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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摘要】以2005 ~ 2015年全国和各省的人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技术进步溢出和经济增长率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各研究变量的空间影响程

度较大；从各省的研究来看，人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技术进步和溢出等变量的提高能够对全国的

经济增长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三个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和总效用也非常明

显，在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效用影响排名也非常靠前。区分省级区域后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城市

化、空间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来看，东部最高，中部

次之，西部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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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城市化在我国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化的发展是在

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的。城市化已

成为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潜力，是实

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和经济结构有效调整的主要

依托。城市化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原因是，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人口聚集，进而推动了技

术创新或者说是技术进步，并由城市化发展较快的

地区向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技术溢出，以带动周边

城市的经济发展。

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

近年来实现了快速提升。反映城市化率的核心指标

是人口城市化率和空间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是

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人口城市化率来看，

2005年我国的城市人口为 56212万人，到 2013年我

国的城市人口为 73111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从 2005
年的42.99%上升到2013年的53.73%。空间城市化率

是指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从空间城

市化率来看，2005年我国的建成区面积为 32520.7
平方公里，到 2013年我国的建成区面积为 47855.3
平方公里，空间城市化率从 2005年的 3.38‰上升至

2013年的 4.98‰。虽然我国城市化有了较快速的发

展，但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城市

的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 1为北京、京津冀地区与伦敦、巴黎、首尔和

东京等大城市的地区面积、人口城市化率和经济发

展水平之间的对比。从地区面积上看，北京和京津冀

地区的城市土地面积超过了伦敦、巴黎、首尔城市圈

的城市土地面积。然而北京和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城

市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率，都低于

伦敦、巴黎、首尔、东京的人口城市化率和地区生产

总值占全国GDP的比率。这说明，一方面，虽然北京

和京津冀地区近年来的城市化有所发展，但是带动

经济增长的能力要落后于其他世界大城市；另一方

面，北京在吸纳人口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一旦

做好城市规划，北京吸纳人口的能力将再次提高，人

口聚集将会带来技术进步与溢出的提高，届时，北京

将拥有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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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外在基础条件的不

同，造成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化发展的不

均衡，特别是在人口城市化率和空间城市化率上的

差距较大。从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其

他外部条件要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比较优势，政策

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东

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得到了优先发展，然

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略显不足。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环境下，本文分

析了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

区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这

三个经济发展主要区域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

城市化和技术溢出是否能够真正带来经济增长。

二、文献综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被赋予了振

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

深化，城市化也被赋予了调节区域发展（从非均衡转

向均衡发展）的历史使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

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程，同时也面临着

新的问题。章振华（1995）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已

发生变化，形成了以城市化或城市化群的发展推动

经济增长的模式。胡少维（1999）指出，城市化的发展

能够带来区域有效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能够刺

激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大量应用，

关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普遍得出

了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促进关系的结论（吕

健，2011；项本武等；2013，王婷，2013）。
由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或者说是由于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技术溢出。Mu & Lee（2005）研究了我国的

技术创新能力，发现我国技术的“学习”和“追赶”显

著受到知识扩散的程度和政府提出产业振兴计划的

影响，并且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和经

济的增长。Liu & San（2006）认为，技术的创新能力

和技术溢出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增

长的弹性系数，技术溢出的社会环境即为城市化的

发展程度。Markusen（2006）分析了文艺创新对城市

化的影响，并通过弗罗里达的城市化数据得出文艺

创新为城市化带来了活力和更大的创造力的结论。

Lorenzen & Andersen（2009）通过对欧洲八个国家

444个城市化发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对现有知识的

学习有利于技术的创新，新技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使用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并且推动了技术

创新区域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技术溢出会带来周

边区域的经济增长，技术的影响力成为城市层次的

创造力。Andersen（2010）在研究城市化和技术创新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中，利用北欧城市化发展程

度较高的城市，共选取了法国巴黎等15个大城市的

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相

对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明显比技术创

新和技术溢出对较小的北欧城市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幅度大得多。

Comunian（2010）对弗罗里达州的毕业生数量

和专利技术转让金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毕

业生数量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专利项目与毕业生数

量呈现同方向的增长关系，并且毕业生成为技术溢

出的代理者，使得城市化得到发展，经济得到快速增

长。Vinciguerra（2011）研究了欧盟区域内的基础设

施发展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以互联网设施的发

展为例分析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

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区域内技术创新和溢出，并

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增长。Hracs（2012）研究了

北美工业化的发展，发现在影响北美工业化发展的

诸多因素中，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溢出这两个

因素对北美工业化的发展影响最大。Carter（2013）考
察了曼彻斯特的城市化进程，发现只有技术创新才

是一个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并且由

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溢出使得城市化发展更具有

创造性。

项 目

地区面积（2013年）

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率

北京

12187
平方公里

1.55%
（2013年）

3.42%
（2013年）

京津
冀地区

20999.4
平方公里

8.03%
（2013年）

10.9%
（2013年）

伦敦
城市圈

1579
平方公里

12.65%
（2013年）

22%
（2011年）

巴黎
城市圈

2072
平方公里

18.23%
（2013年）

31%
（2012年）

首尔
城市圈

11818
平方公里

49%
（2013年）

47%
（2011年）

东京
城市圈

36884
平方公里

34.08%
（2013年）

37.5%
（2009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 1 北京、京津冀地区与世界大城市城市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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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建立和理论假设

（一）模型假设

考虑在一个区域中进行创新活动，令这个区域

为城市化，在城市化中工作的特点是把新技术和新

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应用到生产性行为。假设资

本存量用K（t）表示。资本随时间的变化率为h，因此

得到资本的变化率为 dK（t）/d（t）=hK（t）。城市化的

生产者具有相对风险厌恶（CCRA）的效用函数，效

用的高低取决于生产者的消费 c（t），并且生产者的

效用函数 U（ c）可以表示为

［c（t）1-θ-1］/（1-θ）dt，同时，θ≠1，ρ>0代表折旧率，

θ>0代表相对厌恶风险的系数。生产函数表示为：

y(t)= 1
1-β × ∫0N(t)

x(v,t)1 -βdv×Kβ
（1）

其中，y（t）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产出水平，0<β<1
表示生产函数的参数，N（t）表示技术创新的专利数

量，并且将这些专利应用到生产中。x（v，t）表示专利

数量所转化的新技术，v表示专利数量转化为新技

术的影响因素，例如城市化、技术传播的社会环境等

因素。在技术创新研发部门的工作者在研发新技术

中会由于知识结构或外在条件使得技术的创新遇到

瓶颈，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技术创新边界，并存在技

术创新边界可能性曲线：

dN(t)
dt = N(t)

∙ = ηN(t)αK(t) （2）

方程（2）中，η>0表示流量参数，α表示技术溢出

参数。如果α=1，则意味着技术溢出是线性的，或者

说是技术创新能够完全溢出。在很多关于经济增长

的模型中，都假定技术溢出是线性的，并且是经济增

长内生性因素。实际上，虽然技术创新以及由技术创

新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但并非是

完全溢出。因此，本文中假设技术溢出是正的，但是

小于1。
（二）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均衡解

上述分析的目标在于获得技术进步的均衡解

g，以及经济增长或产出的均衡解。令 r（t）和w（t）分
别代表利率和工资水平。首先消费增长率为

，因此对于生产者的风险厌恶效

用函数的最大化U（c）可以转化为：

limt→∞ exp[-∫0tr(b)db ×∫0N(t)
V(v,t)] （3）

其中，V表示技术的折旧率。进而通过生产函数

和资本函数得到w（t）的表达式以及 x（v，t）的表达

式 ：w(t)= β
1-β × ∫0N(t)

x(v,t)1 -βdv×Kβ-1= βN(t)
1 -β ，

x（v，t）=（1-β）N（t）K（t）。由于产出决定了消费以及

资本存量，并且资本存量影响了技术的创新和技术

溢出。以此转换产出函数的构成，令y（t）=c（t）+x（t）。并
且在创新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本以及由于技术所带来

的价值v（t）影响了工资水平w（t），在w（t）中每单位

资本用于技术创新的份额为ηN（t）α，令技术所带来

的利润为π（t），因此根据Hamilton-Jacobi-Bellman
条件可以得到：

（4）
由方程（3）和上述w（t）的方程表达式，共同可

以得到 ，由此得到 v（t）的
函数形式：

（5）

经过上述分析，得到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下的均

衡利率 ，同时得到

。为了避免动态无效率本文

假设
1θ - a(1 -β)>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虽

然无法获得K（t）和N（t）的具体函数形式，但是只要

给定某一时间点作为城市化的技术创新的初始点，

那么我们将会确定K（0）和N（0），因此可以通过时

间的变化进而分析 的变化，进而了解

K（t）和N（t）变动轨迹，并由已经确定的均衡利率和

上述方程共同得到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条件下的均衡

解g：

g= hθ
1-α + ρ （6）

（三）非线性条件下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溢出

均衡解

在上述分析中本文得到了最优技术进步均衡解

g，但是技术溢出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因

此需要分析由技术进步增长率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增

长率。同时，也可以计算技术进步的帕累托最优贡献

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假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

技术溢出所形成的价值为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
数形式，因此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价值

用p（t）表示：

（7）

结合上述方程（1）~（7），本文可以计算得到技

术进步溢出的增长率，这对理解在均衡增长路径下

∫0∞exp［-（ρ-h）t］

c(t)
∙ /c(t)=[r(t)- ρ]/θ

r(t)v(t)- v(t)
∙

=π(t)=βK(t)

v(t)
∙

/v(t)=(1 -α)N(t)
∙

/N(t)

v(t)= βK(t)

r(t)-(1 -α)[N(t)
∙

/N(t)]

r(t)= ρ+ θ[K(t)
∙

/K(t)+ N(t)
∙

/N(t)]
N(t)

∙
/N(t)=ηN(t)α-1K(t)

{K(t),N(t)}∞
0

p(t)=
[β(1 -β)-1/βK(t)]1- θ

1- θ +αη[K(t)
∙

/K(t)]N(t)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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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并非完全转化成技术溢出的增长

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或技术

创新产生的技术专利，在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下，每单

位资本转化为技术进步的现金比率有所不同，或者

说专利数量与资本的比率将随时间的变化发生较大

的变化，这里用g1表示技术溢出的增长率：

g1= ρ+ hθα(1 -β)
1 -α - h(1 - θ)

1 -α （8）

得到技术进步与技术溢出增长率的差为

g- g1=
hθ(1 -α+αβ)

1 -α + h(1 - θ)
1 -α > 0 。

（四）城市化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均衡解的影响

由于 v表示专利数量转化为新技术的影响因

素，本文将这些因素分为城市化因素和其他因素。假

定城市化用urb（m，l）表示，m表示人口，l表示土地，

v1表示其他因素，那么 x（v，t）可以分解为 x（v，t）=
x（v1，t）+urb（m，l）。人口形成了人口城市化率，土地

形成了空间城市化率，那么urb（m，l）的函数为：

（9）
则人口城市化的增长率为 ，空间城市

化的增长率为 ，同时 0<γ<1和 0<λ<1，由方

程（2）~（5）和方程（9）共同得到在均衡路径下的技

术进步增长率：

g*= hθ
1-α + ρ+ γ+ λ

1-α （10）

根据方程（8）可以得到 g1和 g之间的关系，即

g1= g- hθ
1-α[1θ - a(1 -β)] ，并 且 由 于 上 述 假 定

1θ - a(1 -β)> 0 ，这样根据方程（8）就可以得到城市

化发展对于技术溢出所产生的实际增长率：

g*
1 = hθ

1-α + ρ+ γ+ λ
1-α - hθ

1-α[1θ - a(1 -β)]（11）

（五）经济增长的均衡解

到此本文已经为城市化和技术溢出进一步分析

经济增长率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下面将分析包

括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影响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

少。由方程（1）给出了产出水平的表达式，这样就可

以得到实际产出的增长率为 。只要可以求出

y（t）对于时间的导数就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率，由方

程（1）求导得：

（12）

由于 ，对 x（v，t）的分解实际上是关于

x（v，t）=x（v1，t）+urb（m，l）的导数，在这里主要考虑

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假定其他

v1所包括的各项因素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再根

据方程（2）得到 ，假定在经济发展

初始时期 K（0）和 N（0）为常数项，那么可以得到

，这样就可以求得从某一时期开始时经济

增长率的均衡解为：

（13）
（六）理论假设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建立，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理

论假设：

H1：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于

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H2：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

和技术溢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更高。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 2005 ~ 2015年我国 31个省市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面板实证分

析。图 1为 2005年和 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口城市化率，图 2为 2005年和 2015年各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空间城市化率（不包括香港、澳

门和台湾）。

本文被解释变量主要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其取自然对数，用 lgdp表示。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人

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均

居民消费水平、第二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

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解释变量的

主要定义如下：

（1）城市化率包括了人口城市化率（purb）和空

间城市化率（surb）。人口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人口城市化率越大，说明该区域的人口

向城市聚集的程度越高，人口基数越大，由此带来的

技术创新人员才会越多，技术创新人员是带来技术

进步和技术溢出的主力军。空间城市化率，即城市建

成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空间城市化率反映了

urb(m,l)= exp[γ∫0∞m(t)dt + λ∫0∞ l(t)dt]

m(t)
∙

/m(t)
l(t)
∙

/l(t)

y(t)
∙

y(t)

y(t)
∙

y(t) =(dxdv
dv
dt + dx

dN
dN
dt )+βK(t)

∙

K(t)

K(t)
∙

K(t) = h

N(t)
∙

N(t) = nN(t)α
N(t) K(t)

N(t)
∙

N(t) =ω

y*=ω+ hθ
1-α + ρ+ γ+ λ

1-α - hθ
1-α[1θ - a(1 -β)]+β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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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各省人口城市化率 2015年各省人口城市化率

2005年各省空间城市化率 2015年各省空间城市化率

图 1 各省人口城市化率（2005年、2015年；%）

图 2 各省空间城市化率（2005年、2015年；‰）

该城市承载人口的能力，同时，由于城市建成区基础

设施的逐步完善，城市所带来的由于非城市地区的

社会福利将更有利于技术的进步，能对技术的溢出

提供更便利的外部条件。

（2）技术市场成交额（vtm），对其取自然对数，

用 lv表示。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有效专利在生产过

程中的应用，技术市场成交额较高的地区一方面能

够反映该城市地区具有较强的技术进步能力，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由于技术进步能力较强，该地区能够

产生较强的技术溢出能力。

（3）人均居民消费水平（c），对其取自然对数，用

lc表示。消费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及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

产出的提高，都会通过一定的消费路径影响经济的

增长。

（4）人均工资水平（w），对其取自然对数，用 lw
表示。由于技术进步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产出的提高，

将使得该城市地区生产者的工资水平上升，并且工

资水平的上升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向该地区流动，

而人口规模又是技术进步、技术溢出和城市化发展

的重要基础。

（5）第二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erc）和
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sc）。城市化的

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能够改变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

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技术进步、技术溢出

的水平。

以上对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定义和计算

方式进行了介绍，下面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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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

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后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空间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yit=ρw'iyt+x'itβ+ui+εit（i=1，…，n；t=1，…，T）
（14）

根据莫兰（Moran）检验法进行检验，检验空间

相关性的Moran’s I指数定义如下：

其中，S2 = 1
n∑i = 1

n
(Yi - Ȳ)，Ȳ = 1

n∑i = 1

n
Yi ，Wij为空

间权重，反映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

W =
æ

è

ç

ç
çç
ç

ç
w11 w21 ...
w21 w22 ...
... ... ...wn1 wn2 ...

ö

ø

÷

÷
÷÷
÷

÷
w1nw2n...wnn

其中，Yi表示第 i个城市的城市化率，n为省份

数量。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Moran’s I≤1，大
于 0表示空间正相关，小于 0表示空间负相关，等于

0表示空间不相关。

本文主要采用 Stata 12 统计软件，根据我国

2007 ~ 2013年 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

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空间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技

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时空关系。首先计量分析了全

样本数据的空间模型，其次比较了京津冀和长三角

洲地区与全样本数据空间模型的结果，最后实证比

较了东、中、西部地区数据的空间模型结果。

1. 对全样本数据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结果。表

3主要分析了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

各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和

总效用。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回归系

数、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和总效用都通过了显著性水

平的检验，而且基本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仅有技

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间接效用未达到 0.01的显著性水平，但也通过

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从空间城市化的角度看，空间城市化率与经济

增长呈现同方向的变化趋势，空间城市化率的提高

能够带动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在 0.01的显著性水

平上的回归结果为0.752。同时空间城市化对经济增

长的总效用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1.044，直
接效用为0.810，间接效用为0.234，这说明空间城市

化的提高可以直接带动经济的增长，并且空间城市

化的直接效用超过了间接效用。空间城市化率的提

高实际上是通过对建成区的建设实现的，即对城市

土地的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

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看，人口城市化率与经济

增长呈现同方向的变化，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能够

带动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上

回归结果为 1.105。同时，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

总效用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1.584，直接效用为

1.154，间接效用为 0.430，说明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

可以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并且人口城市化的直接效

用超过了间接效用。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反映了城

市人口数量的上升，这种人口聚集促进了人才的引

进，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人口数量的上升可以

促进城市消费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增长。

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的角度或者说从技术市

场成交额的角度看，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加能够带

动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回

归结果为0.343。同时技术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的

总效用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1.466，直接效

用为1.337，间接效用为0.129，这说明技术市场成交

额的提高可以直接带动经济的增长，并且技术市场

成交额的直接效用超过了间接效用。技术市场成交

额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所引导的，

之所以技术市场成交额的直接效用远超间接效用，

很可能是因为某行业或某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溢

出在该行业或该产业中可以直接用于生产性行为，

直接促进了本城市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技术进步

和技术溢出的传导路径问题，这些新发展的技术促

进其他行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所

以其他行业和产业对于经济的增长作用有一定滞后。

变量名称

lgdp
surb
purb
lv
erc
sc
lc
lw

均值

10.36917
0.298545
0.514318
12.84894
0.481884
0.40751
9.273659
10.5253

标准差

0.508225
0.144624
0.144571
1.689037
0.081436
0.088651
0.473121
0.297173

最小值

9.085231
0.042405

0.219
8.622634
0.223188
0.28615
8.16166
9.9329

最大值

11.50899
0.672452

0.896
17.16602
0.614777
0.768513
10.57702
11.44042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Yi - Ȳ)(Yj- Ȳ)

S2∑
i = 1

n ∑
j = 1

n
Wij

wij = ìí
î

0 城市i和城市j不相邻
1 城市i和城市j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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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surb

purb

lv

京津冀

回归系数

0.875∗∗∗
（-0.079）

1.405∗
（-0.218）
0.486∗∗∗

（-0.108）

直接效用

0.913∗∗∗
（-0.063）
1.324∗∗∗

（-0.225）
1.711∗∗∗

（-0.492）

间接效用

0.334∗∗∗
（-0.129）

0.441∗∗
（-0.174）
0.229∗∗∗

（-0.711）

总效用

1.247∗∗∗
（-0.117）

1.765∗∗
（-0.417）
1.930∗∗∗

（-1.014）

长江三角洲

回归系数

0.923∗∗∗
（-0.096）

1.539∗∗
（-0.338）
0.665∗∗∗

（-0.235）

直接效用

1.003∗∗∗
（-0.055）
1.664∗∗∗

（-0.115）
1.977∗∗∗

（-0.692）

间接效用

0.412∗∗∗
（-0.047）

0.448∗∗
（-0.141）
0.319∗∗∗

（-0.658）

总效用

1.415∗∗∗
（-0.345）
2.112∗∗∗

（-0.223）
2.296∗∗∗

（-0.948）

珠江三角洲

回归系数

0.975∗∗∗
（-0.022）
1.889∗∗∗
（0.359）
1.471∗∗∗

（-0.336）

另外，从空间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和技术

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的效用角度看，这三个变量

的总效用排在所有变量对经济增长总效用的第四

位、第一位和第二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非常

明显。

2. 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

地区回归比较。虽然全样本的空间城市化率、人口

城市化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分析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在空间城市化率、人

口城市化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速度较慢，实际

上是降低了全国空间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和技

术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因此，有效区分

不同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更有利于

本文观测到这三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区

域，同时也是“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主

要发展区域，并且我国在今年提出了把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经济带作为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均

衡发展的新战略，因此分析这三个地区

的空间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和技术

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

代表性。

表 4列出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空间城市化率、人口

城市化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这三个变

量对经济增长回归系数以及直接效用、

间接效用和总效用的空间计量结果。从

表 4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空间

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和技术市场成

交额这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

数最高。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空间城市化

率、人口城市化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

这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回归系数以及

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和总效用的空间计

量结果都要高于京津冀地区，但是，珠

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空间计量结果都高于全样本的空间计量

结果。

变量

surb

purb

lv

lw

erc

sc

lc

Constant

rho

lgt_theta

sigma_e

R-squared
样本容量

回归系数

0.752∗∗∗
（0.0766）
1.105∗∗∗
（0.228）
0.343∗∗

（0.00801）
0.304∗∗∗

（0.0616）
2.171∗∗∗
（0.313）
1.303∗∗∗
（0.367）
0.325∗∗∗

（0.0645）
-1.008∗∗∗
（0.280）

0.922
31

Spatial

0.286∗∗∗
（0.0478）

0.922
31

Variance

-2.094∗∗∗
（0.167）
0.00147∗∗∗

（0.000169）
0.922
31

直接效用

0.810∗∗∗
（0.0755）
1.154∗∗∗
（0.225）
1.337∗∗

（0.00692）
0.310∗∗∗

（0.0657）
0.250∗∗∗
（0.319）
0.356∗∗∗
（0.376）
0.336∗∗∗

（0.0718）

0.922
31

间接效用

0.234∗∗∗
（0.0299）
0.430∗∗∗
（0.154）
0.129∗∗

（0.00257）
0.112∗∗∗

（0.0305）
0.824∗∗∗
（0.233）
0.502∗∗

（0.200）
0.120∗∗∗

（0.0267）

0.922
31

总效用

1.044∗∗∗
（0.105）
1.584∗∗∗
（0.358）
1.466∗∗

（0.00944）
0.422∗∗∗

（0.0858）
1.075∗∗∗
（0.480）
0.858∗∗∗
（0.547）
0.456∗∗∗

（0.0844）

0.922
31

表 3 全样本数据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内的数
值表示变量的标准误。

注：∗∗∗、∗∗、∗分别表示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内的数值表示变量的标准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
市集中在广东省，因此无法进行空间计量，所以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回归主要采用了OLS回归。

表 4 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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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比较。表 5列出了对

东、中、西部地区空间面板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人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和技术溢出这三个变

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基

本在p<0.01的条件下显著。东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

率、空间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

区的人口城市化率、空间城市化率和技术溢出的回

归系数高于西部地区。因此这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

的空间作用结果非常明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地区数据，城市

化发展和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都能够推动

地区经济增长，但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

造成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也都不尽相同，具体来

说，可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推论：

（一）主要结论

1. 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

效应，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于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大，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设。

2. 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省整体

数据，还是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

区，以及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来看，人口城

市化（purb）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结果都在0.01的
水平上显著，同时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

关关系，而且回归结果最大。

3. 从空间城市化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省整体

数据，还是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

区，以及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来看，空间城

市化（surb）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结果都显著，同

时空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呈现了正相关关系。

4. 从技术溢出的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省整体数

据，还是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以及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来看，技术溢出

（lv）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结果都显著，同时技术

溢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5. 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技术溢出对于经

济增长的直接效用都超过了间接效用，可知发展城

市化和提高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溢出能够直接促

进经济的增长。

（二）政策建议

1. 在“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指导下，发达地区

的城市化发展和促进技术进步引领的技术溢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大，因此应进一步发挥发达地区

的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同时通过上述实证发

现，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最为明显。只有人口向城市集中才能够带来城市化

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从而进一步带来经

济增长。但是发达地区像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区都

面临着人口制约因素，即户籍因素，只有打破户籍限

制，才能使这些发达城市的人口流动更加有效。大城

市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本身就对人才具有一定的

吸引力，由于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生活设施非常便

利，对于人才向该地区的流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

由于一些制度壁垒使得很多人无法真正留在这些城

市。所以，由户籍制度造成的“浅度城市化”现象必须

引起重视，如何打破这些制度壁垒和存在的人口问

题更需要政策制定者深思。

2. 空间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发展建成区的过

程中，城市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对于房

地产领域的投资将使得城市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这些资本虽然可能并非用于消费，没有形成对消费

的有效推动，但是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充

足的资本，同时也为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优越的外

变量名称

purb

surb

lv

erc

sc

lc

lw

Constant

Observations
Number of company

R-squared

东部地区

lgdp
1.755∗∗∗
（0.464）
1.325∗∗∗
（0.243）
0.559∗∗∗

（0.0146）
6.273∗∗∗
（1.113）
6.044∗∗∗
（1.171）
0.678∗∗∗
（0.104）
0.711∗∗∗
（0.104）
-2.489∗∗∗
（0.790）

66
11

0.984

中部地区

lgdp
1.594∗∗∗
（1.093）
1.118∗∗∗
（0.139）
0.694∗∗∗

（0.0168）
3.699∗∗∗
（0.719）
2.851∗∗∗
（0.789）
0.617∗∗∗
（0.114）
0.443∗∗

（0.186）
-1.351∗∗∗
（1.056）

60
10

0.979

西部地区

lgdp
0.462∗∗∗
（0.515）
0.181∗∗

（0.139）
0.219∗

（0.0152）
1.783∗∗∗
（0.429）
0.532∗

（0.593）
0.260∗∗

（0.111）
0.499∗∗∗
（0.118）
-1.390∗∗∗
（0.478）

60
10

0.990

表 5 东、中、西部地区空间面板计量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 0.01、0.05和 0.1的显著性水
平；（）内的数值表示变量的标准误。根据2015年《中国统
计年鉴》，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和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本文把
辽宁作为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作为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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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因此，城市决策者不能忽略空间城市化过程

中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潜在因素。对此，要进

行有效的政府干预，切实做好城市发展规划，保证既

能满足当前城市化承载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

要，又能避免城市发展速度与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

发生脱节。

3. 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成为经济主要的增长

源泉。因此，我国政府应增加资金以加大技术创新的

扶持力度，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带地区更需

要做好资金调配，在保障资金的前提下，发挥“一带

一路”的经济带地区城市的技术创新带头作用。应该

继续发展和创新技术并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溢

出才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城市发展

和经济增长保驾护航，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有目标、

有步骤地发展适应当前国情的新技术。同时，也应该

保护好我们的技术专利，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专利

保护政策，维护好创造新技术的单位、企业和个人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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