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聚外部性与
城市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研究

叶素云

摘 要　 集聚外部性与企业生产率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作者采

用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 检验不同类型集聚外部性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首先使用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介绍的方法

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然后利用固定效应

回归估计集聚外部性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１） 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益

于马歇尔外部性、 雅各布斯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 并且后两者发挥的作用

更大； （２） 轻纺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到马歇尔外部性的正影响，
而食品工业、 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则反之； （３） 与其他行业不同，
技术密集型和高垄断行业企业 ＴＦＰ 并未受到当地本行业和当地其他行业集

聚外部性的影响。 但是， 不同类型行业企业均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和同行企

业竞争中获得了 ＴＦＰ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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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集聚外部性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 然而， 增长理论对集聚

外部性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国家层面， 城市经济学家更关心集聚外部性在城市层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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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效应。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 指出， 集聚外部性是相同或不同行业企业

彼此接近后产生的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 不同

类型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行业差异性是已有研究的薄弱

环节， 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期望揭示出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规律， 并

为地方政府选择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从现有文献看， 集聚外部性具有马歇尔外部性、 雅各布斯外部性、 波特外部性

三种代表性类型： 第一， 马歇尔外部性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由同行企业在地

理上的集中所引起， 与企业生产率有密切关系。 正如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 所强调， 同行

企业地理上的集中有利于企业家或工人更顺畅地交流， 便于知识溢出或技术扩散；
大量同业工人的存在又会减少劳动力搜寻成本； 此外， 同行企业地理集中有利于企

业在较近的距离内利用产业链上下游或关联配套关系实现就近配套， 从而节省运输

成本。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２００９） 形象地将这三种便利概括为知识流动成本、 劳动力流动成本

和货物运输成本的节约。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提出， 共享、 匹配和学习这三种

机制构成了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马歇尔外部性均可通过上述任何一种便利发挥作

用。 总之， 理论上马歇尔外部性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 进而提

高企业生产率。 第二， 雅各布斯外部性 （Ｊａｃｏｂ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它由不同行业的企业

集中所引起。 与马歇尔外部性不同， 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 强调产业多元化的好处， 认为知

识溢出更可能发生在地理上相互临近的不同行业企业之间， 这样的集聚有利于新思

想、 新观念的产生， 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增长， 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实际上， Ｊａｃｏｂｓ 强调的知识溢出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 有所不同， 前者是指新的思想或

创意， 它通常产生于不同行业微观主体间的思想碰撞， 而后者通常指同一行业内部

的技术扩散或经验交流。 对于雅各布斯外部性是否存在， 早期许多学者都是通过案

例研究方式进行检验， 而 Ｎｅｆｆｋｅ 和 Ｂｏｓｃｈｍａ （ ２０１１ ）、 Ｂｏｓｃｈｍａ 等 人 （ ２０１３ ）、
Ｄｅｌｇａｄｏ 等人 （２０１２） 则是采取绘制集群演化地图的研究方式证实了地理上相互临近

的专业化集群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产业联系， 从而验证了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存在。
第三， 波特外部性 （Ｐｏｒｔ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它缘于区域内企业间相互竞争导致的创新

和知识溢出 （Ｋｅｔｅｌｓ， ２０１３）。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８） 指出， 同行企业集中将带来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效应客观上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 从而占

据市场竞争优势。 但是， 也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形， 如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人 （１９９２） 指出， 在

不完全产权保护下， 竞争反而有可能削弱企业的创新意愿， 进而降低其生产率水平。
虽然集聚经济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相关的经验研究却显得相对滞

后。 在经验研究中， 学者们难以对不同类型的集聚外部性分别进行度量并考察其对

产业发展的影响。 此前许多研究已做了有益的尝试， 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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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利用 １９７２ 年 ～ １９９２ 年美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 发现马歇尔外

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 高新技术行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到马歇尔外部性而非雅各

布斯外部性的正向影响， 机械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则不受上述两种外部性的影响。 Ｄｅｋｌｅ
（２００２） 使用日本行业加总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 （２０１１） 发

现， 马歇尔外部性对法国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具有短期效应， 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作用

则不明显。 与此不同的是，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人 （１９９２） 使用行业加总数据的研究发现， 雅

各布斯外部性促进了美国城市的就业增长， 相反， 马歇尔外部性并不发挥作用。
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等人 （２０１４） 利用意大利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 对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

布斯外部性， 只有当它们达到一定门槛时才会对企业 ＴＦＰ 产生正向影响； 而波特外

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随着外部性的增强而减弱。 不难发现， 对于哪种类型外

部性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 国外学者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或结论。 近年

来， 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集聚经济问题， 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

类是使用密度经济代表集聚经济。 如范剑勇 （２００６） 用 ２００４ 年城市层面数据研究非

农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约为

８ ８％ ， 高于欧美国家 ５％左右的水平； 陈良文等 （２００８） 对 ２００４ 年北京市经济普查

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发现单位面积产出与就业率越高， 企业劳动生产率也越高。 第

二类是考察各种集聚外部性对产业增长或生产率的影响。 薄文广 （２００７）， 范剑勇、
石灵云 （２００９） 都使用了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 前者考察了集聚经济对产业增长

的影响， 后者则检验了产业集聚外部性 （包括产业内集聚和关联产业集聚） 对地区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不过他们所选择的空间尺度过大， 可能并不适用于研究以城市

或更小空间单元为空间尺度的集聚外部性问题。 范剑勇等 （２０１４） 在研究通信设备、
计算机与其他电子设备企业所受到的集聚外部性影响时， 又将研究的空间尺度降低

到县级行政单位。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３） 使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 检验城市产业

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 发现对于城市制造业而言， 短期内集聚

效应 （专业化和多元化） 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而长期集聚效应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

具有正向影响。 利用微观数据检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文献较少。 傅十

和、 洪俊杰 （２００８） 使用 ２００４ 年制造业普查截面数据， 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在

不同规模城市所受到的马歇尔外部性或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张海峰、
姚先国 （２０１０） 利用 ２００４ 年浙江省经济普查数据， 用县级单元单位土地面积聚集的

同行业和其他行业企业数量分别代表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 计量检验发

现， 企业劳动生产率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 而马歇尔外部性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没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研究来看， 多数研究并未关注各类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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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 特别是这种差异与行业的经营范围、 要素投入结构和市场结

构等特征是否有关， 这正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本文首先对集聚外部性进行了比较清晰的分类， 并设定相应的度量指标， 将集

聚外部性划分为马歇尔外部性、 波特外部性以及雅各布斯外部性； 然后利用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企业层面数据， 研究了不同类型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这对既

有文献构成了有益补充， 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类型行业中， 企业 ＴＦＰ 所受到的各类

集聚外部性的影响， 以揭示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

二、 模型、 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两步法估计模型检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第一步是使用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介绍的方法估计企业生产函数， 并测算企业 ＴＦＰ， 第二步是检

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一） 两步法估计模型

第一步， 假设企业生产函数服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则对于 ｔ时期的 ｉ企业，
有：

Ｙｉｔ ＝ ＡｉｔＫβｋ
ｉｔ Ｌβｌ

ｉｔ （１）

其中 Ｙ 表示企业工业增加值、 Ｋ 为企业固定资本存量、 Ｌ 为企业从业人员数， βｋ 和

βｌ 分别为 Ｋ 和 Ｌ 的份额。 本文利用下文介绍的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的方法测算企

业 ＴＦＰ， 以其作为衡量企业生产率的指标。①

第二步， 关于企业 ＴＦＰ 的决定因素， 已取得共识的重要变量总体上可以归为两

类： 一类是企业自身特征， 比如企业年龄、 人力资本、 所有制结构和出口特征等；
另一类是反映企业所处地区的集聚外部性、 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环境变量， 因此

可构建模型如下：

ｌｎＴＦＰｉｔ ＝ Ｘβ ＋ Ｘ′γ ＋ φｃｔ ＋ θｓｔ ＋ ｈｉｔ ＋ εｉｔ （２）

Ｘ 表示企业所处环境的变量集合， 指产业集聚外部性， 包括来源于本行业产业集

聚的外部性和来源于其他行业产业集聚的外部性。 Ｘ′ 表示其他可观测的影响企业 ＴＦＰ
的变量 （如企业年龄、 所有制类型等）， φｃｔ 、 θｓｔ 和 ｈｉｔ 分别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
行业效应或企业层面特征， ε 为随机扰动项， 下标 ｉ、 ｃ、 ｓ 分别表示企业、 城市、 行

业， ｔ 为时间下标， β 、 γ 为待估系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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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未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本文 ＴＦＰ 均为对数形式 （即 ｌｎ ＴＦＰ）。



将 （２） 式的集聚外部性变量集合 Ｘ 展开。 为了保证模型可估计， 需进一步假设

不可观测的企业特性 ｈｉｔ 不随时间改变，① 模型 （２） 可变为：

ｌｎＴＦＰｉｔ ＝ β０ ＋ β１Ｌｏｃｉｔ ＋ β２Ｕｒｂｉｔ ＋ β３Ｄｉｖｉｔ ＋ β４Ｃｏｍｐｉｔ ＋ Ｘ′γ ＋ φｃｔ ＋ θｓｔ ＋ ｈｉ ＋ εｉｔ （３）

计量模型 （３） 中的 Ｌｏｃ、 Ｕｒｂ、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都是产业集聚外部性相关变量。 马歇

尔外部性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发生的， 用 Ｌｏｃ 表示， 代表本地同一行业企业集中带来的

专业化； 波特外部性是指同一行业内的企业竞争效应， 用 Ｃｏｍｐ 来表示； 雅各布斯外

部性由不同行业间产业集聚引起， 使用 Ｕｒｂ 和 Ｄｉｖ 分别表示本地其他行业的产业规模

和产业多元化， 各类指标具体划分见图 １。

图 １　 集聚外部性分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国内外文献综合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引入了 Ｕｒｂ 和 Ｄｉｖ 两个指标来描述源于本地其他行业产业集

聚所产生的外部性， 是因为来自行业间的外部性不但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业多元化

水平， 而且还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业规模， 前者代表了产业类别多元化， 后者则代

表城市化经济。 比如， 本地其他行业产业规模越大， 企业受益于其他行业知识溢出

的可能性越高； 不同行业间企业也存在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 并可能共享技能相近

的劳动力以及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技术扩散的机会， 而本地其他行业产业规模越大、
产业多元化程度越高， 企业从中获益的可能性将越高。 可见， 在考察集聚外部性对

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时， 本文对来自行业间的集聚外部性进行适当的区分是必要的。 实

际上， 上述分类与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 （２０１１）、 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等人 （２０１４） 的研究一致， 不过与

之不同的是， 本文假设计量模型 （３） 中的集聚外部性变量是外生变量， 这是因为企

业短期内调整区位并不容易， 而且任何一家企业作为经济中的微小个体， 短期内要

影响城市的产业集聚都较困难， 因此， 本文视集聚外部性变量为外生变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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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数研究还假定地区和行业效应不随时间改变， 这时 φｃｔ 和 θｓｔ 将退化为 φｃ 和 θｓ， 本文讨论了地区和行

业效应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三种类型集聚外部性并不必然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率有可

能受到以上各类集聚外部性的共同影响。 然而， 由于行业的技术特征不同， 不同类

型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差异， 如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柴志

贤、 黄祖辉 （２００８） 就发现各种集聚外部性对不同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 企业 ＴＦＰ 的测度

本文使用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的方法 （简称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方法） 估计企业 ＴＦＰ，
该方法旨在解决估计企业生产函数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倚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
这是因为现实中， 企业往往能观测到部分 ＴＦＰ， 并以此来调整要素投入，① 这使得企

业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扰动项相关， 同时， 企业样本还可能面临非随机性问题， 如

果利用非随机样本估计总体往往会出现偏差。 为此，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方法通过引入投资

作为企业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 从而消除联立性偏差， 同时， 在估计时纳

入企业生存概率函数来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差。 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 对式 （１） 的企业生产函数两边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 可得式 （４）：

ｙｉｔ ＝ βｋｋｉｔ ＋ βｌ ｌｉｔ ＋ ｕｉｔ （４）

式 （４） 中的 ｙ、 ｋ、 ｌ 分别对应式 （１） 中 Ｙ、 Ｋ 和 Ｌ 的对数。 生产率扰动项 ｕｉｔ 由

企业可观测的部分 （ ｉｔ ） 和不可观测的部分 （ εｉｔ ） 构成， 即 ｕｉｔ ＝ ｉｔ ＋ εｉｔ 。 由

于企业根据 调整投资从而导致 ｋｉｔ 与 ｉｔ 相关， 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 估计量将不满足一致性。②

假设企业投资是 和 ｋ 的函数， 即 ｔ时期企业的投资 ｉｉｔ ＝ ｉｉｔ（ ｉｔ，ｋｉｔ），在满足单

调性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求得反函数 ｉｔ ＝ （ｋｉｔ，ｉｉｔ） 。 再令 ψ（ｋ，ｉ） ＝ βｋｋ ＋ （ｋ，
ｉ）， 将其代入式 （４）， 得到：

ｙｉｔ ＝ βｌ ｌｉｔ ＋ ψｉｔ ＋ εｉｔ （５）

由于 ψ 是关于 ｋ 和 ｉ 的函数， 估计时可用 ｋ 和 ｉ 的多项式来拟合， 使用非线性最

小二乘法估计式 （５）， 便能获得 βｌ 的一致性估计量 β^ｌ 。
为估计资本系数 βｋ， 构建函数 Ｖｉｔ ＝ ｙｉｔ － β^ｌ ｌｉｔ， 然后使用非线性回归估计下式：

Ｖｉｔ ＝ βｋｋｉｔ ＋ ｇ（ψｉ，ｔ－１ － βｋｋｉ，ｔ－１） ＋ ε′ｉｔ （６）

其中 ｇ（·） 是包含 ψｉ，ｔ －１ 和 ｋｉ，ｔ －１ 的函数， 用 ψｉ，ｔ －１ 和 ｋｉ，ｔ －１ 的多项式拟合， 通过此步

骤可得到 βｋ 的一致性估计量 β^ｋ 。 最后利用 ｌｎＴＦＰ ＝ ｙｉｔ － β^ｋｋｉｔ － β^ｌ ｌｉｔ 求得企业 ＴＦＰ。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性问题，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方法事先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引入投资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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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主要指投资， 由于劳动契约或合同的约束， 短期内企业要调整工人数量较难， 而调整投资相对容易。
Ｍａｒｓｃｈａｋ 和 Ａｎｄｒｅｗｓ （１９４４） 很早就提出该问题。



的多项式用于拟合企业生存概率 ｐ^， 并将其纳入式 （６）， 得到式 （７）：

Ｖｉｔ ＝ βｋｋｉｔ ＋ ｇ（ψｉ，ｔ－１ － βｋｋｉ，ｔ－１，ｐ^ｔ－１） ＋ ε′ｉｔ （７）

式 （６） 的 ｇ（·） 将利用 ψｉ，ｔ －１ 、 ｋｉ，ｔ －１ 和 ｐ^ｔ －１ 的多项式来拟合， 这时即使在非随机

样本下， 仍能获得 βｋ 的一致估计， 对该方法的讨论可参见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Ｙａｓａｒ 和 Ｒａｃｉｂｏｒｓｋｉ （２００８） 等相关文献。

（三） 变量描述

首先， 估计企业生产函数的主要变量 （企业增加值、 企业年均从业人数） 均可

直接或间接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获得。① 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借鉴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的方法， 利用永续盘存法 Ｋ ｔ ＝ Ｋ ｔ －１ ＋ Ｉｔ － Ｄｔ 估算， 其中， 企业初始资

本存量使用企业首次出现在统计表格时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 Ｉｔ 为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 使用企业相临年份的固定资产原值差额计算， Ｄｔ 为企业折旧， 可从数据库直接获

得。 另外， 在使用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 方法时， 需要构建企业退出变量 （ｅｘｉｔ）， 该变量由企业

生存状态生成。
其次， 对于各类集聚外部性变量的构建主要借鉴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 （２０１１） 的研究。

行业内产业规模变量 （Ｌｏｃ）， 用企业所在城市同一行业从业人数扣除企业自身从业

人数表示。② 对于 ｉ 企业 （暂时省略时间下标）， 其所处城市行业内专业化指标为：

Ｌｏｃｉ，ｃ，ｓ ＝ ｌｎ（Ｅｃ，ｓ － Ｅｉ，ｃ，ｓ ＋ １） （８）

其中， Ｅ ｉ，ｃ，ｓ 表示 ｉ 企业的从业人数， Ｅｃ，ｓ 为 ｉ 企业所在城市 ｃ 、 行业 ｓ 的就业总数。
对于来自行业间集聚外部性的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与 Ｌｏｃ 指标相对应， 利用 ｉ

企业所在城市总就业 Ｅｃ 扣除其所属行业的就业规模进行计算：

Ｕｒｂｃ，ｓ ＝ ｌｎ（Ｅｃ － Ｅｃ，ｓ ＋ １） （９）

第二个指标以赫芬达尔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Ｉｎｄｅｘ） 为基础构建， ｉ 企业所在城市的

产业多元化指数 （Ｄｉｖ） 为：

Ｄｉｖｃ，ｓ ＝ ｌｎ（１ ／ ＨＨｃ，ｓ） （１０）

其中，ＨＨｃ，ｓ ＝ ∑
ｋ≠ｓ

（
Ｅｃ，ｋ

Ｅｃ － Ｅｃ，ｓ
）２ 。 Ｄｉｖ 值越大， 表示企业所处城市产业多元化程度越高。

在描述波特外部性时， 也采用赫芬达尔指数为基础构建， 该指标用于衡量同一

行业企业集中引起的企业竞争效应 （Ｃｏｍｐ）：

０４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①

②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报告 “工业增加值” 指标， 参考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使用间接测算方法， 利用产值扣除中间投入后再加上企业应交增值税计算得到。

剔除自身就业， 以防止因企业自身规模较大而被误认为其所处地区集聚程度很高。



Ｃｏｍｐｃ，ｓ ＝ ｌｎ（１ ／ Ｈｃ，ｓ） （１１）

其中， Ｈｃ，ｓ ＝ ∑
ｉ∈ｃ，ｓ

（Ｅ ｉ，ｃ，ｓ ／ Ｅｃ，ｓ） ２ 。 Ｃｏｍｐ 值越大， 表示行业内企业竞争越激烈。 从上

面指标的构建方式看， Ｕｒｂ 和 Ｄｉｖ 描述的是本地其他行业的特征， 而 Ｌｏｃ 和 Ｃｏｍｐ 描述

的是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
（四） 数据来源、 处理及变量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和 “中
经网统计数据库”， 研究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① 在构建集聚外部性指标时，
涉及产业和空间尺度的选择， 主要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 以三位数行业 （ｓｉｃ３） 为

基础， 构建 Ｌｏｃ、 Ｕｒｂ、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指标。 其中城市空间单元以企业所属地区代码的

前四位作为划分基准， ２０００ 年以后中国行政区划代码调整较频繁， 借鉴 Ｌｕ 和 Ｔａｏ
（２００９） 的做法， 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 “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对企业区

划代码重新进行了归并整理， 共包括全国 ３４１ 个城市。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国家统计局每年对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规模以上非

国有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５００ 万元） 的统计数据。 在使用该数据库估计企

业 ＴＦＰ 时， （１） 本文只选择二位数行业代码介于 １３ ～ ４３ （不含 ３８） 的 ３０ 个制造业

行业进行研究， 并剔除了关键指标 （企业产值、 增加值、 销售额、 从业人员、 固定

资产合计） 中数值缺失、 等于或小于零的样本； （２） 根据谢千里等 （２００８）、 聂辉华

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 删除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观测值， 包括从业人数小于 ８
的观测值、 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的企业观测值； （３）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国家统计局采用新的行业划分标准， 三位数行业代码有所变化， 因此，
本文根据新旧行业代码表， 将 ２００２ 年以前的旧代码整理、 归并到以新代码为标准的

企业行业代码；② （４） 参照鲁晓东、 连玉君 （２０１２） 的做法， 将上述企业层面的名

义指标均调整到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其中工业增加值使用企业所在省、 市、
区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固定资本存量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

平减， 平减指数来自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５） 借鉴聂辉华、 贾瑞雪 （２０１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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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更新至 ２００９ 年， 由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库未报告企业增加值和中间

投入指标， 无法计算企业 ＴＦＰ， 因此本文仅使用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 虽然网上出现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

企业数据资料， 但这两年的数据存在严重问题： （１） 存在大量的企业法人代码重复观测点， ２０１１ 年占比达到

３２％ ； （２） 使用公式 “工业总产值 － 工业中间投入 ＋ 增值税” 测算的企业增加值与数据库报告的企业增加值指

标差距很大； （３） 通过企业法人代码匹配， 发现 ２００７ 年 ９２％ 以上的企业观测点出现在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表格中，
全部企业的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均出现下降， 而企业从业人数没有变化。

行业代码调整有三类： 对代码变化、 内容不变的行业去除旧代码， 赋予新标准代码； 合并了的行业则

对原始行业进行相应归并， 赋予新标准代码； 部分行业拆解为多个子行业， 则找到拆解的去向， 将其合并为新

行业， 并以被合并的某个子行业代码作为新代码。 归并后的二位数行业 ３０ 个， 三位数行业 １７３ 个。



做法， 剔除企业 ＴＦＰ 位于最高和最低 １％分位的观测值， 以避免奇异值的影响。
在构建 Ｌｏｃ、 Ｕｒｂ、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指标时， 本文直接使用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报告的企业从业人数， 并分城市、 分行业汇总计算， 使用该数据库进行汇总的好处

是可以获得划分更细的行业或地区指标。 正如鲁晓东、 连玉君 （２０１２） 指出的，
２００７ 年该数据库统计的企业产值之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９５％ ， 因此， 使用该数

据库汇总计算得到的产业集聚外部性指标能较好地刻画城市产业集聚特征。 本文主

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可参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Ｙ １８９９６６３ ８ ５３ １ ３３ １ １０ １７ ０２

ｌｎＫ １８９９６６３ ８ ２８ １ ６９ － ０ ２３ １８ ０１

ｌｎＬ １８９６０９８ ４ ７８ １ １１ ２ ２０ １２ １５

ｌｎＩ １０２６０６８ ６ ６３ ２ ２０ ０ ００ １７ ４６

Ａｇｅ １８９８２７６ １３ ３７ １１ ３７ １ ００ １０５ ００

ｌｎＴＦＰ １８９６０９８ ３ ７１ ０ ９６ ０ ４４ ６ ２０

Ｌｏｃ １８９９６６３ ８ １８ ２ ３８ ０ ００ １２ ９４

Ｕｒｂ １８９９６６３ １２ ７６ １ ２２ ０ ００ １４ ９２

Ｄｉｖ １８９９６４４ ３ ４１ ０ ６３ ０ ００ ４ ８６

Ｃｏｍｐ １８９９６６３ ２ ３５ １ ３１ ０ ００ ６ ２４

　 　 注： 表中 Ｌｏｃ、 Ｕｒｂ、 Ｄｉｖ 与 Ｃｏｍｐ 变量以城市为空间单元、 以三位数行业为基础构建。

三、 集聚外部性对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 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影响的估计结果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先采用

ＯＬＳ 方法估计模型 （３）， 然后再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
进行估计， 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 行业效应或企业效应。

首先， 不考虑地区和行业特征， 本文分别使用 ＯＬＳ 方法和 ＦＥ 方法估计模型

（３）， 引入 Ｌｏｃ 和 Ｕｒｂ 变量， 并引入时间趋势项 （ｙｅａｒ） 以控制企业 ＴＦＰ 时间上的趋

势， 同时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企业年龄 （Ｄ＿ Ａｇｅ）、 所有制类型 （Ｄ＿ Ｇｏｖ）
和年份效应 （Ｄ＿ ｙｅａｒ），① 估计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从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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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企业年龄大小、 所有制类型进行分类后分别构建虚拟变量。



出， 使用 ＯＬＳ 方法和 ＦＥ 方法估计得出的 Ｌｏｃ 和 Ｕｒｂ 系数及对应的 ｔ 值有差异， 这是

因为 ＦＥ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遗漏不随时间变化企业个体特性所引起的估

计偏差。 基于模型 （２）， 本文再引入产业多元化 （Ｄｉｖ） 和企业竞争 （Ｃｏｍｐ） 变量，
估计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３）。 不难发现， 引入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变量后， 各类集聚外部性

变量系数符号均为正， 并且高度显著。 考虑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还可能与其所在地

区或行业特性有关， 如城市基础设施、 资源禀赋、 行业技术结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因此，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 本文引入了城市虚拟变量 （Ｄ＿
ｃｉｔｙ） 和三位数行业虚拟变量 （Ｄ＿ ｓｉｃ３） 来控制这类基本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和行业

特征， 估计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４）。 同模型 （３） 相比较， 模型 （４） 结果中的各类

集聚外部性变量系数均有所提升， 可见企业生产率差异无法通过不随时间变化的城

市效应和行业效应消除。 从表 ２ 模型 （４） 的结果来看， 其他因素固定时， 当地本行

业和当地其他行业从业人数每提高 １０％， 企业 ＴＦＰ 将分别提高 ０ ０３３％和 ０ ３３２％， 而

表 ２　 集聚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影响的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方法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因变量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ｏｃ
０ ００２８∗∗∗

（５ ０４）
０ ００６９∗∗∗

（９ ３１）
０ ００１８∗∗

（２ ２４）
０ ００３３∗∗∗

（３ ８４）
０ ００２１∗∗

（２ ４６）

Ｕｒｂ
０ ０４５５∗∗∗

（４０ ２８）
０ ０１５３∗∗∗

（４ ６０）
０ ００７５∗∗

（２ ２３）
０ ０３３２∗∗∗

（６ ５５）
０ ０２５１∗∗∗

（３ ５４）

Ｄｉｖ
０ ０４１６∗∗∗

（１２ ８４）
０ ０５８１∗∗∗

（１５ ７１）
０ ０５４８∗∗∗

（１５ ５０）

Ｃｏｍｐ
０ ０１９６∗∗∗

（１１ ３７）
０ ０２３０∗∗∗

（１２ ５８）
０ ０１６３∗∗∗

（１３ ５０）

Ｄ＿ Ａｇ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 Ｇｏｖ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Ｄ＿ ｃｉｔｙ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Ｄ＿ ｓｉｃ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Ｄ＿ ｐｒｏ∗Ｄ＿ ｙｅａｒ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Ｄ＿ｓｉｃ２∗Ｄ＿ ｙｅａｒ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８９６０９８ １８９６０９８ １８９６０７９ １８９６０７９ １８９６０７９

组内 Ｒ２ ０ １３７８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８３２ ０ ０８３０ ０ ０９８２

　 　 注：∗、∗∗、∗∗∗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 、 ５％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中第 ４ － ７ 行括号外的值对应各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的值对应 ｔ 检验统计量的值， 后者以企业聚类标准误为基础计算； 表中 ８ － １４ 行， 值为 ｙｅｓ 表示估计模型

时引入了相应行首列的变量， 取值为 ｎｏ 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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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多元化和同行企业竞争程度对企业 ＴＦＰ 提升也有利，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每提高 １０％ ，
企业 ＴＦＰ 将平均提高 ０ ５８１％和 ０ ２３％ 。 也就是说， 同行业集聚和不同行业地理集聚

所产生的外部性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这三种集聚外部性所起的作

用是有差异的， 马歇尔外部性或波特外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是因为许多地方政

府在促进产业集聚过程中片面追求产业规模， 却忽视了企业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导

致产业 “聚” 而不强、 大而不优， 形式上的 “企业扎堆” 并不能将集聚优势内化为

“企业生产率红利”。
表 ２ 模型 （２） ～ （４） 估计时引入的城市、 行业虚拟变量及企业固定效应， 主要

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 城市和企业特征， 但在较长时间内， 这些特征往往

可能发生变化。 在以当年价格的变量进行回归时，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引入了随时间

变化的行业效应来克服不同行业价格通胀差异带来的影响； 同样也可以引入随时间

变化的地区效应以捕捉各地区在不同时间所受到的冲击， 如地方性政策调整、 区域

性市场冲击等。 不过出于自由度的限制， 本文无法引入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体效应，
却可以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和行业特征， 为此本文在模型 （４） 的基础上引入随时

间变化的省 （市） 区效应 （Ｄ＿ ｐｒｏ∗Ｄ＿ ｙｅａｒ） 和随时间变化的两位数行业效应 （Ｄ＿
ｓｉｃ２∗Ｄ＿ ｙｅａｒ）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２ 的模型 （５）。 比较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的结果不难发现， 遗漏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省 （市） 区效应和行业效应基本不

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的判断， 模型 （５） 的结果显示， 其他因素固定时， 当地本行业和

当地其他行业从业人数每提高 １０％ ， 企业 ＴＦＰ 将分别平均提高 ０ ０２１％ 和 ０ ２５１％ ，
而产业多元化和企业竞争程度对企业 ＴＦＰ 也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Ｄｉｖ 和 Ｃｏｍｐ 每提

高 １０％ ， 企业 ＴＦＰ 将平均提高 ０ ５４８％和 ０ １６３％ 。 可见， 当控制不可观测的随时间

变化的地区和行业效应后， 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最大， 波特外部性次

之， 马歇尔外部性最小。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 在中国， 马歇尔外部性可能被地

方政府行为所扭曲， 所以其影响作用较小且远未充分发挥出来。①

综上所述， 从全国层面来看， 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到以上三种集聚外部性的正向影

响。 一般而言， 城市产业多元化水平越高或当地其他行业产业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

企业 ＴＦＰ 水平的提升； 而同行企业竞争和行业规模的提高对企业 ＴＦＰ 增长也是有利

的， 不过它们对企业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由此来看， 地方政府应该减少对产

业集聚外部性 （尤其是马歇尔外部性） 的扭曲， 以促进集聚外部性转化为 “企业生

产率红利”， 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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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发现， 美国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对当地本行业就业规模的弹性在 １ ２％ ～ ２ １％之间， 而

Ｍａｒｔｉｎ 等人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果表明， 法国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对本地本行业就业规模的弹性在 ５％ ～ １０％ 之间。
本文发现， 中国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对本行业就业规模的弹性仅为 ０ ２１％ ， 远低于美国和法国的水平。



（二） 不同类型行业企业 ＴＦＰ 受集聚外部性影响情况讨论

事实上， 不同行业企业生产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这不仅与行业特性有关， 还

可能缘于不同行业企业受各类集聚外部性的影响存在差别。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集聚

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影响的行业差异， 本文按照经营范围、 要素投入结构和市场结构

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分类， 然后分别使用各类行业企业的样本估计计量模型 （３）， 估

计时引入的控制变量与表 ２ 的模型 （４） 一致， 估计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行业企业的样本估计结果

划分方式
系数（ ｔ 值）

Ｌｏｃ Ｕｒｂ Ｄｉｖ Ｃｏｍｐ
样本量

经营范围

食品工业
０ ００４３
（１ ４０）

０ ０３３７∗∗∗

（２ ８６）
０ ０２８０∗∗

（２ ２８）
０ ０４８４∗∗∗

（６ ２４）
１９８７５８

轻纺工业
０ ００７８∗∗∗

（３ ４２）
０ ０２１０∗∗∗

（２ ５７）
０ ０６２８∗∗∗

（８ ５６）
０ ０６７５∗∗∗

（４ １４）
４９８２６５

化学工业
０ ００４７∗∗

（２ １５）
０ ０１８１∗

（１ ９２）
０ ０４９９∗∗∗

（５ ６４）
０ ０２４４∗∗∗

（４ ８５）
３２０６３８

材料工业
０ ０００５
（０ ２２）

０ ０４８０∗∗∗

（５ ２２）
０ ０２１２∗∗∗

（２ ６８）
０ ０２７４∗∗∗

（５ ４１）
３５４６５４

装备制造业
－ ０ ０００７
（ － ０ ３７）

－ ０ ０１０１
（ － １ ４３）

０ ０２８０∗∗∗

（４ １０）
０ ０２８１∗∗∗

（７ ２３）
５１７８２７

要素结构

技术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７）

０ ０２１１
（１ ４９）

０ ０４５６∗∗∗

（３ １２）
０ ０３４６∗∗∗

（４ ００）
１３０２３９

劳动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０８７∗∗∗

（４ ７１）
０ ０１６９∗∗

（２ ５２）
０ ０５５４∗∗∗

（８ ６７）
０ ０２３６∗∗∗

（６ ７８）
６９４６１５

资本密集型行业
０ ００２８∗

（１ ７１）
０ ０２２８∗∗∗

（３ ６５）
０ ０２５７∗∗∗

（４ ５５）
０ ０２５４∗∗∗

（７ ５３）
７２２１５７

市场结构

高垄断行业
－ ０ ００１５
（ － ０ ４０）

－ ０ ００１１
（ － ０ ０８）

０ ０４１４∗∗∗

（２ ９５）
０ ０４７９∗∗∗

（５ １４）
１２７９００

垄断竞争行业
０ ００３１∗

（１ ７３）
０ ００８５
（１ ０６）

０ ０２５０∗∗∗

（３ ３０）
０ ０２４７∗∗∗

（５ ５８）
５０２２８８

高竞争行业
０ ００３４∗∗

（２ ４７）
０ ００９２∗

（１ ９３）
０ ０３９３∗∗∗

（８ ９４）
０ ０２８４∗∗∗

（１１ １２）
１２９００９６

　 　 注：∗、∗∗、∗∗∗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 、 ５％和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中第 ３ ～ ６ 列括号外的值对应各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的值对应 ｔ 检验统计量的值， 后者以企业聚类标准误为基础计算； 各回归模型均引入企业年龄、 所有制、
调查年份、 城市和三位数行业虚拟变量。 行业划分方式： （１） 按经营范围分类： 食品工业、 轻纺工业、 化学工

业、 材料工业、 装备制造业。 （２） 借鉴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 的研究， 按要素投入结构分类：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

集型、 资本密集型行业。 （３） 按市场结构 （垄断程度） 分类： 分别将赫芬达尔指数 （ＨＩ） 位于 ０％ ～ ３０％分位

数和 ７０％ ～１００％分位数的四位数行业定义为高竞争行业和高垄断行业， 剩余的为垄断竞争行业， Ｓ 行业 ＨＩ 的

计算公式为： ＨＩＳｔ ＝ ∑ｉ∈Ｓ
θ２ｉｔ，θｉｔ 为企业销售额占所属行业销售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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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从行业经营范围分类看， 轻纺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到马歇尔

外部性的正向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地本行业就业规模越大， 企业 ＴＦＰ
水平越高。 事实上， 对于轻纺工业， 马歇尔外部性可能通过企业共享劳动力市场、
分享产品制作技术工艺等途径发挥作用， 而对于化学工业， 马歇尔外部性可能来自

于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上、 下游关系或共用原材料。 不过本文也发现， 对于食品

工业、 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 企业 ＴＦＰ 并不受马歇尔外部性的影响， 说明这些企

业并没有从同行企业空间相互邻近中获得生产率提升的好处。 从雅各布斯外部性看，
除了装备制造业外， 其他行业企业 ＴＦＰ 均明显受到当地其他行业企业集聚所带来的

外部性影响， 说明当地其他行业就业规模越大、 产业多元化程度越高， 企业 ＴＦＰ 水

平也越高。 从竞争效应看， 各类企业 ＴＦＰ 均明显受到同行企业竞争的正向影响， 可

见行业内部企业间竞争越激烈， 越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 从而提高企业 ＴＦＰ 水平。
第二， 生产率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投入结构。 表 ３ 报告了按照要素投入

结构分类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技术密集型行业 ＴＦＰ 并不受当地本行业和当

地其他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 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反之， 并且劳

动密集型企业 ＴＦＰ 受本行业就业规模正向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与

现实相吻合。 因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普通工人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城市中集聚的同业工人越多， 越能降低企业搜寻工人的成本， 以保障企业的稳定生

产和生产率持续增长。 此外，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类行业均明

显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和同行竞争中受益， 尤其前两类行业企业 ＴＦＰ 受产业多元化的

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第三， 企业所受的集聚外部性影响也可能与行业市场结构有关， 比如高度垄断

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度较低， 可能导致这类行业生产率增长受其他行业

发展的影响较小。 为此， 本文根据垄断程度将四位数行业划分为高垄断行业、 垄断

竞争行业和高竞争行业三种类型， 并考察这些行业 ＴＦＰ 受产业集聚外部性影响的情

况。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高垄断行业企业 ＴＦＰ 并未受当地本行业和当地其他行业就业

规模的正向影响， 高竞争行业则反之， 而垄断行业企业 ＴＦＰ 受本行业就业规模的正

向影响， 但受其他行业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可见垄断程度越高， 企业对

本行业和其他行业发展的依赖性越低， 这与现实吻合。 另外与垄断程度较低的行业

相比， 高垄断行业企业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和同行企业竞争中的获益更为明显， 可见

适度的竞争和产业多元化对当地产业发展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 在同一地区内部， 行业内外就业规模对不同行业 ＴＦＰ 的影响存在差

异， 这种差异与行业的经营范围、 要素投入结构和市场结构有关。 而不同类型行业

企业均能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和同行企业竞争中获益， 这种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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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企业置身于城市之中， 不可能孤立发展， 很可能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中获

得产业配套、 技术外溢、 原材料共享等好处， 从而提高自身生产率； 同时， 本地同

行企业集聚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激发了企业创新的动力， 于是它们往往通过引入新技

术和新工艺、 生产新产品、 改进管理等途径加大创新力度， 从而改进自身生产率，
并从中获得竞争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 行业多元化和同行企业竞争对技术密集型行

业和高垄断行业企业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城市—三位数行业” 为单元， 度量城市产业集聚水平， 用于检验马歇

尔外部性、 雅各布斯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及其可能存在的行业差

异。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益于这三种

集聚外部性， 并且在控制多类异质性后是稳健的。 其他条件不变， 企业 ＴＦＰ 对当地

本行业和当地其他行业就业规模的弹性分别为 ０ ２１％ 和 ２ ５１％ ， 产业多元化和企业

竞争程度每提高 １０％ ， 企业 ＴＦＰ 将分别平均提高 ０ ５４８％和 ０ １６３％ 。 第二， 不同行

业类型企业 ＴＦＰ 受当地本行业和当地其他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

异与行业的经营范围、 要素投入结构和市场结构有关。 轻纺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 ＴＦＰ
明显受到马歇尔外部性的正向影响， 而食品工业、 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并没

有从同行业就业规模的扩大中获得 ＴＦＰ 增长； 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垄断行业企业 ＴＦＰ
并不受当地本行业和当地其他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 但是产业多元化和同行企业竞

争对这两类行业企业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总体上高于其他行业。 然而总体上来说， 不同

类型行业企业均能从城市产业多元化和企业竞争中获益。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 为了切实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方面， 地方政府有必要根

据产业类型选择合适的产业集聚发展政策， 如对于轻纺工业， 可以采取产业集群化

发展战略， 鼓励相当数量的同行企业适度集聚， 引导产业朝着精、 专方向发展， 同

时也要支持当地关联配套产业发展， 培育集群发展的产业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 在

产业集聚过程中， 企业能够从同行企业竞争中获得生产率增长的 “红利”。 为此， 地

方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 特别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简化审批权和规范市

场秩序等途径来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外， 马歇尔外部性作

用太小并不意味着专业化对企业的发展不重要， 相反它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地方政府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经常出现资源配置扭曲行为， 如在土地供应、 财政资金补贴、 科

技项目立项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特惠政策， 扶强、 扶优少数几家企业， 显然不利于产

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 地方政府应转变思路， 加强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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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让企业从同行业集聚中获益。 总之， 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集聚发展政策时要

善于把握规律， 因业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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