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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综述与展望

倪鹏飞　张洋子　曹清峰

摘 要　针对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问题，作者首先从城市竞争力的
内部构成和外在表现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城市竞争力的内在构成主要

体现为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状况，外在表现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与生产

率。随后，从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梳理了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

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就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进

行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了房价通过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

生产要素等单个途径对城市竞争力产生的影响，但在具体的影响方向上存在

分歧，也没有涉及多重影响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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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城市在人类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的预期目标，２０３０年中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将达到７０％。中国城市在住房、基础设施、基本服务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将日
益严峻。交通条件的改善、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在不

断缩短，城市间的联系正变得日益紧密、相互间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也加剧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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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要素、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对一个城市而言，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实现城

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培育城市竞争力十分关键。

住房部门作为城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房价与城市竞争力存在紧密的关系。

一般而言，竞争力强的城市往往会吸引更多要素与产业的流入，其房价也会更高。但

不可忽视的是，住房作为一种资本品所具有的投资属性，使得房价的变动往往会独立

于城市竞争力所决定的城市基本面，在这种情况下，房价波动就会对城市竞争力产生

反作用。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房价高企，增加了居民的住房负

担，影响了企业的盈利和生存，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

负面影响。从理论上看，一方面，高房价影响城市中居民的生活成本，进而影响居民

在城市中生活的效用水平，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影响到城市中企业可获得的人力

资本数量；另一方面，房价影响城市中企业的投资决策，高房价带来的过高房地产投

资比重往往会降低企业生产率，不利于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并挤出企业在研发、技

术创新等方面的投资。

现实中，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从国内外经验来看，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的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房价泡沫破裂后房价的迅速下降通过金融体系对城市发

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温州房价的暴涨与暴跌都严重损害了其城市竞

争力；美国的硅谷、中国的深圳等科技创新型城市近年来过高的房价也阻碍了其科技

创新人才的集聚，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综上所述，目前非常有必要从理论、实

证以及政策上，深入研究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这对我国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竞争力的构成与表现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城市竞争力的内涵界定不清楚，那么也无法

进一步探讨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为了能够对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做出清晰且具有

较强一般性的界定，本文从内在构成与外在表现两个维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内涵进行重

构与阐释。

（一）城市竞争力的内在构成

现有研究基本认为，城市竞争力的内涵最终体现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

（Ｂｅｇｇ，１９９９；ＢｕｄｄａｎｄＨｉｒｍｉｓ，２００４）。城市价值的创造离不开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
的支持。因此，现有研究分别从城市要素禀赋、产业发展状况两方面来分析城市竞争

力的内在构成。

第一，要素禀赋方面。Ｗｅｂｓｔｅｒ和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０）认为内外地理位置、基础设施、
自然环境和城市形象等相对固定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城市竞争力的禀赋基础。郝寿义和

倪鹏飞 （１９９８）认为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主要反映了城市中各种要素提高城市经济效
益的能力；城市的科技进步状况，资源优劣势，能源、交通、通信、给排水等城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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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要素的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的生产能力。从长期来看，人口

的规模和素质同样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Ｍａｒｋｋｕ和 Ｌｉｎｎａｍａａ（１９９８）等的
研究，把人口规模作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Ｗａｌｄｏｒｆ（２００９）、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６）等则强调高素质人才集聚本身就意味着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的产生和
创造。

第二，产业发展方面。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在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著名

的 “钻石”模型，他认为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决定于企业在当地所处的竞

争环境，即产业内同类产品竞争所具有的优势。Ｋｒｅｓｌ和 Ｂａｌｗａｎｔ（１９９５）认为一
个有竞争力的城市应当具有产业竞争优势，具有为居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Ｌｅｖｅｒ和 Ｔｕｒｏｋ（１９９９）认为竞争力是指城市能够生产区域、国家和世界市
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创造高收入和高就业，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Ｍａｒｔｉｎ和 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在 Ｐｏｒｔｅｒ的研究基础上，强调了产业结构、产出能力对
城市竞争力的影响，认为城市中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潜力等因素将影响并决

定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综合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竞争力内在构成的文献本质上是围绕着竞争力的成本收

益进行研究的。一个城市的要素决定产业，产业决定价值。正如倪鹏飞等 （２０１６）
指出，不同城市在主体素质和要素环境方面禀赋不同、成本有异，接近和利用城市外

部的要素环境距离和成本也有所不同。在开放经济体系下，要素成本不同所引起的城

市间比较优势差异，会导致城市区域间的产业差异和分工。因此，对应的城市产业体

系的规模、层次、结构和效率不同，进而城市的竞争力也存在差异。

（二）城市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关于城市竞争力的外在表现，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定义，但总的来看，城

市竞争力在微观上体现为短期内企业占有更大市场规模的能力，在宏观上则体现为长

期中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从市场规模来看。Ｄｅａｓ和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２００１）强调城市竞争力取决于市场
的规模和增长，争夺和吸引市场占有率更高的企业是城市竞争力的集中表现，而城市

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贸易与竞争所积累的历史结果的影响。Ｗｅｂｓｔｅｒ和
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０）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能够生产和销售比其他城市更好的商品
和服务、占有市场、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能力。Ｓｔｏｒｐｅｒ（１９９７）则从企业竞争
“优胜劣汰”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竞争力外在表现为城市企业在有限资源配置

下所具备的获得市场份额的能力。

第二，从经济增长来看。Ｋｉｔｓｏｎ（２００５）指出城市竞争力并不仅表现为短期内对
资源与市场份额的竞争，还应表现为经济的长期繁荣。但是关于城市经济长期繁荣的

动力，存在不同的解释。一方面，Ｍａｒｔｉｎ和 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Ｄｅａｓ和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２００１）等学者认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出口专业化带来地方产出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
是促进城市竞争力长期繁荣的动力来源。另一方面，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提出内生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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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广泛应用在各国家和城市竞争力比较的研

究当中。

第三，从生产率来看。Ｋｒｅｓｌ和Ｂａｌｗａｎｔ（１９９５）的研究认为从生产率的角度对城
市竞争力的外在表现进行衡量，认为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一

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则生产产品和服务、创造和提供高收入工作机会的能力也

相对较高。Ｗｅｂｓｔｅｒ和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０）同样认为生产率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倪鹏飞等 （２０１７）在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中使用的评
价体系，以地均ＧＤＰ等指标衡量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同样体现了单位空间
上的经济收益是城市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城市竞争力外在表现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竞争力的产出和绩效

展开的讨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认为，城市竞争力外在表现为一个城市在

合作、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更有效地争夺、占领、控制市场，维持经济长期繁荣，并

且更多、更快、更有效率地创造价值的能力。

三、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现有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大都将房价视为城市竞争力的结

果，尽管如此，现有理论研究中揭示的房价与城市经济中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反过

来为我们研究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城市经济学主要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在城市部门中引入住房部门，对房价进行了研

究。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在其经典的城市体系模型中，构建了包含可贸易的工业产品
与不可贸易的住房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城市规模的问题。但在其模型中并没

有明确区分住房部门与其他不可贸易部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的
模型在一个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了住房部门，该模型在城市间居民可以自由流动

的条件下，分析了居民在不同城市间收入、城市便利性和住房成本之间的取舍。该

理论框架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城市设施差异会资本化到城市房价中，而房价高低会

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途径影响工资水平，这为我们将城市住房市场与劳动力联系

起来，进而分析房价通过收入途径影响城市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基础。注意到，上述

模型都是在同质经济主体假设下进行了研究，如果考虑城市间劳动力的异质性，此

时房价会与异质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层联系在一起。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２００１）在其城
市体系模型中考虑了地租因素，指出因为劳动的异质性产生城市异质性，高生产效

率的劳动者集中于高工资的城市，低生产效率的劳动者集中于低工资的城市，因而

城市也会按照劳动质量高低形成阶梯形式城市体系。Ｄａｖｉｓ和Ｄｉｎｇｅｌ（２０１４）在关于
美国城市之间比较优势的研究中也考虑了住房因素，发现大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比

例更高，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注意到，上述基于考虑异质性的城市

６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体系模型尽管只是在模型中引入了房价因素，没有明确探讨房价对其他因素的影

响。但是，在考虑房价外生变动的情形下，上述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房价通过影

响不同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分层形成城市间的生产率差异，进而影响城市竞争力

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角度对房价进行了研究。Ｄｉｘｉｔ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提出了ＤＳ模型，是建立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
在此框架内提出了 “核心－边缘”模型 （即 ＣＰ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
究领域。模型中存在两种作用力，一种是以规模报酬递增为代表的聚集力；一种是以

冰山成本为代表的分散力，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集聚和分散两种力量的作用。随

后，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８）在Ｋｒｕｇｍａｎ提出的 ＣＰ模型中引入了住房因素，探讨了劳动力
流动与房价、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在居民效用函数中，用住房部门代替了 ＣＰ模
型中的农业部门，居民收入则表示为工资收入和住房投资收入两部分。通过建立两城

市居民的相对效用水平与两城市间相对人口比例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发现：当替代弹

性系数与住房支出份额之乘积大于１时，差异化产品不足够丰富，住房支出份额却
较高，居民会选择从大城市迁移到小城市。反之，当替代弹性系数与住房支出份额

之乘积小于１时，居民的集聚会使一个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与 Ｈｅｌｐｍａｎ的思路不
同，Ｔａｂｕｃｈｉ（１９９８）通过在Ｋｒｕｇｍａｎ的ＣＰ模型中结合了 Ａｌｏｎｓｏ（１９６４）的单中心
城市模型结构来引入住房部门，通过一般均衡分析讨论城市集聚的经济效益和负外

部性，以及运输成本降低对城市规模的聚集和扩散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Ｔａｂｕｃｈｉ
和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等。国内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高波等 （２０１２），在 Ｈｅｌｐｍａｎ的模
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根据长期均衡时对应的区位选择条件，构造相对效用函数，并

通过泰勒展开最终得到均衡条件，发现由消费者效用决定的相对就业与相对房价之

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联。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为我们将住房部门与集聚

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而探讨房价通过影响产业集聚的途径来影响城市竞争力提供了

理论依据。

四、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

目前直接研究房价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文献较少，但如果打开城市竞争力构成的

黑箱，综合城市竞争力的内在构成与外在表现，可以发现，在作用机制上，房价分别

从影响城市产出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率三条路径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关

键要素产生了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关于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方向仍然存在争

论。下面分别对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的文献进行梳理。

（一）房价对城市产出 （经济增长）的影响

Ｂｅｇｇ（１９９９）以及 ＤＡｒｃｙ和 Ｋｅｏｇｈ（１９９９）研究强调房价对城市竞争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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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房价的高低可以影响居民的生活成本以及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影响

市场中可以容纳的企业的数量，是决定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房价

可以通过影响城市中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来影响城市产出。传统观点认为，房价通

过信贷的收缩和扩张对家庭和企业投资产生影响。当房价上涨时，作为经济中主

要抵押物的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升，这意味着家庭和企业拥有的净资产增加，家

庭和企业可以利用房地产抵押获得更多贷款，从而导致投资增加 （Ｃｈａｎ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除此之外，由于房地产抵押价值上升会改善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银
行因此愿意投放更多贷款，从而刺激企业贷款投资，形成房价和信贷互相推动的

作用机制 （黄忠华等，２００９）。反之，当房价下降时，由于家庭和企业借贷者的
净资产减少，获得的信贷减少，银行倾向于收紧信贷，导致投资规模缩小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然而，传统研究仅从房地产抵押信贷局部均衡的视角进行研究，难以解释家庭和

企业总投资随房价的变动。Ｔｉｎｇ等 （２０１６）指出在挤出效应和投机效应的共同作用
下，房价上涨会促使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与其经营活动不相关的房地产部门，造成投

资结构失衡，从而对城市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罗知和张川川 （２０１５）也发现国
有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取信贷资金，并大量用于房地产投资，是导致信贷扩张背景下制

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房地产投资对制造业投资的挤出是房地产投资影

响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渠道之一。

（二）房价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房价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但不同研究的

结论差异较大。支持的观点认为房价上升通过人口与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

级。Ｂｌａｃｋａｂｙ和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２）使用１９７２～１９８８年英国的样本构建两方程误差修正
模型，针对房价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价的上升会通过需求和成本的

关联效应，促进区域内高端产业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增加。高波等 （２０１２）对中国的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城市房价差异会导致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促使城

市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实现产业升级。

反对的观点认为，高房价未必能够导致人口与产业转移，Ｓａｉｚ（２００７）对美国大
都市区的研究表明，住房成本对移民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移民更重视移入区域的生

活便利设施和社会网络。同时，高房价也未必持续地对高端产业具有吸引作用。

Ｊｅａｎｔｙ等 （２０１０）以密歇根州为例研究了房价和人口迁移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
指出房价的上涨带来的生活和生产成本压力可能会迫使高端劳动力和产业从本城市迁

入与之相邻的城市。此外，即使高房价能够导致城市的低端产业迁出，也可能使得城

市产业出现空洞化。Ｂｒａｋｍａｎ等 （２００４）通过对德国的研究发现，东德与西德之间房
价的差异使大量制造业从西德向原东德地区转移。范剑勇和邵挺 （２０１１）基于中国
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以２００４年为转折点，伴随着近年来我国沿海地
区或大型城市房价水平的上升，许多制造业企业由于难以承受高房价带来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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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难于在本地区扎根，进而扩散到周边地区或中小城市。这意味着房价对城市产

业结构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三）房价对生产要素的影响

第一，房价通过影响作为竞争力重要因素的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竞争能力，具

体反映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上。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和 Ｐｅｒｉ（２００７）对美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城市
数据分析表明，房价和平均工资在不同技能劳动力组当中均呈现强正相关关系。

Ｂｒａｋｍａｎ等 （２００４）的研究也证明由地价带动的房价上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居民收入上涨。与之相反，Ｓüｄｅｋｕｍ（２００６）构建了一个引入住房部门的 “核心 －
边缘”模型，由于住房成本的地区差异，更高的生活费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

因此在核心区域，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前提下，房价水平越高，实际工资越低。但

是，该模型并未区分房价对于持有房产居民和未购房居民在生活成本上的不同影

响。Ｍｉｌｌｅｒ等 （２０１１）较好地对 Ｓüｄｅｋｕｍ的研究做出补充，通过对美国３７９个城市
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上涨总体上对城市居民的挤出作用大于财富效应，因而表现为

较强的分散力。

第二，房价通过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城市竞争力。Ｍｏｒｏ和 Ｎｕｏ
（２０１２）分析了１９９７年之后美国等四个国家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
现二者在美国和德国存在严重背离，而在英国和西班牙关系不明显。陈斌开等

（２０１５）通过对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与梁云芳等 （２００６）等提出的 “以高

房价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论断不同，指出高房价虽然可以促进城市房地产业的

发展，但会阻碍其他行业的发展 （一般均衡效应），并证明高房价导致的企业利润

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倒挂”机制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陈斌开等 （２０１５）
进一步发现，当房价上涨１％时，资源再配置效率下降００６２％，全要素生产率下
降００４５％。

第三，房价通过影响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竞争力。主要体现为高房价诱使

企业的投资重心发生转移，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Ｍｉａｏ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从科技创
新的研发投入角度，建立了包含两个生产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企业受资

产泡沫的吸引，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有泡沫的生产部门 （如房地产业），提供了

“房价上涨抑制企业创新”的证据。类似地，王文春和荣昭 （２０１４）的研究也发
现，工业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业，会对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企业研发和科

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房价上涨越快，企业的创新倾向越弱、研发投入

越少。

（四）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方向

现有关于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大多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了房价对城市竞争

力的某一关键要素是否存在单一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但是，综合来看，房价对城市竞

争力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复杂的多重影响。周京奎 （２００６）对纽
约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发现纽约城市发展状况对房地产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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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房地产业发展又对增强城市竞争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

而，马继煜 （２０１６）发现，近年来纽约持续高涨的房价水平，引发了严重的人口迁
出问题，纽约州的纳税人正在纷纷 “逃离”纽约。倪鹏飞等 （２０１７）关于匹兹堡的
研究则表明，房价过低并不足以吸引产业和人才，文化、教育、娱乐、环境等提高居

民生活品质的因素显然更加重要。

正如倪鹏飞等 （２０１７）的观点，过低或过高的房价均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过低的房价不利于挤出低端产业，过高的房价则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要素和产业流

出，甚至导致产业空洞化和房地产泡沫；房价只有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才有助于城市竞

争力的提高。沈悦和刘洪玉 （２００４）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年度哑变量等分析
方法，发现近年来我国住宅价格上涨更多地得到了人们非理性的投机和炒作行为的支

持，过度上涨并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持的住宅价格会阻碍城市经济发展。张莉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表明，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动同时存在拉力作用和阻力作用，即在一定
条件下，房价上涨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先吸引后抑制的倒Ｕ型驱动，当房价较低时，
其上升的拉力作用占主导，促进劳动力流入；当房价较高时，不确定性引起的阻力作

用增强成为主导力量。但是，目前考虑房价对城市竞争力多重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并

未对房价的合理区间问题展开充分的研究。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梳理清楚了城市竞争力的架构，发现其内在构成主

要体现为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状况，外在表现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第

二，就房价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只关

注了房价通过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生产要素等单个途径对城市竞争力产生的

显著影响。但是，在具体的影响方向上也存在分歧，也没有涉及多重影响关系的研

究。这也是未来潜在而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答。一是房价与城市竞争力关

系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现有研究尚未给出一个完善的理论分析。二是如何识别出

房价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现实中房价与城市竞争力是相互影响的，这会导致在

实证研究中面临严重的由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此时常用的计量回归

方法的估计结果都是有偏的，因此必须在实证技术上进行改进。三是在识别出房

价与竞争力的非线性关系后，如何进一步得到房价关于城市竞争力的合理区间？

只有确定出每个城市房价所处的具体区间，才能得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在理论建模、实证数据搜集以及实证研究方法上进行

改进和创新。首先，在理论分析中，要充分考虑住房作为一种空间商品所具有的

消费品与资本品双重属性，现有关于房价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往往只强调了

住房某一属性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此，将住房的消费品与投资品属性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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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综合考虑住房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来研究房价对城市竞争

力的影响，是理论建模的重要改进方向。其次，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要结合大

数据等方法来构造更可靠的样本，同时为实证研究提供更多可靠的工具变量；另

一方面在检验房价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时，要充分利用我国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形

成的众多拟自然试验机会，例如各种类型的住房限购政策等，采用双重差分、倾

向得分匹配以及断点回归等政策评估方法，进行更可靠的因果效应估计，以减弱

或者避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要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证

研究结果，利用校准以及模拟的方法来确定房价的合理区间，进而形成差异化、

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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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１９９１（２），ｐｐ２０５－２４７
Ｂｌａｃｋａｂｙ，ＤＨ ａｎｄ ＤＮ Ｍ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５４（４），ｐｐ４８１－５０１
Ｂｒａｋｍａｎ，Ｓ，ＨＧａｒｒｅｔｓｅｎａｎｄＭＳｃｈｒａｍｍ（２００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ｇ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ＨｅｌｐｍａｎＨａｎｓ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４（３），ｐｐ４３７－４６６
Ｂｕｄｄ，ＬａｎｄＡＨｉｒｍｉｓ（２００４），“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８（９），ｐｐ１０１５－１０２８
Ｃｈａｎｅｙ，Ｔ，ＤＳｒａｅｒａｎｄＤＴｈｅｓｍａｒ（２０１２），“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Ｈｏｗ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Ｓｈｏｃｋｓ

Ａｆｆｅｃ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２（６），ｐｐ２３８１－２４０９
Ｄａｖｉｓ，ＲａｎｄＪＤｉｎｇｅｌ（２０１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ｂｅｒｏｒｇ／ｃｏｎｆｅｒ／２０１３／ＳＩ２０１３／ＩＴＩ／Ｄａｖｉｓ＿Ｄｉｎｇｅｌｐｄｆ［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ＤＡｒｃｙ，ＥａｎｄＧＫｅｏｇｈ（１９９９），“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６（５），ｐｐ９１７－９２８
Ｄｅａｓ，ＩａｎｄＢ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２００１），“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Ｍａｊ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３３（８），ｐｐ１４１１－１４２９
Ｄｉｘｉｔ，ＡＫａｎｄＪ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７），“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３），ｐｐ２９７－３０８
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Ｇ，ＭＥＫａｈｎａｎｄＲＡｒｎｏ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ｔ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Ｗｈａｒｔ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ｐｐ１－６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Ｖ（１９７４），“Ｔｈｅ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４），

ｐｐ６４０－６５６
Ｈｅｌｐｍａｎ，Ｅ（１９９８），“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Ｐｉｎｅｓ，Ｄ，Ｅ．ＳａｄｋａａｎｄＩＺｉｌｃｈａ（ｅｄｓ），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３３－５４．
Ｊｅａｎｔｙ，ＰＷ，Ｍ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ＥＩｒｗｉｎ（２０１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０（５），ｐｐ３４３－３５２

Ｋｉｔｓｏｎ，Ｍ（２００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９（６），
ｐｐ８２７－８３５

Ｋｒｅｓｌ，ＰＫａｎｄＳＢａｌｗａｎｔ（１９９５），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ＯＥＣＤ，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９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９（３），ｐｐ４８３－４９９

Ｌｕｃａｓ，Ｒ（１９８８），“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２（１），ｐｐ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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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ｒ，ＷＦａｎｄＩＴｕｒｏｋ（１９９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６（３６），ｐｐ７９１－７９３

Ｍａｒｋｋｕ，ＳａｎｄＲＬｉｎｎａｍａａ（１９９８），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ｏ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ａｍｐｅｒｅａｎｄＯｕｌｕ，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

Ｍａｒｔｉｎ，ＲａｎｄＪＳｉｍｍｉｅ（２００８），“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Ｄｏｅｓ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Ｍａｔｔｅｒ？”，Ｒｅｖｕ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ＥｔＵｒｂａｉｎｅ，１０（３），ｐｐ３３３－３５１

Ｍｉａｏ，Ｊ ａｎｄＰ Ｗａｎｇ（２０１１），“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Ｂｕｂｂｌｅ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４１７５３４３８＿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Ｂｕｂｂｌｅ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２０１７－１１－
２９］．

Ｍｉｌｌｅｒ，Ｎ，ＬＰｅｎｇａｎｄＭＳｋｌａｒｚ（２０１１）， “Ｈｏｕｓ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２（４），ｐｐ５２２－５４１

Ｍｏｒｏ，ＡａｎｄＧＮｕｏ（２０１２），“ＤｏｅｓＴＦＰＤｒｉｖ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ＡＧｒｏｗｔ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ｏｒ
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１５（２），ｐｐ２２１－２２４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ＧＩＰａｎｄＧＰｅｒｉ（２００７），“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ＵＳＷａ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ｎｔｓ：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３９（４），１０７－１４６

Ｐｏｒｔｅｒ，Ｍ（１９９０）， “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１
（１），ｐｐ４２７

Ｒｏｂａｃｋ，Ｊ（１９８２），“Ｗａｇｅｓ，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０
（６），ｐｐ１２５７－１２７８

Ｓａｉｚ，Ａ（２００７），“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ｅｎｔ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１（２），ｐｐ３４５－３７１

Ｓｈａｐｉｒｏ，ＪＭ（２００６）， “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８８（２），ｐｐ３２４－３３５

Ｓｔｏｒｐｅｒ，Ｍ（１９９７），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Ｓüｄｅｋｕｍ，Ｊ（２００６），“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ｔｓ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６（３），ｐｐ５２９－５４３

Ｔａｂｕｃｈｉ，Ｔ（１９９８），“Ｕｒｂａ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ｌｏｎｓｏａｎ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４（３），ｐｐ３３３－３５１

Ｔａｂｕｃｈｉ，ＴａｎｄＪＦ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Ｔａｓｔ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Ｌａｂｏｒ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９（１），ｐｐ１５５－１７７

Ｔｉｎｇ，Ｃ，ＸＬａｕｒａ，ＸＷｅｉａｎｄＺＬｉ（２０１６）， “Ｔｈ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ｃｆｒｃｐｂｃｓ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Ｐｕｂｌｉｃ／Ｕｐｌｏａｄｓ／ｐａｐｅｒ／ｄａｙ＿１６０３１６／２０１６０３１６１０５４４８２６２ｐｄｆ［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Ｗａｌｄｏｒｆ，ＢＳ（２００９），“Ｉ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ｅｌ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ｏｖ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ａｙｅｒｓ”，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３（２），ｐｐ３２３－３４４

Ｗｅｂｓｔｅｒ，ＤａｎｄＬ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０），“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ｏａ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ｈｔｔｐ：／／ｈｄｒｎｅｔｏｒｇ／２８６／１／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ｅｂｓｔｅｒ＿Ｕｒｂａｎｐｄｆ［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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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Ｎ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１，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ｚｉ２，３，Ｃ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４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８，
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ａＥｖｅｒｂｒ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３，
Ｃｈｉｎａ；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Ｍｏｂｉ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
Ｃｈｉｎａ；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２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ｉｔｓｏｒｔｓｏｕｔ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ｙ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ｓｏｎ
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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