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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动态关系检验
——基于面板 VAR 模型

【摘要】旅游化与城镇化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推动力，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促进旅游产

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以我国24个典型旅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 ~ 2015年的

样本数据构建面板自向量回归模型（面板VAR）。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面板矩估计、脉冲响应及方

差分解的实证方法，检验旅游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旅游型城市的旅游化与城镇

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从短期来看，城镇化建设初期的不完善对旅游化存在抑制作用，而旅游化对城镇

化的推动作用则表现出平缓的促进态势；从长期来看，旅游化与城镇化彼此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

并且旅游化对城镇化的贡献度要高于城镇化对旅游化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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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旅游型城市即指依托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旅

游资源开发，并具备一定旅游接待能力的城市。凭借

着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经济基础以及旅游政策支持

等多方面的共同助力，旅游型城市已经具备了较完

善的产业体系，并且旅游化发展水平也提升至较高

规模，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大格局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同样，被誉为21世纪最具发展红利的城镇化进程亦

迎来了建设高潮。然而针对旅游型城市这一具有独

特资源属性的城市群体，由于旅游资源的地域性、垄

断性和难以复制性等特征，旅游型城市对旅游资源

采取了更大的保护力度，这使得旅游型城市工业化

发展与生态保护处于两难窘境，传统模式下工业化

带动城镇化的方法难以复制。那么旅游化带动城镇

化模式能否填补这一空白，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增添

新的引擎；城镇化建设是否能够带动旅游化水平的

提升，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本文以此为切入

点，旨在研究旅游化与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动态作用

关系，探讨如何协调推进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城镇

化的共同发展。

二、文献综述

旅游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一直是国内外

学者关注的重点，归纳总结可发现其研究观点主要

集中在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单向关系以及互动关系两

大类上，故本文按照上述分类逻辑对现有研究文献

进行梳理。

旅游化作为一种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的研究较

早被学术界关注。Mullins（1991）最早提出旅游城市

化（tourism urban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旅游城市化

是一种通过特色旅游景点吸纳观光人员，实现人口

集聚，通过自发形成以旅游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

构体系，从而完成城市化进程。国内关于旅游带动城

镇化的探索始于2000年左右，在Mullins的旅游城市

化定义的基础上，黄震方（2000）、陆林（2005）等相继

阐述了各自的见解。李莺莉、王灿（2015）认为，乡村

旅游经济是新型城镇化和生态转型背景下的现实导

向，为旅游特色城镇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参考途径。张

新生（2016）通过对比研究中西方旅游城镇化模式，

从资源驱动、创意驱动、市场驱动、消费驱动和资本

驱动五个方面提出我国旅游化的五大模式，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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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模式。

城镇化对旅游化推动作用方面的研究则起步较

晚且相对较少。Luo和Qiu（2016a，2016b）以我国广

东省为例，认为城镇化建设进程在不同区域将会对

旅游发展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并且城镇化的主要促

进作用体现在国内旅游水平的提升上，而对于国际

旅游的影响并不显著。余凤龙等（2014）利用时间序

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展开

探究，发现城镇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旅游产业越发

达，他们提倡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来释放城

镇化对旅游化的带动潜力。王坤等（2016）通过空间

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 30 个省区（除西藏）2000 ~
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城镇化发展

与旅游经济存在空间依赖性，并且城镇化质量和规

模对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和空间溢

出效应。

在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作用方面，Guo et al.
（2015）认为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有着正相关关

系，并且不同的城镇化对旅游收入的提升有着不均

衡的影响。国内较早研究的学者周少雄（2002）认为，

城市化与旅游两者并存着一种良性互动的作用机

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益于旅游经济发展，旅游水

平的提升对城市化同样拥有内在优化功能。唐睿、冯

学钢（2016）通过构建功效函数发现，旅游产业发展

与经济城镇化和旅游城镇化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

用，并且相应提出旅游经济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建议。

综上，从我国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针对旅游

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分

析，仅在于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而定量研究

则相对较少。在研究对象层面，主要集中在我国总体

水平，如王恩旭（2015）、唐睿和冯学钢（2016）；或是

分地区，如刘佳（2014）、张春燕（2014）、杨丽琴

（2015）分别研究了沿海地区、以贵州为例的民族地

区、以宁夏为例的西北地区的乡村旅游与农村城镇

化之间的关系；或是分城市，如张光海（2014）、张英

（2016）分别对淄博市、恩施自治州的城镇建设与旅

游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做了研究。但对于分城市类型

特别是针对旅游型城市的文献尤为稀缺。在研究方

法层面，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或

协调理论中的协调度分析，如胡振鹏等（2015）、昌晶

亮（2016）等学者，而采用计量实证方法尤其是利用

面板数据研究同类型城市群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

本文以我国典型旅游城市为样本，利用面板VAR模

型对比研究同类型个体的综合优势，对包含旅游特

定属性的城市展开旅游化与城镇化动态关系的研

究，使本文更具有针对性。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针对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测度，绝大多数学者都

是从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率方面着手，将旅游行业收

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外旅游人数、旅游企业或酒

店以及旅游从业人数等相关方面的数据作为解释变

量，然而国内外旅游人数、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

数都与旅游收入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并最终反映在

旅游总收入上。为了更好地度量旅游产业化水平与

变化，本文选用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作为衡量旅游化水平的指标，用 tour表示。针对城

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目前学术界有着较为统一的

认知：通常采用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单一指标

法即采用城镇人口或者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复合指标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故选取的指标体

系亦不相同，且存在较多的争议。考虑到数据的可

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统一性，本文采用单一指标法

中城镇化率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用urban
表示。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不同旅游型城市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

准确性及代表性，本文拟将《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

本收录的 2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深圳市

2004年即已完成当地户籍居民的“农转非”工作，城

镇化率统计为100%；天津市统计口径仅为旅游外汇

收入，部分年份并无旅游总收入数据；黄山市因统计

口径存在差异，导致旅游总收入大于第三产业增加

值，故本文将此三个城市剔除，实际研究样本个数为

24个。另外，国家统计局 2005年才发布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这一统计指标，因此本文的起始研究时间为

2006年，时间跨度为 2006 ~ 2015年共计 10年。本文

数据均选自中国旅游年鉴、各旅游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数据库，对于极个别数据的缺失或者统计口径改变

导致的数据失真，本文采用平均值填补法、回归插入

法等相关统计方法进行完善。

根据原始数据资料，对我国旅游型城市旅游化

与城镇化做出如下统计：平均旅游总收入从2006年
的392.1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438.6亿元，10年来的

几何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3.88%。表 1是旅游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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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尽

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短时下降，但长期

来看旅游化的效果提升明显。此外，变异系数从

2006年的 0.29变为 2015年的 0.38，说明我国旅游型

城市之间的旅游化展现出地区和城市差异态势。

根据近 10年来我国旅游型城市的城镇化水平

统计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的关联性。排名前列的上海、北京均是经济发达城

市，拥有着深厚的城镇化发展底蕴和基础，2006年
起城镇化率已全部超过80%，2015年均超过85%，远

高于 2015年同期全国 56.1%的平均水平。而城镇化

率相对较低的是经济总量较小或发展起步较晚的城

市，如西部地区城市城镇化水平仅达到甚至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考虑篇幅问题，本文仅列出极具代表性

的发达城市、新兴发展城市和西部后发赶超城市的

城镇化率增长状态如图1。

由图 1可以看出，排名前列的城市具有相对稳

定增长速度，而西部后发赶超城市正经历一个城镇

化率提速增长的过程。综合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

段、不同地域的旅游型城市发展态势，可以看出我国

旅游型城市均处在新型城镇化攀升提高当中。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

城镇化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展开研究，与普通的

VAR模型相比，面板VAR充分考虑到了时间序列

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的综合优势，因为面板VAR模

型引入了不同个体效果与不同时间效应变量，所以

当某个内生变量在受到冲击下给其他内生变量产生

不同影响时，其能够将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不

同截面受到的共同冲击表示出来。同时，相对于时间

序列VAR对于时间长度的高要求，面板数据VAR
对于时间长短的要求更低：如果将时间的长度用T
来表示、滞后性阶数用m表示，那么可以得到：当

T≥m+3时，就能对参数测定展开估计；当T≥2m+2
时，也能对稳态下的滞后项参数展开估计。具体面板

VAR模型如下：

yi,t=αi+β0+ βjyi,t-j+λi,t+υi,t
其中，yi,t表示含有两变量{touri,t，urbani,t}的列

向量，i表示各旅游型城市，t表示年份，m表示滞

后阶数。综合考虑到旅游型城市的发展差异和区

别，将αi作为影响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可能忽略的变

量，β0作为截距项，βj作为滞后变量的参数矩阵。λi,t

表示作为不同时间效应的解释变量，υi,t表示随机干

扰项。

四、基于面板VAR的估计结果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通常被包含在面板数据当中，虽

然 PVAR模型中 panel data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序特

点使得模型依旧存在非平稳随机波动的潜在可能，

因此针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面板单位根的检验方式有很多种，主要包括LLC
方法、IPS方法、Breitung方法、Fisher-ADF方法以及

Fisher-PP 等方法。本文采用 Stata 软件，通过选择

LLC方法和 IPS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如果

同时通过检验，则可以视为通过面板单位根平稳性

检验，反之，则视为没有通过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旅游化与城镇化在水平状态下，P值分别为 0.9974、
0.0546，大于 5%水平测度下的临界值，表现为非平

稳，然而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可以看出旅游化和城镇

化均能通过 5%水平测度下的LLC检验和 IPS检验，

为一阶单整序列。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均值

27.77
27.42
26.24
26.38
27.69
28.12
29.23
29.99
30.77
31.13

标准差

8.04
7.30
6.59
6.35
7.38
7.21
7.69
8.95
9.72
11.85

最大值

48.99
47.20
42.14
39.87
42.85
46.26
51.76
61.60
65.10
72.89

最小值

17.00
17.23
17.28
17.89
17.50
16.64
17.62
17.87
17.63
15.79

变异系数

0.29
0.27
0.25
0.24
0.27
0.26
0.26
0.30
0.32
0.38

表 1 旅游型城市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
增加值比重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亿元

图 1 城镇化率排名前三位以及后三位的典型旅游型城市

∑
j =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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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为检验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相互之间是否存在

协整关系，本文继续对 lntour与 lnurban展开面板数

据协整检验。其主要方式包括多种：第一种是采用组

统计量和面板统计量进行检验，第二种是以

Engle-Granger二步法为基础的 Pedroni检验和Kao
检验；第三种是以 Johansen为理论基础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第一种协整检验方法，在考虑异质性的情

况下包括Gt与Ga，在针对同质性的情况下包括 Pt
与 Pa，原假设都设定为协整关系不存在。如表 3所
示，Gt、Ga、Pt、P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通过协

整检验。

（三）PVAR模型估计

1. 模型最优滞后阶数选取。前文的变量单位根

检验及协整检验表明，城镇化率与旅游收入占比之

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为避免在VAR模型估计中出

现伪回归问题，采用城镇化率和旅游收入占比的差

分平稳变量进行下一步的实证分析。此外，面板数据

中存在多个不同的个体差异，在构造面板VAR模型

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截面异质性情况，所以运用Arel⁃
lano、Bover（1995）指出的“向前差分法”，通过对面

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来达到消除面板数据中个体固

定效应以及时期效应的目标。运用AIC、SC等相关

方法展开估计，其结果如表 4所示。相较于滞后 1阶
的表现效果，滞后2阶的效果可信度更优。

2. PVAR模型GMM估计。通过上述分析，本文

选用一阶差分变量，运用面板广义矩估计（GMM）

的方法对面板VAR（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实证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城镇化

对其自身的作用由滞后一期的0.1890降低至滞后二

期的 0.0543，说明城镇化是一个正向促进作用的延

续过程，长期来看城镇化是促进城市发展的正向动

力，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第

二，旅游化对自身亦表现出一种正向作用，滞后一

期、二期的作用分别为 0.3192、0.0508，旅游给人们

带来当期最大享受的同时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

一种逐步减弱的态势，这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

观感和体验。第三，旅游化对城镇化从长期来看也是

正向作用，其滞后一期、二期的作用分别为 0.0089、
0.0068，由此可见，游客的旅游行为为城市发展带来

了消费和活力，加速了旅游型城市的城镇化进程。第

四，城镇化对旅游化长期来看也是正向促进作用，但

存在由滞后一期的抑制作用-0.1125变成滞后二期

的正向作用 0.0068的转变过程，这说明城镇化初期

的自发性和无序性对旅游化发展存在抑制与阻碍，

随着城镇化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对于旅游化的促进

变量

L.h_dlnurban
L.h_dlntour

L2.h_dlnurban
L2.h_dlntour

被解释变量：h_dlnurban
b_GMM
0.1890
0.0089
0.0543
0.0068

se_GMM
0.1004
0.1398
0.0500
0.1414

t_GMM
1.8814
0.6370
1.0856
-0.4775

变量

L.h_dlnurban
L.h_dlntour

L2.h_dlnurban
L2.h_dlntour

被解释变量: h_dlntour
b_GMM
-0.1125
0.3192
0.0068
0.0508

se_GMM
0.4896
0.0877
0.2432
0.1033

t_GMM
-0.2297
3.6392
0.2250
0.4913

注：b_GMM为GMM估计系数，se_GMM为GMM估计标准差，t_GMM为GMM估计 t检验值。

变量

tour
urban
Dtour
Durban

LLC检验

T统计值

1.3925
11.2999
-7.5533
-11.6801

P值

0.9181
1.0000

0.0000∗∗
0.0000∗∗

IPS检验

T统计值

2.7922
-1.6017
-4.1140
-4.984

P值

0.9974
0.0546

0.0000∗∗
0.0000∗∗

Lag
0
1
2
3
4
5

LogL
94.9206
107.1662
111.9994
114.4000
116.0985
118.2345

LR
NA

21.4299∗
7.6526
3.4009
2.1231
2.3139

FPE
1.49e-06
7.50e-07
7.06e-07∗
8.25e-07
1.04e-06
1.31e-06

AIC
-7.7434
-8.4305
-8.4999∗
-8.3667
-8.1749
-8.0195

SC
-7.6452
-8.1360∗
-8.0091
-7.6795
-7.2913
-6.9397

HQ
-7.7173
-8.3524
-8.3697∗
-8.1844
-7.9405
-7.7331

检验标准

Gt
Ga
Pt
Pa

统计量

-0.147
-0.149
1.362
0.104

Z值

3.905
3.934
3.310
1.913

P值

1.000
1.000
1.000
0.972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
显著；②Dtour、Durban分别表示 tour与urban的一阶差分
序列。

表 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表 3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注：∗表示根据准则选取的滞后阶数。

表 4 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

表 5 PVAR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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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将逐步得到释放。

（四）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是体现某一变量对误差大小的反

应程度，它表示一个标准差单位冲击对其他相应的

内生变量产生的当期以及未来多期的影响。在面板

VAR模型中，任意变量都存在着与其他变量某种程

度的相关关系，因此，一个变量的变动不仅会带来自

身的波动，也会给其他变量产生相应的冲击变化。本

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以横轴代表响应期数，纵

轴代表响应程度，得到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中所有的变量在第6期后均逐步趋向于0，
表明模型是可以用于分析的稳定模型，同时可以看

出旅游化和城镇化对于自身的波动冲击均处于正向

响应状态，而从短期来看旅游化与城镇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亦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图 a中城镇化对

自身的影响在当期达到最大，并呈较快的下滑趋势，

在经历完第 2期减缓作用之后最终在第 3期减弱为

零。图b为城镇化对旅游化的响应，城镇化对旅游化

当期的响应并不明显，在滞后一期中影响极为显著，

并最终呈现趋于 0的态势，这符合城镇化建设效果

在建设完成过后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最大作用的现实

情况。图 c中旅游化对城镇化的响应在当期达到最

大，并在随后的一期即影响减弱为零，这符合旅游行

为对当期存在较大时效性的现实经济意义，旅游属

于即时体验和享受，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及时的并不

会有延续反响。图d中，旅游化对自身的影响体现为

一种渐进式的递减过程，从当期最大的影响平缓地

降低。图 c和图d中可以分析得出旅游化是一个可持

续化发展产业的体现，不管是对旅游化本身还是对

城镇化的推进都存着持续的稳定影响。综合图 2可
知，旅游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互动促

进关系。

（五）面板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模型是评价一个变量波动造成其他变

量产生变动贡献率，进一步分析不同冲击的重要性，

并相应给出对VAR模型中每个变量随机扰动信息

的方法。经过检验，得出基于VAR面板方差分解的

结论。针对方程的影响程度，第 10个预测期和第 20
个预测期数字相差不大，这说明系统已经大致趋于

稳定。旅游化和城镇化受自身的影响极大，其对自身

图 2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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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作用甚至达到了 95%以上，这表明旅游化和

城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正反馈现象，其增长主要还

是依赖于自身的发展动力。此外，重点关注旅游化和

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旅游化与城镇化之间的正向带

动作用在方差分解中也得到了量化体现，旅游化对

城镇化的第 10期和第 20期贡献均达到 2.11%以上，

城镇化对旅游化的第 10期和第 20期贡献均达到

1.28%以上，这说明在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的

互动关系中，旅游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作用要高于城

镇化对旅游化的贡献作用，即旅游吸引了大多数人

员进入城市或城镇，从而促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

当前我国以工业化为主动力的城镇化模式，对于旅

游化的推动作用稍显不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我国旅游型城市旅游化与城镇化两者之

间的互动作用关系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得到如下结

论：首先，面板VAR广义矩估计（GMM）表明，旅游

化对其自身以及城镇化的影响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

期来看都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城镇化进程从长期

来看，对其自身和旅游化水平的提升均存在推动作

用，就当期表现而言，城镇化对自身延续存在正向作

用，但对旅游化均存在一定的短期抑制效应。其次，

脉冲响应函数验证结果表明，旅游型城市中旅游化

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互动作用关系，

并且城镇化对城镇化自身以及旅游化水平的提升作

用表现得较为平缓，而旅游化进程对其自身和城镇

化水平的提升均存在明显的当期表现最佳状态，这

一验证结果也符合上述面板VAR广义矩估计结果。

最后，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再次确认了旅游化与城镇

化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互动作用，并且旅游化对

城镇化的贡献度高于城镇化对于旅游化的贡献度。

（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走优先发展旅游化并利用旅游产业发展促

进城镇建设的新路，协调旅游发展与城镇建设的动

态关系。利用旅游化对城镇化较高贡献度的结论，构

造旅游活动围绕城镇进行、城镇建设促进旅游发展

的新型互动模式。紧紧围绕今后一段时期“调结构、

转方式、促升级”的大背景，充分发挥旅游消费带动

作用，利用旅游产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将旅游化与

城镇化的融合协调发展锻造成新常态下经济社会转

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避免过度推动旅游化或城镇化进程，规避

单一地追求旅游业发展或者城镇建设的偏激取向行

径。全域旅游的推广盛行、新型城镇化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将会为旅游型城市的城镇和农村发展带来

巨大的改革红利，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快速发

展。但从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角度来看，追求

与居民消费能力匹配的旅游化享受、与经济发展水

平相匹配的城镇化速度、注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质

量，无疑将会是一条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道路。

三是调整以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进程，侧重建

立经济新方位下与旅游资源禀赋和居民收入水平相

匹配的旅游产业结构体系。一直以来，包括旅游型城

市在内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将工业化的城镇建设摆在

优先位置，但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仅仅是人口转到

城市，对旅游产业的促进并不明显。因此建议加快以

传统旅游为主的生活性服务产业、高附加值的现代

生产性旅游业发展，以吸纳旅游人口，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让人民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共同提升旅游化

和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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