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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９０米分辨率的ＳＴＥＭ数字高程遥感影像通过均值变点法确定最佳分析窗口后计算得到全
国地市级地形起伏度，同时从行政区划管理角度出发构建新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变量，系统地考察了地

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形起伏度增加显著扩大了城乡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缩小趋势；地形起伏度会通过地方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对城乡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间接影响，其中财政收入和人口聚集能有效缩小地形起伏度带来的扩大效应；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不同地形条件发挥的调节效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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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

意见》，提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传统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基本都是从城乡

二元制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着重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入手，但城市和乡村发展出现的剪刀差，除了

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存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因素，也就是说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化发展可

能本身来源于自然条件因素的选择。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地聚集到更为适宜生存的地区，最早的城市选址均是选择气候温和、水

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的地区，包括地形条件在内的自然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选址，

由此产生了城乡之间先天性的差距。而在此基础上，地区之间产生区位差异，国家基于效率的选择制

定相应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而自然环境等宏观因素是比国

家治理体制更难改变的条件，因此，要达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绝不能忽视地理因素等自

然条件所导致的先天差距。但是，地形条件究竟如何影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其内在机理是怎么样

的？国家转移支付体制是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呢？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学中，杜能１８２６年提出农业区位论，以农作物的保存时间以及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形
成由内向外、以城市为中心的６个农业地带，即仅考虑了市场距离因素，而忽略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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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差异；韦伯１９０９年提出工业区位论，考虑原料、劳动力和资本对生产利益的约束，认为运输成本
和工资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克里斯塔勒１９２２年提出中心区位论，其深受杜能区位论和韦伯
区位论的影响，认为最重要的中心地是在交通网络上处于最关键位置、能提供广泛商品和服务的区

域。但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塔勒中心区位论均是建立在“理想地表”的基础上，

即假设所有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都是无差异的，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廖什１９４０
年进一步提出的市场区位论从需求出发，认为市场区位的最终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地点，即成本和收

入差距最大的点，该区位论中一大重要假设前提就是所分析区域为平原地区，区域内资源和自然条件

均质分布。但即使撇开区域经济学中的研究焦点“区位”，土地本身就存在差异，如地形、地貌、土壤、

植被等，这让土地在先天上就产生了异质性，且土地区位的固定性、可利用属性等又进一步限制着人

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进一步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区位选择，土地自然属性差的

地方必然难以成为各种经济、社会功能的最佳区位。

现有对城乡差距的探讨均是从社会和经济为出发点，鲜有文献从自然要素出发进行研究。不可

否认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不是“因地制宜”，即在根据各地自然禀赋特点发展经济、政

治等。对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财政学领域的学者主要从国家发展政策偏向和地方财政支出

偏向两个出发点进行研究。例如，李平和陈萍（２０１４）研究发现相关财政支出政策通常会扩大城乡公
共服务差距，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差距［１］；缪小林等（２０１７）从不同经济赶超省份分组的视角研究转移支
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显著抑制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且依赖于城乡支

出偏向［２］。但也有少数财政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财政资源的地理分布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

的影响，如曹静韬（２００８）提出中国财政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
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３］。而城市规划领域的学者则主要从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角度出发进

行研究。例如，韦江绿（２０１１）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从形式均等到后果
均等的中间转化环节，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保证［４］；韩增林等（２０１５）对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进行空间格局分析，从中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５］；李爱民和孙久文

（２０１４）从边缘区域的角度出发，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区域效用水平促进区域格局的分
散均衡［６］；罗若愚等（２０１８）提出地理区位导致居住空间分异，从而产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不
均衡［７］。

（二）研究假设

由于设施均等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选择主要以

公平与效率、设施可达性等因素作为主要考虑条件，因此地理条件是这些因素的基础。如Ｔｅｉｔｚ（１９６８）
提出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研究在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如何考虑最优的城市公共社会布局问题［８］。目

前学界在对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研究中主要用的模型通常以总出行距离最小化、覆盖需求最大化、

设施数量最小化、距离近设施的最大距离最小化、设施可达性差异最小化等为优化目标（陶卓霖等，

２０１９）［９］。如蔡砥等（２００９）进行１２０急救医疗服务站点选址的设施区位模型中主要考虑的目标是公
众满意度和覆盖范围［１０］。但这些模型中所考虑的出行距离、覆盖范围和设施可达性，在山区和平原

都会出现很大差异，山区在设施可达性方面会因距离、坡度、道路和方向等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刘菊等，２０１６）［１１］。因此，本文认为公共服务的分布与地理区位存在密切关系。虽然区域之间公共
服务差异的背后是地方财力悬殊的典型表现（杨峥和张忠萌，２０１８）［１２］，但地形条件是影响区域人口
分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封志明等，２０１１；谢晓议等，２０１４；张静静等，２０１８；王智勇，
２０１９）［１３～１６］。对于地形平缓的地区来说，在城乡之间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成本差别不大，且城市
由于向外围郊区或县乡区域扩展的成本较小而更容易通过“摊大饼”的发展方式模糊城乡之间的界

线；而对于地形陡峭的地区来说，人口和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更容易聚集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而形

成城市，因此在城市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从成本、设施可达性和受益人数方面将获得更高的效益，从而

致使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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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地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越大，而地形起伏度越小的地区则城乡医疗卫
生服务差距越小。

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人口和产业往往会基于居住适宜性和生产适宜性的角度优先聚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因此在

地形条件好的地区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增强经济效益，相应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较强，能对基本

公共服务提供有力保障。且由于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往往也能带来更高的效用和居民满意度，甚至会因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反哺于地方城市化发展

（李斌等，２０１５）［１７］，因此地方政府在效率和激励的双重考量下会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区域投入更多的
基本公共服务。与此相反，若地形条件较差，则难以通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

财政收入能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且地形条件较差的地区往往人口

和产业较为分散、规模较小，地方政府在这些地区投入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基于公平的视角，缺乏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激励。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底线要求逐渐提高，这种地方政府在城乡间的发展偏向可能会由于国家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要求而有所纠正，地方政府通过集中财政收入、强化财政支出对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补短

板，逐步缩小由地形条件带来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在地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中，地形起伏度会通过财政收入扩大城乡医疗卫生
服务差距，同时会通过财政支出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并会基于地形差异带来的人口聚集程度

导致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

通过前述分析，可发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相反，形成地方财政

收支之间的剪刀差，其主要来源是中国财政体制中的转移支付制度。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宏
观调控能力增强，但地方政府由于缺乏税源充足且收入稳定的主体税种，导致履行当地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能力受限。因此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全国各地由于自然条件及发展

水平不一致带来的财力不均衡，以期通过统一调配财力资源促进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着力

解决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财政转移支付有效缩小了地形起伏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三、主要变量度量与分析

（一）核心解释变量：地形起伏度

在一个地形起伏度较大的行政区内，城市的建立会更多趋向于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在这些区域

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从设施可达性和受益人数上将获得更高的效益；但由于民俗文化、居住习惯等

因素，该行政区内依然会有不少人居住在地势陡峭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成本

提高，而由于人口分布较少，会导致其效益下降，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即使国家强制要求达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也仅会满足国家的基线标准，而不会将财力过多地投入到这些地区。

反之，在一个地形起伏度较小的行政区内，城市由于向外围郊区或乡镇区域扩展的成本较小而更容易

模糊城乡之间的界线，同时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承载力达到极限，内部开发的成本高于向外延展的成

本，因此地方政府更容易采用“摊大饼”的方式进行发展，从而致使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因此，评

估各行政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时不可忽视地形起伏度这一先天条件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中将参照封

志明等（２０１１）测算县域地形起伏度时采用的方法，运用遥感大数据测度中国地市级层面的地形起
伏度［１３］。

ＲＤＬＳ＝ＡＬＴ１０００＋
ＲＡＬＴ× １－Ｐ（Ａ）[ ]{ }Ａ

５００ （１）

其中，ＲＤＬＳ为地形起伏度，ＡＬＴ为地市区域内的平均海拔，ＲＡＬＴ为地市区域内的平均高差，Ｐ（Ａ）为地
市区域内的平地面积，Ａ为地市区域总面积。参照封志明等（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视５００米为中国基准山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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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１３］［１８］，即公式（１）的后半段表示该地区的地形起伏为基准山体的倍数。
１．数据来源
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中下载的ＳＲＴＭＤＥＭ９０Ｍ分辨率高程影像数据，此数据集

是采用中国境内９０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数据加工而成，覆盖整个中国区域，采用的投影系为 ＵＴＭ／
ＷＧＳ８４。数据采集时间是２０００年，但地市范围内的地形数据在长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因此可以
用来表示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年间的地形起伏度计算。
２．提取方法
本研究对地形起伏度指标的测算主要包括对遥感影像的融合处理、采用窗口分析法进行地市地

形起伏度的提取，使用Ａｒｃｇｉｓ中的相关影像处理模块及二次开发的Ｐｙｔｈｏｎ扩展工具箱实现。
第一步：遥感影像处理。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上下载得到 ＳＲＴＭＤＥＭＵＴＭ９０Ｍ分辨率数字高

程数据，共包括６２景遥感影像。使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影像处理工具消除黑白背景，并融合成１幅影
像，使用中国行政区划图对影响进行切割，得到全国遥感影像图。在处理得到的影像中，共包括５８８６９
×４８３０９个栅格，即包含２．８４亿个记录高程数据栅格的遥感影像图。
第二步：采用均值变点分析法确定最佳统计窗口。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使用均值变点分析法原理构

建的Ｐｙｔｈｏｎ扩展工具箱，对全国范围的地形遥感影像依次进行２×２、３×３、……４５×４５网格大小的邻
域分析，使用均值变点法寻找拐点，得到１８×１８的窗口大小时其拐点达到最大，即１８×１８的窗口大
小即为提取地形起伏度的最佳窗口单元。

第三步：提取分地市范围的地形起伏度。使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下载的２０１５年
中国地市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对全国范围的高程遥感影像进行切割，得到分地市的高程遥感影像。再

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使用１８×１８的窗口大小提取得到各地市的平均海拔ＡＬＴ、平均高程ＲＡＬＴ、平地面积
Ｐ（Ａ）和总面积Ａ，进而根据公式（１）计算各地市的地形起伏度ＲＤＬＳ。

在山地类型的界定中，除了地形起伏度以外，坡度和高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地形度量因子，因此再

使用以上数字高程影像提取各地市的高程和坡度相关统计量验证后续分析的稳健性（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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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程、高差和坡度的示意图

（二）被解释变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度量（一种新度量方法）

目前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均为省域范围的研究，并没有细化到真正的、

一一对应的城乡差距。但从现实角度出发，省级范围内各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如果使用省

级层面的数据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进行度量，对省级城乡公共服务的度量实质上是一个省份内所有

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但由于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距往往较大，这种度量方式难免会抹平很多省域范

围内各城市内部的城乡差距，忽略了城市之间差异。因此，本文探索使用更小行政级别的数据来衡量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中国城市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的行政机构设置和城市建设标准、招商引资

等方面都更有利于地方发展，因此当县级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口集聚程度、城市公共服务

覆盖程度均较高时，地方政府会积极地申请撤县设市。国务院１９９３年发布《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
调整设市标准报告的通知》对设立县级市的标准从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二三产业产值占比、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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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２０１６年发布《设立县级市标准》中除了以上方面外，还增加了
资源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并要求设市城区地质地理条件适宜城市建设，且对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常数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数等具体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有了明确要求。那么从行政区划标准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市”就是 “城

乡”中的“城”，而县由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其实是实质意义上的“乡”。同时，“城

乡”之间地理条件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从行政区划标准上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如图２）。

	  �E	  

	 1

	3  	……  

	n  
	2  

图２　地级市层面的“城”（市辖区）和“乡”（县）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度量，现有文献中主要是基于省级层面的数据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

教务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进行测度（刘成奎和王朝才，２０１１；缪小林等，２０１７）［１９］［２］。对于公共服务的
种类，主要选择以医疗卫生这一典型的基本民生类公共服务为例。已有研究中主要采用医疗卫生机

构数、医院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和立道，２０１１；金荣学和宋弦，２０１２；白雪洁和程于思，
２０１９）来表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２０～２２］，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综合性指标（辛冲冲等，２０２０；储德银
等，２０１５；范逢春和谭淋丹，２０１８）来度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产出水平［２３～２５］。但由于现有统计年

鉴中衡量医疗卫生的各个指标之间关联性较强（如表１），地区在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时往往提高医疗
卫生机构数，同时增设床位数和卫生人员，前往看病的居民数也会相应增加。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省级医疗卫生指标的相关性

医院

床位数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地方财政

医疗卫生支出

医疗卫生

机构数

卫生

人员数

医疗卫生

机构诊疗人次

医院床位数 １

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支出
０．８７４ １

地方财政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０．９１３ ０．９１８ １

地方财政医疗

卫生支出
０．８９７ ０．９６１ ０．８９８ １

医疗卫生机构数 ０．７９１ ０．５８３ ０．６８４ ０．６４６ １

卫生人员数 ０．９６９ ０．８４０ ０．９２４ ０．８４８ ０．８２５ １

医疗卫生

机构诊疗人次
０．８７７ ０．８５５ ０．９０８ ０．８４０ ０．６８９ ０．９３７ １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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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行政区划标准中的指标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使用每千人床位数作为医疗卫生公共

服务的代理变量，分别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抽取各地级市市辖区的每千人床位数作为“城”的医

疗卫生公共服务度量数据，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抽取各地级市所对应的地州范围内的县每千人

床位数的平均值作为“乡”的度量数据，将每年的地级市数据和县级数据与民政部的行政区划编码进

行匹配，从而使得每年的每个地级市与其所辖范围内的县匹配到一起。其中，数据中不包括国家级直

辖市、下辖范围内无县级行政区（仅有区级行政区）的地级市、州级行政区升为地级市前的数据，因此

在研究时间段区间内隔年的样本数会有所变动，为非平行面板数据。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市辖区每千人床位数
县每千人床位数

（三）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

为了识别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作用机制，引入地方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作为

中介变量，并采用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中国财政体制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其中，地方财力供给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人口聚集使用各地公共

服务需求的城乡人口聚集情况作为变量。为充分体现“城乡”差距，使用的中介变量数据处理办法也

依照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处理办法，财政支出使用城乡人均财政支出比值作为代理变量，财政收

入使用城乡人均财政收入比值作为代理变量，人口聚集使用城乡人口比值作为代理变量，均使用城市

统计年鉴中数据作为“城”的数据、使用对应的县域统计年鉴中所辖县的数据均值作为“乡”的数据，

再用“城”比“乡”作为“城乡”的数据。

而要识别中国财政体制是否调节了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引入转移支付

作为调节变量。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均没有转移支付数据，故从中国财政

统计年鉴中获得省级转移支付数据，再计算出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人均专项转移支付，以此作为本

文中的调节变量。同时，为了更好地识别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剥离其他因素对城

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参照现有研究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因素（高萍和余琦璐，２００８；李丹和
裴育，２０１９；李平和陈萍，２０１４；和立道和李妍，２０１２；刘成奎和龚萍，２０１４；蓝相洁和文旗，
２０１５）［２６～２７］［１］［２８～３０］，选择财政经费保障、财政收入分权、工业化率、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作为控制变
量，控制地方经济环境特征。其中，财政经费保障参考和立道和李妍（２０１２）的研究［２８］，使用全市人均

财政支出占全国地方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其余变量主要参考刘成奎和龚萍（２０１４）的研究［２９］，财政

收入分权使用全市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值；工业化率使用全市工业总产值占比表

示，但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缺漏值较多，因此使用第二产业占比代替；人口密

度使用全市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使用全市人口增长率。

由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年间，中国地级市中下辖有县的共有２６７个，但由于部分地级市有增减，且所辖
县有升区、市或退出区、市的情况，因此本文为剥离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所导致的影响，将数据强行处理

为平行面板数据，处理后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年间共有１６９个地级市，而２００３年行政区划变动较多，因此再考
虑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的情况，此时共有２１０个地级市，但浙江省舟山市由于行政区处于海域范围，土地
较为分散，因此难以计算地形起伏度、高程、坡度等地理数据，故从行政区覆盖面来看，本文主要考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２０９个地级市的情况。
所有研究变量描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医疗卫生差距ＵＣ＿１ ３１３５ ２．６９７１ １．４８０３ ０．０１４３ １３．２５３０

地形起伏度ｒｄｌｓ ３１３５ ０．８０８２ ０．７５３１ ０．００１４ ３．５０６０

高程－均值ｄｅｍ－ｍｅａｎ ３１３５ ５６５．７３１１ ５９９．９９３５ １．３３９７ ３１３１．４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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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程－标准差ｄｅｍ－ｓｔｄ ３１３５ ２３２．４９００ １８４．５２９３ １．４３１７ １０１３．０２８０

高差ｄｅｍ－ｒａｎｇｅ ３１３５ １５８２．９２３０ ９９９．６０１４ ２１．００００ ５０８３．００００

坡度－均值ｓｌｏｐｅ－ｍｅａｎ ３１３５ ７．９４４４ ５．６５３９ ０．２８６９ ２４．６６８３

山地面积ｓｄｍｊ ３１３５ ０．６８６５ ０．３２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１

地方财政支出ｕｃ＿ｐｃｚｚｃ ３１３５ ２．０３８３ １．２４２６ ０．０６０６ １３．１４８８

地方财政收入ｕｃ＿ｐｃｚｓｒ ３１３５ ３．９４６８ ３．３４２６ ０．０６０５ ５６．９４７４

城乡人口聚集ｕｃ＿ｒｋ ３１３５ ２．９７０６ ５．０４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５７．１４２９

一般性转移支付ｐｇｔｐ ３１３５ ０．１３４７ ０．１２４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６０３

均衡性转移支付ｐｅｔｐ ３１３５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０３

专项转移支付ｐｓｔｐ ３１３５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７９００

财政经费保障ｃｚｊｆｂｚ ３１３４ ０．７２６８ ０．３７９７ ０．０１７２ ６．９４４７

财政收入分权ｃｚｓｒｆｑ ３１３４ ０．３１１４ ０．２８６２ ０．００４６ ３．００３１

工业化率ｇｙｈｌ ２９２４ ４８．５５５２ １０．３５３７ ９．００００ ８５．９２００

人口密度ｄｅｎ ２７１７ ３６２．３０２８ ２５０．４１３７ ４．７０００ １４４０．３７００

人口增长率ｒｚ ３１３０ ０．０３２２ ０．５８６８ －０．９６０６ ２４．６３２０

四、实证设计

主要依托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年间全国地级市及所辖县相关数据来挖掘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
务差距的影响，并探讨在中国财政制度下，地形起伏度通过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差异对城乡医疗卫生

服务差距产生的影响，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在其中产生的调节作用。但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在对财

力供给和人口聚集两个方面均具有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基于财政转移支付条件作用下

地形起伏度通过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

基于以上研究目的，为研究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将构建如下基准回归

模型：

ＵＣｉｔ＝α１＋β１１×ｒｄｌｓｉ＋β１２×Ｘｉｔ＋λｉ＋ｖｔ＋μｉｔ （２）
其中，ｉ表示地级市，ｔ表示年份，ＵＣｉｔ表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ｒｄｌｓｉ表示地形起伏度，ｘｉｔ为控制变
量组，λｉ表示地级市固定效应，ｖ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ｉｔ表示随机干扰项。β１１为核心参数，若在控制了
一系列城市经济发展特征后，β１１显著为正，则表明地形起伏度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显著正相关，
反之则反。

（二）中介效应检验

在此基础上，为考察地形起伏度是否会通过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差异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产生影响，将在基础回归式（２）的基础上将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逐步回归检验：

ｃ＿ＵＣｉｔ＝α２＋β２１×ｃ＿ｒｄｌｓｉ＋β２２×ｃ＿Ｘｉｔ＋λｉ＋ｖｔ＋μｉｔ （３）
ｃ＿Ｍｉｔ＝α３＋β３１×ｃ＿ｒｄｌｓｉ＋β３２×ｃ＿Ｘｉｔ＋λｉ＋ｖｔ＋μｉｔ （４）
ｃ＿ＵＣｉｔ＝α４＋β４１×ｃ＿ｒｄｌｓｉ＋β４２×ｃ＿Ｍｉｔ＋β５２×ｃ＿Ｘｉｔ＋λｉ＋ｖｔ＋μｉｔ （５）

其中，“ｃ＿”表示对各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Ｍｉｔ是检验的中介变量，表示地方财力供给的财政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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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及地方公共服务需求的人口聚集程度。

式（３）～（５）的回归结果中，式（３）中的 β２１为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总效应；式
（４）中的β３１为地形起伏度对中介变量Ｍｉ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聚集）的效应；式（５）中的β４１是在
控制了中介变量Ｍｉ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聚集）的影响后，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的直接效应；β４２是控制了地形起伏度的影响后，中介变量Ｍｉ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聚集）对城乡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效应。这是本文中的基础中介模型，其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的总效应为β２１，通过中介变量Ｍｉ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聚集）产生的中介效应等于 β３１×β４２，β４１
为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直接效应，总效应、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有如下关系：

β２１ ＝β３１×β４２＋β４１ （６）
检验中介效应最常用的方法是逐步回归法（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３１］，在本文中即为逐步检验

β２１、β３１和β４２的显著性，若β２１、β３１和β４２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如果β４１不显著，则
说明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为通过中介变量 Ｍｉ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口聚
集）的完全中介效应。但逐步回归法的核心是对 β３１和 β４２的显著性检验，如果在逐步回归法中 β３１和
β４２都显著，已经能充分证明中介效应的存在。但该检验的检验力较低，比较不容易检验到中介效应显
著（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３１］。如果不显著，则将采用检验力更高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检验。不过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检验力更低的逐步回归法如果能检验到中介效应显著，则其结果好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的
结果，就不必再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

由于地形起伏度与财政支出、人口聚集均存在自选择效应，即地方政府在投入财政支出时更倾向

于因地制宜，而人口也更倾向于聚集在地形条件好的地区。此时就出现财政支出和人口聚集会影响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形起伏度与财政支出和人口聚集之间互为因果的内

生性问题。而逐步回归法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是在依赖于结构方程建模的检验方法，在检验过程中并不强
调序列可忽略性假定，无法解决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刘学，２０２０）［３２］。因此在前
述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果中介效应（ＣＭＡ）进行检验，该方法假设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相
互独立，能有效解决本文的内生性问题，并能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ＣＭＡ模型的稳健性。

（三）调节效应检验

中国从１９９３年分税制改革后开始进入财政集权时代，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因此在对
经济发展条件较弱的地区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进行财政补贴。对于地形起伏度较高的地方，由于地形

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会得到转移支付的福利。而在中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包括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个大类，在此基础上再划分若干小类。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对地方

财力的补助，目的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占比最大的是纯财力补充型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一

般性转移支付在使用方面不规定具体用途，能充分体现地方政府信息及时性和自主性。而专项转移

支付主要是中央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补助给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明确规定了资金的用途，严格控制

不得挪用，无法体现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但其中也涉及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补助。因此，在考

虑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时主要考察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及指定用途的专

项转移支付。

本文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探讨转移支付是否调节了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

影响。基于此，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以下模型：

ｃ＿ＵＣｉｔ＝α７＋β７１×ｃ＿ｒｄｌｓｉ＋β７２×ｃ＿ｔｐｉｔ＋β７３×ｃ＿ｒｄｌｓｉ×ｃ＿ｔｐｉｔ＋β７４×ｃ＿Ｘｉｔ＋λｉ＋ｖｔ＋μｉｔ （７）
其中，基础方程为式（３），即未考虑调节效应时的模型；式（７）为加入调节变量之后的模型，其中

ｔｐｉｔ为各地级市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分别使用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人均专项转移支付表示。
在调节效应的检验中，主要关注式（７）中地形起伏度和转移支付交互项的系数 β７３，以及式（３）和

式（７）的拟合优度Ｒ２、Ｒ’２。若系数β７３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显著存在，此时还可以考虑核心解释变量
和调节变量的高阶交互效应项（温忠麟等，２００５）［３３］。对于拟合优度 Ｒ２、Ｒ’２，若 Ｒ’２显著高于 Ｒ２，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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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调节项之后的Ｒ’２与未增加调节项时的Ｒ２相比，其变化要超过２％（甚至３％），才能说明转移支付
的调节效应显著，否则考虑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效果不明显，即虽然系数 β７３显著可以说明调节效
应存在，但如果Ｒ２的变化较小，则实际是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作用机
制中调节效果不明显。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

表３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２）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
第（２）列中固定了个体效应之后地形起伏度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可能是
因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混淆了回归结果。为了更加清晰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产生的影响，在第（３）列中加入了控制城市经济发展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经费保障、财政收入分
权、工业化率、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结果显示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依然显

著为正，当地形起伏每增加１个单位时，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比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增加５．５９２倍差距。
为了判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是否稳健，本文通过变换地形条件的代理

变量、变换数据的时间段（改变样本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使用高程平均值、高程标准

差、高差及山地面积（高差大于３０米的面积）作为地形起伏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为表３中的
（４）、（５）、（６）、（７），从结果中可看出地形条件的系数显著为正。另一方面，将数据处理为平行面板数
据时将时间区间设置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７年，此时剩下的城市数为１６９个，回归结果中地形起伏度的系
数依然显著为正。

在基准回归和稳健性估计结果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捕捉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因素加入了时

间固定效应，从时间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性来看，从２０１０年以后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
性增加，这就说明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宏观经济因素显著缩小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且缩小的趋势随
着国家政策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视逐年增大。

表３　地形起伏度对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基准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ｒｄｌｓ
－０．０１３７ ３．６１８３ ５．５９２０

（－０．１２） （２３．８４） （２３．９５）

ｄｅｍ＿ｍｅａｎ
０．００７０

（２３．９５）

ｄｅｍ＿ｓｔｄ
０．０１２３

（２３．９５）

ｄｅｍ＿ｒａｎｇｅ
０．００２７

（２３．９５）

ｓｄｍｊ
１８．２２４６

（２３．９５）

ｃｚｊｆｂｚ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９８７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ｃｚｓｒｆｑ
０．２９５１ ０．２９５１ ０．２９５１ ０．２９５１ ０．２９５１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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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ｇｙｈｌ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１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ｄｅｎ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２．３７）

ｕｃ＿ｒｋ
－０．１７４７ －０．１７４７ －０．１７４７ －０．１７４７ －０．１７４７

（－１４．８９） （－１４．８９） （－１４．８９） （－１４．８９） （－１４．８９）

常数项
２．９７９４ １．８２９３ ３．３４６５ ３．４４５７ ２．７６８８ １．４２２９ －１．９８５６

（２２．０７） （７．８８） （９．０７） （９．３８） （７．３１） （３．５０） （－３．９８）

个体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Ｒ２ ０．１２６１ ０．１２６１ ０．１５１７ ０．１５１７ ０．１５１７ ０．１５１７ ０．１５１７

样本数 ３１３５ ３１３５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注：、分别表示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供需能力中介效应检验

１常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索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机制，从医疗卫生服务的地方财力供给和

人口聚集（用城乡人口聚集作为代理变量）两个方面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来进行研究。表４中第（１）～
（３）列是地形起伏度通过地方财政收入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第（４）～（６）
列对应中介变量为地方财政支出，第（７）～（９）列对应的是城乡人口聚集，分别对应本文实证设计中
的式（３）、（４）、（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地方财政收入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时，为了防止财
政收入分权变量可能带来的共线性，因此将财政收入分权变量删除，同时为了避免遗漏变量产生的回

归偏误增加财政经费保障、人口聚集作为控制变量；在使用地方财政支出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时，

为了防止财政经费保障变量可能会带来的共线性，因此将财政经费保障变量删除，同时为了避免遗漏

变量产生的回归偏误增加财政收入分权、城乡人口聚集作为控制变量；在使用城乡人口聚集作为中介

变量时，控制变量中保持财政经费保障和财政收入分权变量。

在地形起伏度通过地方财政收入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中，可以看出在

该作用机制中，第（１）列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总效应系数显著，第（２）列中地形
起伏度对中介变量地方财政收入的效应显著，第（３）列中在控制了地形起伏度的影响后，地方财政收
入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效应显著，即中介效应显著，同时在控制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后，地形起

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直接效应显著。从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总效应、直接

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系数来看，当地形起伏度增加１个单位时，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增加５．６７４倍，
其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直接效应为５．４４３倍、占总效应的９５．９３％。同时，当地
形起伏度增加１个单位时，地方政府的规划引领导致地方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从而引起城市人
均地方财政收入高出农村人均地方财政收入１．９５９倍，间接导致城市医疗卫生服务高出农村医疗卫
生服务０．２３１倍。

在地形起伏度通过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中，第（４）列中地
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总效应系数显著，但第（５）列中地形起伏度对中介变量地方财政
支出的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地方起伏度对财政支出的效应不明显、难以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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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因此改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检验。在进行５００次抽样回归后，检验结果中直接效应、中介效
应和总效应９５％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分别为［０．２４３，０．３４３］、［－０．３８２，－０．３２０］、［－０．０７６，０．
０４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０，因此可以说明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
差距的影响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中介效应。其中，在该作用机制链条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

卫生服务差距的直接效应为０．３８２，通过地方财政支出产生的间接效应为－０．２９３。从此可见，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符号相反，故在逐步回归法中产生了遮掩效应，导致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不出中

介效应的存在。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的检验结果来看，地形起伏度增加１个单位时，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会直接增加０．３８２倍，但通过财政支出后会使得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缩小０．２９３倍，因此对地形起
伏度本身的影响产生了抵消作用。在地方财政供给作为中介的作用机制中，地形起伏度通过地方财

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的中介效应影响结果相反，至此我们认为地方

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中间可能是转移支付对此产生了调节效应。

在地形起伏度通过人口聚集产生的需求而导致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产生差距的作用机制中，第（７）
列中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总效应系数显著，第（８）列中地形起伏度对人口聚集的效
应显著，第（９）列中在控制了地形起伏度的影响后，中介变量人口聚集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效
应显著，即中介效应显著，同时在控制了人口聚集的影响后，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直接

效应显著。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的总效应是３．３５４，其中直接效应为５．５９２、间
接效应为－２．２３８。这可以理解为，地形起伏度增加１个单位，会直接导致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
大５．５９２倍，但同时引起人口更多地聚集在城市，导致城市比农村人口高１２．８０９倍，使得城市分享医
疗卫生服务的基数扩大、农村分享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数缩小，因此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缩小２．２３８
倍，但地形起伏度导致城市人口聚集产生的中介效应难以完全抵消地形起伏度所带来的直接效应。

表４　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供给能力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ＵＣ＿１ ｃ＿ｕｃ＿ｐｃｚｓｒ ｃ＿ＵＣ＿１ ｃ＿ＵＣ＿１ ｃ＿ｕｃ＿ｐｃｚｚｃ ｃ＿ＵＣ＿１ ｃ＿ＵＣ＿１ ｃ＿ｕｃ＿ｒｋ ｃ＿ＵＣ＿１

ｃ＿ｒｄｌｓ
５．６７４ １．９５９ ５．４４３ ５．５８７ ０．３１０ ５．４４２ ３．３５４ １２．８０９ ５．５９２

（０．２２７） （０．６１１） （０．２１６） （０．２３４）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７） （０．３０５） （０．２３４）

ｃ＿ｕｃ＿ｐｃｚｓｒ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７）

ｃ＿ｕｃ＿ｐｃｚｚｃ
０．４６６

（０．０２０）

ｃ＿ｕｃ＿ｒｋ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２）

常数项
４．２２３ ０．８２０ ４．１２６ ４．１３２ ０．７８４ ３．７６７ ２．０３２ １２．０７８ ４．１４３

（０．２２１） （０．５９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５） （０．３０３） （０．２２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Ｒ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０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３０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２

样本数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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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果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因果中介效应检验，可以验证逐步回归法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结论。从表５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

支出与人口聚集变量的因果中介效应检验中平均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估计值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均未
包含０，即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成立。其估计值的符号相反，与常规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的结论一致，
即地形起伏度显著扩大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但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乡村进行补

短板，另一方面引起人口聚集在城市而产生城市医疗资源紧张，两者均显著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

差距。

表５　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财政支出和人口聚集的因果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财政支出 （２）人口聚集

平均中介效应
－０．２９３

［－０．３４１，－０．２４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０．００２］

直接效应
０．０３８

［０．３０８，０．４６３］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８，０．１９７］

总效应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２，０．１８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４，０．１９１］

中介效应率％
－３．０９７

［－１８．６２３，１．３６７］
－０．０７５

［－０．３３５，－０．０３６］

样本数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敏感性检验ρ ０．５３０ －０．０５６

　　注：因果中介效应检验通过１０００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仿真估计得到中介效应均值；［］内数值为９５％的置信
区间。

考虑到序列可忽略假设对因果中介效应的重要性，数据本身无法对此提供可靠线索，因此为了保

证因果中介效应的稳健性，需要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Ｉｍａｉ等，２０１０）［３４］。敏感
性分析主要检验在因果中介中第一阶段中介变量预算模型的扰动项和第二阶段中被解释变量预测模

型的扰动项之间的相关系数，以ρ来表示两个阶段中自变量无法解释的扰动项相关性，其绝对值越大
则证明模型越稳健（刘学，２０２０）［３２］。从敏感性分析结果来看，当ＡＣＭＥ为０时，财政支出因果中介效
应检验中对应的ρ取值为０．５３０，人口聚集因果中介效应检验中对应的ρ取值为－０．０５６，表明因果中
介模型结果稳健。

（三）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转移支付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否对地形起伏度所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均衡作

用，构建了调节效应模型，主要检验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

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中的调节效应。

对调节效应的检验，在检验转移支付线性调节的基础上，参考温忠麟等（２００５）、Ｋｉｍ等（２０１６）、李
长英和赵忠涛（２０２０）研究中对调节效应模型的构建［３３］［３５～３６］，进一步考虑了高阶交互效应项，即曲线

回归调节和非线性调节的可能性，通过对交乘项的系数显著性和Ｒ２的变化情况进行调节效应显著性
和大小的判断。虽然我们分析了线性调节、曲线回归调节和非线性调节，但这仅是转移支付在地形起

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的不同表现形式，只要有一种调节效应显著，即表明

转移支付起到调节作用。

在检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结果中（如表６），第（１）列是未加入交互项的回归，其 Ｒ２为
００９２，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效应比较的基础。第（２）列是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线性调节的回归，结
果显示交互项显著为正，即一般性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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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Ｒ２的变化率仅为１５２％，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对简单调节效应中Ｒ２变化率的检验标
准［３１］，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中线性调节效应不明

显，这就是说，一般性转移支付虽然在其中明显起了线性调节作用，但线性调节前后的差距较小，作用

效果不明显。第（３）列是考虑了地形起伏度二次项的曲线调节效应，回归结果中地形起伏度二次项的
系数显著，即曲线调节效应显著。将各系数显著的回归项带入方程可得到在地形起伏度大于２８６７
（反中心化处理后等于２０５９＋０８０８）时，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调节效应为
正，即此时一般性转移支付越多，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越大；在地形起伏度小于２８６７时，一般性转
移支付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调节效应为负，即一般性转移支付越多，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越

小；且该列回归的Ｒ２变化率为３４７％，即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中，
考虑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曲线调节效应是有实质性意义的。这说明在地形起伏度越大的地区，地方政

府在获得一般性转移支付后会基于效率角度优先考虑对地形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进行经济发展建设

和医疗卫生服务建设，而不会侧重在地形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进行医疗卫生服务补短板，因此导致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与此相反，在地形起伏度越小的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地形条件差距不大导

致医疗卫生服务布设方面建设成本差异较小，地方政府所在城市更容易采取“摊大饼”的方式促进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因此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投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能有效缩小城乡医疗卫生

服务差距。第（４）列是考虑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次项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可以看出一次项交互项的系
数显著为正，二次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

距的调节效应呈现倒Ｕ型。且该列回归的Ｒ２变化率为４７８％，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影响中的非线性调节是有实质性意义的。这意味着当一般性转移支付处于低

水平时，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作用会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增强；但在一般性

转移支付处于高水平时，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作用会随着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增加而减弱。要弥补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效应，只有当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政策调节效果。

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三种调节效应模型中，可以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线性调节效应、曲线回归

调节效应和非线性调节效应均显著，线性调节效应表明从表面上看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

差距的扩大效应会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投入得以缓解。但考虑了地形起伏度二次项的曲线回归调节

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次项的非线性调节模型更具有实质性调节意义，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不同地形条件

的区域产生的调节效果不同，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只有当规模足够大时才能真正发挥政策调节作用。

表６　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转移支付调节作用检验（一般性转移支付）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ｃ＿ｒｄｌｓ
３．２７４ ３．２１８ ３．２１６ ３．４０１

（１６．７１） （１６．２６） （１６．２６） （１５．６４）

ｃ＿ｌｐｇｔｐ
０．１８７ ０．２２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００

（１．８６） （２．１８） （２．４２） （０．００）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ｌｐｇｔｐ
０．０４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２

（１．９３） （２．９３） （２．６５）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ｒｄｌ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ｌｐｇｔｐ
－０．０５８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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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ｃ．ｃ＿ｌｐｇｔｐ×ｃ．ｃ＿ｌｐｇｔｐ
－０．０３７

（－２．３６）

ｃ．ｃ＿ｌｐｇｔｐ×ｃ．ｃ＿ｌｐｇｔｐ×ｃ．ｃ＿ｒｄｌｓ
－０．０４４

（－２．４１）

常数项
４．９８７ ４．９８９ ４．９６８ ４．７７５

（２２．３４） （２２．３５） （２２．２６） （１８．８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Ｎ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在对专项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中（如表７），第（１）列是未加入交互项的回归，其 Ｒ２为
００９１，作为专项转移支付调节效应比较的基础。第（２）列是加入地形起伏度和专项转移支付交互项
的线性调节效应检验，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专项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作

用中未起到线性调节作用。第（３）列是加入地形起伏度二次项的曲线回归调节效应检验，二次项系数
显著为负，将各系数带入回归方程后，可发现当地形起伏度小于１６４４（反中心化处理后等于０８３６＋
０８０８）时，地形起伏度越大，专项转移支付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正向调节效应越大，即在地形
起伏度越小的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对地形起伏度引起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有扩大效应，拨付专项

转移支付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当地形起伏度大于１６４４、小于２４８０时，地形起伏
度越大，专项转移支付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正向调节效应越小，即此时专项转移支付对地形起

伏度引起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效应有所缓解。当地形起伏度大于２４８０时，专项转移支
付在地形起伏度和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调节效应从正向变为负向，且随着地形起伏度的增大，负

向调节效应越大。与第（１）列相比，专项转移支付的曲线回归调节效应模型中 Ｒ２的变化率为
２３１％，即其曲线回归调节效应明显。专项转移支付是为实现中央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补助
资金，地方政府须按照规定用途安排使用。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政府

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而中央政府指定用途的专项资金难以发挥地方政府

对辖区内公共服务需求信息的有效性，故在这些区域内投入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难以缩小城乡医

疗卫生服务差距。而在地形条件较差的地区，经济条件弱导致地方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

在明显的缺陷，且在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后容易倾向于进行经济发展建设，但指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

则严禁地方政府挪用，因此能有效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即在实证中体现为，在地形起伏度小

于１６４４的区域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地形引起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具有扩大效应，而在地形起
伏度大于１６４４的区域均表现为缩小效应。第（４）列是加入专项转移支付二次项的非线性回归检验，
将各项系数带入回归方程后，发现由于专项转移支付始终为正，因此专项转移支付越大，城乡医疗卫

生服务差距越小，且Ｒ２的变化率为２７５％，说明专项转移支付在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
距的影响中非线性负向调节效应明显，即地形起伏度对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作用随着专

项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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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项性转移支付的三种调节效应模型中，线性调节效应不显著，曲线回归调节效应和非线性调

节效应均显著。这说明专项转移支付从表面上看未对地形起伏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

政策调节作用，但考虑了地形起伏度二次项的曲线回归调节和专项转移支付二次项的非线性调节模

型更具有实质性调节意义，即专项转移支付在不同地形条件的区域产生的调节效果不同。

表７　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转移支付调节作用检验（专项转移支付）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ｃ＿ｒｄｌｓ
３．３８２ ３．３６３ ３．３５４ ３．４０３

（１７．６７） （１７．５２） （１７．４８） （１７．２３）

ｃ＿ｌｐｓｔ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６６） （－０．１１）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ｌｐｓｔｐ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２

（１．３５） （２．３９） （１．６０）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ｒｄｌ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ｒｄｌｓ×ｃ．ｃ＿ｌｐｓｔｐ
－０．０５６

（－２．０２）

ｃ．ｃ＿ｌｐｓｔｐ×ｃ．ｃ＿ｌｐｓｔｐ
－０．０２６
（－１．１８）

ｃ．ｃ＿ｌｐｓｔｐ×ｃ．ｃ＿ｌｐｓｔｐ×ｃ．ｃ＿ｒｄｌｓ
－０．０４３

（－１．９４）

常数项
４．７７６ ４．７５３ ４．７４５ ４．７４４

（２２．５６） （２２．３８） （２２．３５） （２１．４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组内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Ｎ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２７０９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六、研究结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安排中起到

根本性的作用，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都很高。从１９９３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
政集权下中央财力调配能力增强，通过转移支付制度使得区域间基本服务差距均衡性逐渐增强。然

而，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忽视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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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此外，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变量均使用省级层面统

计数据中的城市和农村数据，忽略了省域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和地级市内部的“城乡”差距。鉴于

此，本文使用９０米分辨率的地形遥感影像数据构建地级市层面的地形起伏度，作为地形条件的代理
变量，有效避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充分体现出自然地理所带来的地区差异；并采用省级、地级市级

和县级统计年鉴相结合的方式，从行政区划管理的角度构建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新的度量方

法；同时，首次通过中介模型、调节模型，系统地考察了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估计出地形条件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直接影响，及地方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的中

介作用和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地形起伏度显著扩大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缩小趋势。

第二，地形起伏度会通过影响地方财力供给和人口聚集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第三，转移支付能有效调节地形起伏度对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扩大作用，但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不同地形起伏度地区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地形起伏度较小的区域，一般

性转移支付能有效缩小地形起伏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形起伏

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有扩大效应，但在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区域，一般性转移支付扩

大了地形起伏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对地形起伏度带来的城乡医疗卫

生服务差距有缓解效应。

上述结论对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形条件带来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具有重要的政策意

义。在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拨付规模逐年增大，有效缓解了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但转移支付政策在下达方面的精准性还有待提高，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地方政

府行为有所差异，地理条件较差的地方会在城乡发展的统筹安排中将财力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建设成

本更低、经济发展态势更容易显现的城市，而乡村则容易受到忽视。且在地形起伏度更大的地区，地

方政府为了满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在财力分配中会存在“赶羊”的现象，即将在财力分

配过程中会着重给自身财力较差的下级政府进行补给，难以着重发展自身经济，导致陷入马太效应。

因此在转移支付拨付中应充分考虑地形条件带来的地区差异，提高转移支付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中的政策精准性。在地形条件较差的地区提高具有指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占比，防止地方

政府挪为他用；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应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占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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