行由省直接管理的财
政体制，具体措施包括明晰各税种在中央、省、直管县的分享范围和比例。强调设区的市不再参与直

管县财政收入的分享，相应地，也不承担直管县新增的支出责任，各类收支事项原则上由省对接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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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直接管理。经济体制“省直管县”改革又称“强县扩权”，指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由市移交至县，

淡化市级政府的财政职能，提高县级政府的自主权，实现其与市级政府的平起平坐。如河北省２００５
年赋予了２２个县（市）与设区的市部分相同的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包括项目申报、用地报批、信息
获取、价权下放、证照发放等方面的６２项权限。通过整理总结全国其他省份“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践
可知，各地区改革的内容和模式与此类似、大同小异。

五、模型、指标及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第一，不区分分权改革的形式，只要样本县（市）实施了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省直管县”中的

一种，都划分至处理组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第二，细化分权改革形式，就不同改革对资源空间错

配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因各省份的改革时间不同，采用渐进ＤＩＤ方法，设置回归模型表达式（１）：
ｙｉｔ＝α＋βＤＩＤｉｔ＋ＣＸｉｔ＋γｓｔ＋φｉ＋δｔ＋εｉｔ （１）

被解释变量 ｙ表示资源空间错配程度。考虑到县级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参考林伯强和杜克锐
（２０１３）［３６］、宋马林和金培振（２０１６）［２０］的思路，采用各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样本中要素市场发育
程度最高的相对差距作为资源空间错配的指标，即 ｙｉｔ＝［ｍａ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ｔ］／ｍａ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ｔ）×
１００％。其中，ｆａｃｔｏｒｉｔ为第ｔ年第ｉ个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分别基于“资本积累度”“劳动力供
给量”“人力资源水平”“金融业活跃度”４个维度，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得。资本积累度表示为资
本存量与ＧＤＰ之比，资本存量根据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折旧率取９．６％（孙
学涛等，２０１７）［３７］；劳动力供给量表示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力资源水平表示为普
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金融业活跃度表示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之和与ＧＤＰ之比。解释
变量为ＤＩＤ，如果第ｉ个县（市）在第ｔ年发生了“省直管县”改革，那么该县在第ｔ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
都为１，其他情况为０。考虑到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如改革时间发生在第ｔ年６月份以后，则算第ｔ＋１年
进行的改革。为进一步分析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省直管县”两种不同分权改革的影响，分别设置

虚拟变量ＤＩＤ１和ＤＩＤ２。φｉ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δ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加入省份与时间的交乘项γｓｔ则
是为了控制省级层面在不同年份对改革影响的异质性。Ｘ表示一系列影响资源空间错配的控制变量，
包括：产业结构ｘ１（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政府干预 ｘ２（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之比）、人口密度
ｘ３（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城市化水平 ｘ４（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公共
服务水平ｘ５（医院卫生床位数与年末人口数之比）。

（二）样本数据说明

因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及海南与其他省份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没有市这一层级，新疆、西藏、

宁夏的“省直管县”改革进程推进缓慢，与其他省份差别较大，故均不在分析范围，研究样本包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全国２３个省份的１７０３个县（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剔除了行政区划变更的
县和县级市。数据来源于历年的《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及 ＥＰＳ数据库。部
分数据缺失的，使用多重填补法（ＭＩ）补齐，以构成平衡的面板数据。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１。
从表１可知，个别变量的离散程度过大，使用１％分位点的缩尾方法处理。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 ２５５４５ １ ０．１９５ ０ ２．６５８

ＤＩＤ ２５５４５ ０．３３４ ０．４７２ ０ １

ＤＩＤ１ ２５５４５ ０．２２２ ０．４１６ ０ １

ＤＩＤ２ ２５５４５ ０．２０３ ０．４０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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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ｘ１ ２５５４５ ０．４０８ ０．１５９ ０．０２０ ０．９３９

ｘ２ ２５５４５ ０．４９３ ０．３４１ ０．０４２ ３．７２３

ｘ３ ２５５４５ ０．３０４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０ ２．８７６

ｘ４ ２５５４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１

ｘ５ ２５５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２ ０．８５９

六、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从实践操作来看，“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选取是非随机的，上级政府在选择试点时，往往会有意

识地选择经济强县或者贫困县。如山西选择的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而在贵州是主要的产粮县、产

油县、生态县入选试点的概率更高，四川则是将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作为选择标准。

从直觉上来看，“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选取与当地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相对外生，产生反向因果的可

能性较低。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验证。如存在内生性问题，将“省直管县”改革作为财政分权的

外生性指标表示就是不合理的。参照陈思霞和卢盛峰（２０１４）［３８］的做法，使用放宽了同方差假定的两
样本ｔ检验对改革前处理组和对照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差异进行检验，其中，广东、广西、江苏、福
建、黑龙江所有的样本县（市）在考察期内已全部完成“省直管县”改革，不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故

在检验中剔除，结果见表２。

表２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选择的外生性检验

省份 两组均值的差异 统计量值 省份 两组均值的差异 统计量值

云南 ０．０４１ １．２０６ 河北 ０．０１２ ０．９４３

内蒙古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７ 河南 ０．０３０ １．０３５

吉林 ０．１９２ ２．９８１ 湖北 ０．０４４ １．５１８

四川 ０．０４６ １．１０１ 湖南 ０．０１０ １．３９０

宁夏 －０．０２６ －０．２９１ 甘肃 －０．１７０ －１．６４９

安徽 －０．０３５ －１．１９０ 贵州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８

山东 ０．０５１ ４．９２４ 辽宁 ０．０３９ １．２８５

山西 －０．０３５ －１．１７３ 陕西 ０．０２８ １．５０８

江西 ０．０６５ １．２３５ 青海 ０．５２８ ７．０７８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２可知，除个别省份外，从均值意义上来说，在“省直管县”改革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资
源空间错配程度并无显著差异。大部分省份在确定“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时，没有以资源空间错配程

度作为选择标准，样本选择相对外生，基本符合ＤＩＤ方法的适用前提之一，可进行后续的估计分析。
首先按照传统做法，不控制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用人均县本级财政支出／（人均县本级财

政支出＋人均省本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表示财政分权水平 Ｆｉ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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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同时考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使用准自然实验法对式（１）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Ｆｉｓ
０．４０６ ０．１３２

（１０．８７９） （３．８４６）

ＤＩＤ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１０．１１８） （７．４５０）

ｘ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２．２２２） （－０．６５３）

ｘ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６

（６．７８１） （－１．２８０）

ｘ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９

（１．３６６） （１．１２５）

ｘ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６

（３．５５６） （３．０３１）

ｘ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６６０） （－０．６５８）

省份异质性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２０ ０．３９１ ０．１１２ ０．３８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估计结果可知，省份与时间的交乘项在模型２和模型４中均通过了联合显著性检验，Ｆ统计量
值分别为４０８８５和４０９６３，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变
化趋势具有明显差异，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模型，以控制异质性。无论是使用财政分权的传统衡量指

标，还是使用“省直管县”改革虚拟变量指标，且不管是否控制了其他变量，财政分权都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扩大了资源空间错配的程度，对资源的空间配置表现出强烈的扭曲作用，结果较稳健。表明财

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印证了宋马林和金培振（２０１６）［２０］、杨继东和罗
路宝（２０１８）［２２］的研究结论。进一步由模型４的估计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权
改革导致处理组县（市）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比对照组县（市）平均高出３．８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
在于，在中国以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紧密结合的财政分权体制之下，受“经济增长”晋升锦标赛驱使的

地方政府竞争，衍生出了产业结构扭曲、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垂直财政不平衡程度加深等一系

列问题，严重制约了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在模型２和模型４的估计结果中较一致的是，人口密度、公共服务水平对资源空
间错配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城市化水平对其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受用地指标
限制等因素影响，人口流入部分地区的速度要慢于土地供应的速度，造成人口与土地空间分布上的不

匹配，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制约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提升。

（二）区分改革形式的回归结果

为识别不同分权形式的差异化影响，将式（１）中的 ＤＩＤ分别替换为 ＤＩＤ１和 ＤＩＤ２，回归结果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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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区分不同分权形式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ＤＩＤ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９

（１５．１０５） （５．５２１） （１０．７７８） （４．２１５）

ＤＩＤ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１

（１６．７８０） （４．７９０） （１１．３９５） （５．０３２）

ｘ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４９７） （－０．６２２） （－０．６５５）

ｘ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１．２１１） （－１．４６３） （－１．２４３）

ｘ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１．０４５） （１．０６８） （１．０７８）

ｘ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３．１６０） （３．０７３） （３．０９６）

ｘ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３５７） （－０．５７７） （－０．９８０）

省份异质性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４３ ０．３７９ ０．０３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５９ ０．３８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统计量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４可知，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省直管县”对资源空间错配
的影响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纳入控制变量后，影响程度减弱，但仍显著，说明资源空间错配
程度的变动同时源于财权下放和事权下放的制度冲击。对比模型６、８、１０的估计结果，在单独估计两
种分权形式的效应时，财政“省直管县”的估计系数要高于经济“省直管县”的估计系数，在将两类分

权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后，前者的估计系数降幅较大，系数值转为小于后者。这说明经济“省直管县”变

量中蕴含的信息更丰富，对资源空间错配的解释力更强，事权下放相对于财权下放更显著影响了资源

空间错配程度的变化。一方面，财政“省直管县”分权改革后，财政资金直接由省级到县，这虽使县级

政府紧张的财政状况得以缓解，但长久以来中国官员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县级政

府倾向于将自增财力用于能够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和出政绩的领域。另一方面，经济社会事务管

理权限的扩大更容易强化县级政府间的“逐底竞争”。经济“省直管县”分权改革后，相应地，各县级

政府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决策权，在政治晋升激励推动下，县级政府不顾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发

展定位，争相将资金投入到上级政府支持的重点产业，产业结构的同质化严重，相关产业园区“散、小、

乱”情况普遍，难以发挥空间集聚的优势。而县（市）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行为又会限制要素自

由流动，阻断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使要素无法依据市场机制顺畅地进入边际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同样

不利于资源空间配置格局的改善。此外，财政支出规模膨胀通过加深垂直财政不平衡引发的“公共

池”效应可能会软化县级政府的预算约束，地方公共服务收益与成本间的联系被割裂，资源配置效率

低的县（市）盲目扩张财政支出规模，使资源空间配置格局愈加扭曲和恶化。

（三）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省直管县”改革效应干扰的可能性，通过随机选择处理组受处理的时间

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为，在样本期年份中随机抽取和受处理组数量相同的数据（即１１０８个）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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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组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时间，生成一个虚拟的政策变量，对式（１）进行估计，可以预期虚拟
的政策变量对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应该是不显著的。重复随机抽样５００次，得到解释变量ＤＩＤ５００个
估计系数，其均值为０００２，标准差为０００６。由图２核密度分布图可知，系数估计值集中在０附近，显
著异于表３中的系数估计结果００３８。系数估计值对应的概率Ｐ值均较大，不能通过显著性的假设检
验，说明在受到政策冲击时，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变化不是来自于不可观测因素，估计结果并未受到

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干扰。

图２　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分布图

（四）平行趋势和动态性检验

根据双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在受到改革冲击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应具有基本平行的时间趋势。

因样本县中“省直管县”改革发生最早的年份是２００３年，故将各处理组的改革前期拆分为改革前第１
年和改革前第２年，若政策变量前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平行趋势假设不成立。反之，该假设成立，说
明改革发生前两组样本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变化没有系统性差异，后续资源空间错配差异的变化

主要来源于“省直管县”改革。同时，为检验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影响的动态特征，将政策虚拟变

量分解为改革发生的当年及改革后３年，即估计式（２）如下，结果见表５。
ｙｉｔ＝α＋β－２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２＋β－１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１＋β０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０＋β１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１＋β２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２＋

β３ＤＩＤｉｔｙｅａｒ３＋ＣＸｉｔ＋γｓｔ＋φｉ＋δｔ＋εｉｔ （２）

表５　长期动态效应估计结果

改革前第２年 改革前第１年 改革当年

ＤＩＤ估计系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０） （１．５２２） （２．７４５）

改革后第１年 改革后第２年 改革后第３年

ＤＩＤ估计系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３．７３１） （４．３１２） （４．３５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统计量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５的估计结果可知，当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时，改革前第１年和第２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政策
变量系数没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值为４４３５，对应的概
率Ｐ值为０１０９，说明不能拒绝两变量系数同时为０的原假设。综上所述，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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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省直管县”改革的冲击，处理组和对照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从时间趋

势来看，在改革及其后３年，改革变量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改革效应具有持续性，
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对资源空间配置格局的扭曲作用越

发明显。如不对分权制度进行完善，而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资源空间配置将无

法自发得到优化。

（五）异质性检验

因各地区的要素禀赋、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不同，分权改革情况和效果可能会有差异，

本文分别从地理位置和资源空间错配程度两个角度划分样本，根据式（１）检验分权改革对资源空间错
配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其中，按地理位置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以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中位数为标

准，将样本分为低资源空间错配地区和高资源空间错配地区，结果见表６。

表６　地区异质性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低资源空间错配地区 高资源空间错配地区

ＤＩＤ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６

（１．３７５） （７．７０４） （１．４４３） （６．９１９）

ｘ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７０３） （－０．５３０） （－０．７９４） （０．３３０）

ｘ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４） （－１．７３０） （０．０５８） （－１．１６４）

ｘ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１） （１．６７９） （－０．７７８） （－０．６１６）

ｘ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６

（１．９７１） （２．４２２） （２．２６１） （３．１３５）

ｘ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９７

（－４．１５７） （１．５４８） （－３．２４１） （３．４０５）

省份异质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５０６ ０．３２８ ０．３５８ ０．３１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６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地理位置划分中，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资源
空间错配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进一步考察财

政分权的影响效应在组间是否存在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系数差为０．０３５，对应的经验 Ｐ值为
０００１，可以在１％的水平上拒绝两者无差异的原假设。相比较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机制相对完
善，投资环境更加优越，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在官员晋升考核方面上级政府并不完全以经济增长为主

（韩晶和张新闻，２０１６）［３９］，故其市场分割的程度相对较低，分权体制下，当地政府更加注重专业化分
工和经济集聚带来的收益。而中西部地区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仍是多数政府的第一要务，政府追求短

·０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期经济增长的激励要强于东部地区，政府间的竞争程度更激烈，给资源空间配置带来了负效应。在按

资源空间错配程度进行的划分中，对于高资源空间错配地区，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是显著

为正的，对于低资源空间错配地区，此种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进一步考察财政

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分组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系数差为０．０４９，对应的经验Ｐ值为００００，
应在１％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于资源空间错配程度高的地区，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功能得不到有
效发挥，行政力量主导下的要素流动方向与市场规律出现了严重背离。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体制下

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只会加剧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而起不到纠偏作用。

（六）稳健性分析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存在的可能，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为使“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特征尽可能相似，依据处理组选择标准计算每个县进行改

革的概率和倾向匹配得分，将两组样本进行最邻近匹配和核匹配，模拟出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比较

处理组在进行改革和不进行改革这两种情况下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差异。参照蔡嘉瑶和张建华

（２０１８）［４０］的研究，选择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财政支出压力（使用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差额与财
政收入之比表示）作为倾向得分的匹配标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７。

表７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最邻近匹配 核匹配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模型１７ 模型１８

ＤＩＤ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７．３３１） （７．３３１）

ＤＩＤ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４．０８３） （４．０８３）

ＤＩＤ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４．９６６） （４．９６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异质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统计量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７的估计结果显示，采用两种匹配方式对应的核心变量估计系数是一致的，都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且经济“省直管县”分权改革的估计系数要高于财政“省直管县”分权改革的估计系数。再

次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加深了资源错配程度，相较于财权下放，事权下放对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效应

更大，本文得到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为控制内生性，本文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将“省直管县”改革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基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全国１７０３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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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１．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显著为正，其对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大于矫正作用，在控制了
省份异质性后，此影响没有本质改变。内生于以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为特征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

晋升锦标赛，带来了产业同质化、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垂直财政不平衡程度加深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制约了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

２．从不同形式的分权效应来看，财政体制“省直管县”改革和经济体制“省直管县”改革对资源空
间错配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相比较而言，后者对资源空间错配的解释力更强，事权下放相对于财

权下放更显著影响了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变化。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扩大更容易强化县级政府

间的“逐底竞争”，如果不能对嵌入分权体系中的晋升激励进行适当调整，资源空间错配的局面很难得

到扭转。

３．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
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显著为正，东部地区此种影响不显著；高资源空间错配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资源

空间错配的影响显著为正，低资源空间错配地区的此种影响不显著。

４．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因果效应是动态变化的，影响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推
移，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格局的扭曲作用越发明显。

（二）政策启示

为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对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抑制其资源空间错配效应，在分权的

同时就必须创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实施多元化的考核目标，强化自下而上的考核力量，

遏制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使官员晋升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激励相容。进而，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１为获得规模效益，应强调重点产业空间上的集聚发展，破除阻碍产业集聚的不利因素，削弱分
权体制下同级政府竞争造成产业政策扭曲的体制基础，打造区域增长极。各地区应遵循比较优势原

则，明确产业发展的定位，注重地区间的分工与合作，避免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趋同，做到有规划、有

统筹实施差异化布局，错位发展。

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政府对企业进入或退出当地市场的不当干预。持续推进市场一体化
进程，弱化行政地区对要素流动的负面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促成经济空间集聚。且扩大对外开

放程度，以降低市场分割带来的资源空间错配程度。

３应进一步明确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清单，增加下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可用财力，缩小
其财政收支缺口，从而控制“公共池”效应对资源空间错配的不良影响，扭转下级政府过度依赖于上级

转移支付的局面。在转移支付的安排上，应增强下级政府的权责对应性，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规

范下级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防止转移支付资金的错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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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ｉｓ
ｍａｔｃｈ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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