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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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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市场区位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 作者探讨了城市就业密

度和市场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并以中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

板数据为依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就

业密度和市场规模均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关系， 大多数地级及以上

城市就业密度过大， 已经出现明显的集聚不经济。 西部城市市场规模和就

业密度相对偏小， 东部和中部城市市场规模偏小而就业密度偏大。 对于西

部地区城市， 应着力扩大其市场规模， 提升产业支撑力和就业吸纳力； 对

于东中部地区城市， 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调整经济活动空间布局，
缓解因经济活动过密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就业密度　 市场规模　 劳动生产率　 集聚经济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 －８５１Ｘ （２０１５） ０１ －００５１ －２０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湖南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及政策研究”

（批准号： １４ＹＢＡ００６）； 湖南省国际经济与国际工程管理研究中心项目 “国内外产业关联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

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批准号： １４ＩＥＰＭＺ１）；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 “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湖南低碳经

济发展的机制及对策研究” （批准号： １４Ｃ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 韩峰 （１９８４ － ），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５； 柯善咨 （１９５１ － ），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７９。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近 １ 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 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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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推进， 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然

而， 学术界普遍认为，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

城镇化以及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或就业密度偏低的问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组， ２０１２； 刘耀林等， ２０１４）。 那么我国各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密度真的偏低

吗？ 相关研究发现， 目前中国城市就业密度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集聚不经济 （柯善

咨、 姚德龙， ２００８）， 密度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倒 Ｕ 型特征 （苏红键、 魏后凯， ２０１３）。
这意味着， 在递增收益作用下， 城市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密集程度会不断提高，
然而， 过于密集的经济活动和过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导致拥挤效应， 从而降低城市效

率 （辜胜阻等， ２０１０）。 可见， 城市密度的快速增长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正考验着

中国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 合理的市场规模、 适度的集聚密度以及协调的规模—密

度关系对于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竞争力， 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解释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研究， 传统市场区位理论假设消费者具有刚性需

求， 市场范围越大， 消费者密度越高， 厂商收益就越大。 但是， 市场范围的扩大

会提高运输成本， 从而抵消规模经济， 并最终决定市场的边界。 该理论最早研究

了厂商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２９； Ｈｏｏｖｅｒ， １９４８； Ａｌｏｎｓｏ， １９６４； Ｍｉｌｌｓ， １９７２）， 尤其是强调市场

需求对厂商空间布局的作用。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 则最早从要素供给的角度提出集聚

和集聚外部性的概念， 认为本地的密集经济活动可使厂商获得三个方面的集聚经

济外部性：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 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 并且强调集

聚密度的重要性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４； Ａｂｄｅｌ ａｎｄ Ｆｕｊｉｔａ， １９９０；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显然， 城市经济效率既取决于城市自身的要素密度， 又与市场规模密切相

关。 然而， 迄今为止的研究仅从集聚密度或市场需求规模的某一方面研究城市经

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效率， 忽视了集聚力与分散力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在传统市

场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理论的综合视角下， 构建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影响城市劳

动生产率的理论与计量模型， 并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探讨最优劳动生产

率条件下的合理市场规模与集聚密度。

二、 文献综述

自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８９０） 提出集聚经济外部性以来， 众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或地区数

据对集聚经济外部性进行了研究。 其中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采用美国各州 １９８８
年的截面数据检验了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就业密度每提高一倍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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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 ６ 个百分点。 Ｃｉｃｃｏｎｅ （２００２） 运用类似的分析框架对法国、 德

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五国的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

验，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发现这些欧洲国家的就业集聚效应低于美国。 Ｍａｔａｎｏ
和 Ｎａｔｉｃｃｈｉｏｎｉ （２０１２） 则进一步对意大利工资水平的空间变化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认

为工资对就业密度的弹性很大，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密度越高的地区更容易获得集

聚经济外部性。 范剑勇 （２００６） 采用 ２００４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讨了经济密

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机理， 认为产业集聚来源于非农产业规模收益递增的地方化，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非农就业密度每提高 １％ ， 非农劳动生产率则平均提高

８ ８％ 。 上述研究大多认为密集经济活动产生的正外部性大于拥挤效应， 就业密度的

提高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 然而，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Ｇａｌａｒｒａｇａ 等人 （２００８） 的研究则指出，
经济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呈现随时间变化先增加后降低的倒 Ｕ 型发展趋势。
他们对西班牙 １８６０ 年 ～ １９９９ 年间的经济活动密度与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了实证

分析， 发现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９９ 年间西班牙都市区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已经大于集聚外部

性效应， 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下降趋势。 Ｃａｒｌｉｎｏ 等人 （２００７） 检验了美国 ２８０ 个都市

区的就业密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集聚密度与创新产出间并没

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 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 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并非简单

的线性关系 （苏红键、 魏后凯， ２０１３）， 并且发现， 我国的城市就业集聚密度过高，
已出现显著的集聚不经济 （柯善咨、 姚德龙， ２００８； Ｋｅ， ２０１０）。 因此， 对于就业密

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以及与最优生产效率相对应的最优

就业密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最早出现于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 （亚

当·斯密， １９７２）， 他指出， 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由市场范围决定， 市场规模越大，
则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 劳动生产率也越高。 此后， 众多学者发展了这一思想，
Ｍｕｒｐｈｙ 等人 （１９８９） 认为， 市场规模在引导技术水平由传统的规模效益不变技术向

现代规模效益递增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Ａｄｅｓ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９） 也

认为市场规模扩大可进一步深化劳动分工，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Ｄａｖｉｓ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采用日本 ４０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

市场规模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３ ５％ 。 Ｄｅｓｍｅｔ 和 Ｐａｒｅｎｔｅ （２０１０） 以需求价

格弹性为基础提出了市场规模对劳动效率或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 认为较大的

市场规模可提供更多的多样化产品，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内学者中， 黄玖立、
李坤望 （２００６） 的实证研究表明， 地区市场范围或市场规模对人均 ＧＤＰ 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并在地区差距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黄玖立、 黄俊立

（２００８） 用 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７ 年中国省区分行业数据分析了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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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发现市场规模与报酬递增密不可分， 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陈丰龙、 徐康宁 （２０１２） 则使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研究了本土

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结果显示， 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 １％ ， 生产率指数

增长 ０ ０２１％ 、 效率改进指数增长 ０ ０２３％ 、 技术进步指数增长 ０ ０１８％ ， 也进一步

印证了 “市场促创新” 的假说。
以上研究均证实了市场规模对创新和劳动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 也支持了亚

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假说 （亚当·斯密， １９７２）。 然而， 这些研究仅侧重于市场

规模扩大带来的正向影响， 却忽视了由于市场扩张导致的高运输成本及拥堵效应的

负面影响。 因此， 要综合考察市场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合理边界， 就需

要在同一框架中综合体现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因素。 事实上， 传统的市场区位理

论最早采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这两种经济和不经济力量来解释区位选择和厂商效

率， 单中心区位理论还在模型中引入了与运输成本等价的地租作为集聚不经济的测

度 （Ｈｏｏｖｅｒ， １９４８； Ｌöｓｃｈ， １９５４； Ａｌｏｎｓｏ， １９６４； Ｍｉｌｌｓ， １９７２）。 近年来， 不少学者

将市场规模与就业密度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中， 以分析二者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

的综合影响。 Ｍｉｏｎ 和 Ｎａｔｉｃｃｈｉｏｎｉ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引入就业密度

变量， 采用个体数据研究了意大利工资水平的空间变化， 结果表明， 就业密度和市

场潜力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且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 同时发现，
由于存在拥挤效应和收益递减， 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均存在非线

性关系。 Ｃｏｍｂｅｓ 等人 （２００８） 以法国各部门数据为基础， 通过控制遗漏变量和内生

性， 分析了就业密度和以市场潜力表示的市场规模对工资差异的影响， 发现就业密

度每提高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２ １％ ， 但该值明显低于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Ｃｉｃｃｏｎｅ （２００２） 的研究结果。 以 Ｍｉｏｎ 和 Ｎａｔｉｃｃｈｉｏｎｉ （２００５） 的研究为基础， 刘修

岩、 殷醒民 （２００８） 利用中国 ２８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市场规模、
就业密度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发现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有线性影响， 而就业

密度对工资水平具有非线性影响， 就业密度必须跨过某个 “门槛” 后才能对工资水

平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柯善咨、 姚德龙 （２００８） 对中国 ２８６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研

究显示中国工业集聚在城市内部存在拥挤效应。 Ｋｅ （２０１０）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了中国 ６００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５ 年的经济增长数据， 结果表明， 在控制

市场规模的前提下， 城市内部的工业集聚存在显著的拥挤效应。
尽管已有文献通过构建统一框架研究了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 发现了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但这些研究均未充分考虑伴随市场规模扩大和经

济密度提高而产生的运输成本、 地价攀升等因素的作用， 也未界定区域或城市市场

边界以及合理的经济密度。 鉴于此， 本文基于市场区位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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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构建市场规模和就业密度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综合分析框架， 估计市场规

模、 就业密度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并估算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有效

市场边界及其合理的就业密度， 以期为中国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依

据和政策启示。

三、 理论模型与计量方程

（一） 理论模型

１ 经济空间结构与最终商品部门生产函数

本文在传统区位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利用垄断竞争模型构建厂商区

位模型。 假设单中心城市中有两个部门， 即完全竞争的最终商品部门和差异化生产

且报酬递增的中间品垄断竞争部门。 经济活动空间结构是半径为 Ｒ 的圆形区域， 且

所有生产活动发生于市场中心区域。 中心地区内部的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最

终消费品运输成本为冰山成本且由厂商负担。 最终消费品 Ｑ 的生产需要中间产品 ｑｉ、
土地 Ｓ 和劳动力 Ｅｍ， 递增收益来源于中间产品部门与最终商品部门间的垂直关联。
最终商品的生产技术由下式给出：

Ｑ ＝ ＡＳα ∑
ｎ

ｉ ＝ １
ｑ
σ－１
σｉ( )

σ
σ－１[ ]

βＥγ
ｍ， α ＋ β ＋ γ ＝ １， σ ＞ １ （１）

其中， σ 为任意两种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Ａ 为全要素生产率， ｎ 为中间品种类数 （或
厂商数）， α、 β、 γ 分别为土地、 中间品和劳动力对最终产出的弹性系数。 式 （１）
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 因而可看作是最终商品部门的生产函数。 参照 Ｆｕｊｉｔａ 等

人 （１９９９） 的研究， 设 ｎ 个垄断竞争的中间厂商具有同样规模 （即 ｑｉ ＝ ｑｓ）， 最终商

品部门代表性厂商的产出为：

Ｑ ＝ ＡＳαｎ
βσ
σ－１ｑβｓ Ｅγ

ｍ （２）

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假设， 中间品生产具有相同的生产过程， 且每种中

间品生产均需要一定的固定投入 ｆ， 因此存在递增收益。 假定劳动力为中间品生产中

唯一投入要素， 从而有：

Ｅｓ ＝ ｎｌ ＝ ｎ（ ｆ ＋ ｃｑｓ） （３）

其中 Ｅｓ 为中间品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总量， ｌ 为单个中间品厂商的劳动投入， ｃ 为边际

劳动需求， 且 ｆ ＞ ０， ｃ ＞ ０。 若 Ｅ 为城市劳动力总量， ｕ 为城市最终部门 （主要是制造

业部门） 劳动力份额， 则有 Ｅｓ ＝ （１ － ｕ） Ｅ。 由中间品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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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中间品的均衡价格 Ｐｓ、 产量 ｑｓ 和劳动力投入 ｌ， 如下式所示：

ｐｓ ＝ σ
σ － １ｃｗ （４）

ｑｓ ＝ ｆ（σ － １）
ｃ （５）

ｌ ＝ ｆσ （６）

其中 ｗ 为劳动工资。 由 （３） 式和 （６） 式可得到均衡状态下的中间品种类数：

ｎ ＝ （１ － ｕ）Ｅ
ｆσ （７）

将 （５） 式和 （７） 式代入 （２） 式得到：

Ｑ ＝ Ａ０ＳαＥ
（１－α）σ－γ

σ－１ （８）

其中， Ａ０ ＝ Ａｕγ （１ － ｕ）
βσ
σ － １ （σ － １） β

ｃβσ
βσ
σ － １ ｆ

β
σ － １

。 式 （８） 显示， 在中间品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

下， 最终商品部门的产量决定于生产过程中土地与劳动力的投入。
２ 经济空间中的劳动力与运输成本

假设人口在圆形市场区域以密度 Ｄ 均匀分布， 那么市场区内的劳动力总量为：

Ｅ ＝ πＲ２Ｄ （９）

劳动力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 作为劳动者， 他们可自由流向市场中心， 为最终商

品和中间品部门提供劳动力； 作为消费者， 其固定住所在市场区域均匀分布。
运输成本主要包括货物运输的经济成本、 远距离交流成本和花在途中的时间机

会成本等 （Ｃａｐｅｌｌｏ， ２００７）。 其中货物的经济成本和远距离交流成本直接影响运输

商品的数量， 即与最初运输商品量相比， 货物将只有一部分到达目的地， 用单位

商品在单位距离上的冰山运输成本 τ 表示。 而途中的时间机会成本主要与城市经济

密度过高导致的拥堵效应有关， 即当集聚密度达到某个程度以后， 每增加一辆车

和一个出行者便会降低原有所有车辆和出行人员的速度。 根据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２００９）
的研究， 这种交通出行的边际负外部性随集聚密度增加成非线性增长。 拥堵引起

的运输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Ｆ （Ｄ） ＝ ＥＴ ＝ ｖπＲ２Ｄ２， 其中 Ｔ ＝ νＤ， 为出行者人均拥堵

成本， ν 为城市就业密度增加给每个出行者带来的边际拥堵成本。 若运输商品量与

消费者 （即劳动力） 数量成正比且比例系数为 ａ， 则圆形市场区内的总运输成本可

以表示为：

Υ ＝ ∫Ｒ０ ２απτｒ２Ｄｄｒ ＋ Ｆ（Ｄ） ＝ ２απτＤ
３ Ｒ３ ＋ ｖπＲ２Ｄ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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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说明， 若有 Ｑ 单位的最终商品由产地运出， 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 最终则仅有

Ｑ － Υ 单位的商品到达消费市场。
３ 最终商品部门的地租

在递增收益作用下， 经济活动在市场中心集聚， 要素价格随集聚而发生变化，
厂商需要合理安排土地和中间品的投入， 以保证在最大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投入成本

最小化：

ｍｉｎＴＣ ＝ ｒＳ ＋ ｎｐｓｑｓ ＋ ｕｗＥ

ｓ ｔ Ｖ ＝ Ｐ（Ｑ － Υ） ＝ ｕγＰＡＳαｎ
βσ
σ－１ｑβｓ Ｅγ － ２απτＤ

３ ＰＲ３ － ｖπＰＲ２Ｄ２ （１１）

其中 ＴＣ、 ｒ、 Ｖ、 Ｐ 分别为最终厂商总成本、 土地价格、 总收入和最终商品价格。 拉

格朗日函数为：

Ｚ ＝ ｒＳ ＋ ｎｐｓｑｓ ＋ ｕｗＥ － λ ｕγＰＡＳαｎ
βσ
σ－１ｑβｓ Ｅγ － ２απτＤ

３ ＰＲ３ － ｖπＰＲ２Ｄ２ － Ｖ( ) （１２）

将 （１２） 式分别对 Ｓ、 ｑｓ 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 ０， 则得到均衡状态下的一阶条件， 整

理后得：

ｒ ＝ λα ＰＱ
Ｓ （１３）

ｐｓ ＝ λβ ＰＱ
ｎｑｓ

（１４）

结合 （１３） 式和 （１４） 式得到：

ｒ ＝
ｎαｐｓｑｓ
βＳ （１５）

将 （４） 式和 （５） 式代入 （１５） 式得到市场均衡状况下的地租：

ｒ ＝ α（１ － ｕ）ｗＥ
βＳ （１６）

４ 最终产品部门效率的决定因素

厂商往往选址于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集聚状态下最终部门的生产效率用市场区

范围内的净总产出与劳动就业的比值表示：

Ｑｅ ＝ Ｑ － Υ
Ｅ （１７）

综合 （８）、 （９）、 （１０） 和 （１６） 式， （１７） 式可改写为：

Ｑｅ ＝ Ａ１ ｒ －αｗαＲ
２β
σ－１Ｄ

β
σ－１ － ２ατＲ

３ － ｖ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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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式中的 Ａ１ 与 （８） 式中的 Ａ０ 相似， 均是复合参数， 不需单独估计， 因此不再

详细列出。 将 （１８） 式分别对运输成本 τ、 土地价格 ｒ、 劳动工资 ｗ、 就业密度 Ｄ 和

市场半径 Ｒ 求导得到：

Ｑｅ

τ ＝ － ２α
３ Ｒ ＜ ０，

Ｑｅ

ｒ ＝ Ａ２ ｒ －α－１ｗαＲ
２β
σ－１Ｄ

β
σ－１ ＜ ０，

Ｑｅ

ｗ ＝ Ａ３ ｒ －αｗα－１Ｒ
２β
σ－１Ｄ

β
σ－１ ＞ ０，

Ｑｅ

Ｄ ＝ Ａ４ ｒ －αｗαＲ
２β
σ－１Ｄ

β－σ＋１
σ－１ － ｖ，

Ｑｅ

Ｒ ＝ Ａ５ ｒ －αｗαＲ
２β－σ＋１
σ－１ Ｄ

β
σ－１ － ２ατ

３

（１９）

不难推导出， 上述一阶导数中的 Ａ２ ～ Ａ５ 都是复合参数。 上述一阶导数显示劳动生产

率是运输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减函数、 劳动工资的增函数，① 但与就业密度及市场半径

或市场规模的关系却不明确。 本文特别关注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 因此， 将 （１８） 式分别对 Ｄ 和 Ｒ 求二阶导数， 得：

２Ｑｅ

Ｄ２ ＝ β － σ ＋ １
σ － １ Ａ４ ｒ －αｗαＲ

２β
σ－１Ｄ

β－２σ＋２
σ－１ ，

２Ｑｅ

Ｒ２ ＝ ２β － σ ＋ １
σ － １ Ａ５ ｒ －αｗαＲ

２（β－σ＋１）
σ－１ Ｄ

β
σ－１ （２０）

当 σ ＞ ２β ＋ １ 时，② ２Ｑｅ

Ｄ２ 与
２Ｑｅ

Ｒ２ 均小于零， 表明最终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密度、 市

场规模之间具有明显的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图 １ 描述了最终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就业

密度、 市场规模的关系， 其中 Ｄ∗和 Ｒ∗为均衡状态下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就业密度

和市场半径。 可以看出， 劳动生产率均是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凹函数。 Ｑｅ （劳动

图 １　 厂商劳动生产率分别与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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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效率工资理论， 工资水平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 而事实上劳动工资又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而增加，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这种内生性影响将在计量过程中进行控制。
通常研究表明， 该值大约在 ５ 左右， 且该条件易于满足 （如 Ｃｒｏｚｅｔ， ２００４； Ｈ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



生产率） 随城市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先增加后下降， 即 Ｄ ＜ Ｄ∗和 Ｒ ＜ Ｒ∗时，
Ｑｅ 随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增大而提高； Ｄ ＞ Ｄ∗和 Ｒ ＞ Ｒ∗时， Ｑｅ 随就业密度和市场

规模的增大而降低。
（二） 计量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认为， 城市劳动生产率是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非线性函数， 用一般

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ｐｒｏｄ ＝ Ｑｅ ＝ Ｆ （ ｒ， τ， ｗ， Ｄ， Ｄ２， Ｍ， Ｍ２）， 其中 Ｄ２ 与 Ｍ２ 分别为

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的二次项， 故计量模型可设置为：

ｌｎ ｐｒｏｄｉｔ ＝ Φ０ ＋ θ１ ｌｎｒｉｔ ＋ θ２ ｌｎτｉｔ ＋ θ３ ｌｎｗｉｔ ＋ θ４ ｌｎＤｉｔ ＋ ＋ θ′４（ｌｎＤｉｔ） ２ ＋ θ５ ｌｎＭｉｔ ＋ θ′５（ｌｎＭｉｔ） ２ ＋ εｉｔ

（２１）

其中 ｉ 代表城市， ｔ 代表年， Φ０ 为常数， θ１ ～ θ５ 及 θ′４、 θ′５ 为弹性系数， εｉｔ为随机误

差。 考虑到多数制造业厂商并不局限于在本地销售产品， 计量模型中引入各城市所

处区位的市场潜力 （ＭＰ）， 用以控制本城市以外的市场范围。 市场潜力是以距离倒

数为权重的各城市购买力的加权和， 反映了该城市对其他城市市场的可达性或邻近

性。 此外， 根据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相关文献研究，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变量还

包括人力资本等， 以 ＥＤＵ 代表示， 这些变量均包括在模型 （２１） 中。

四、 变量与数据说明

由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国家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较大调整， 为满足面板数据

的均衡性要求， 本文样本为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全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

据。 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和各省市自治区 《统计年鉴》。
本文用市辖区非农生产总值 （万元） 与非农就业 （万人） 的比值表示城市非农

业劳动生产率 （ｐｒｏｄ）； 以市辖区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元） 表示劳动工资 （ｗ）； 以

万人大学生在校人数 （人 ／万人）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ｈ）； 城市运输成本 （τ） 决定

于路网状况， 本文用城市市辖区道路长度与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公里 ／平方公里） 表

示， 即路网密度 （ＬＡＲ） 近似表示； 就业密度 （Ｄ） 以市辖区单位建成区面积的非农

就业人数 （人 ／平方公里） 表示； 参考柯善咨、 何鸣 （２００８） 的研究， 本文以城市国

有土地协议出让和招拍挂出让成交价款与城市土地面积的比值 （万元 ／公顷） 来计算

城市土地价格 （ ｒ）。 所有的货币价值以 ２００３ 年不变价计算。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测度城市市场规模 （Ｍ）， 即城市半径、 市辖区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和城市市场潜力。 选择城市半径 （Ｒ） 代表本地市场规模或市场半径， 可用

于确定市场的合理边界， 利用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得到： Ｒ ＝ π － １ ／ ２Ｓ１ ／ ２。 城市半径作

９５

韩　 峰　 柯善咨： 城市就业密度、 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为市场规模的替代变量主要是基于就业密度均匀分布的假设， 但忽略了居民个体消

费能力差异， 因而进一步采用市辖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ＲＳ） 来表示当地市场

规模。 由于城市产品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并不局限于城市内部， 因此，
为控制本市以外的市场需求， 借鉴并修订哈里斯市场潜力模型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５４）， 即

扣除市场潜力中城市自身份额后的市场潜力， 计算公式为：

ＭＰｉ ＝ ∑
ｎ

ｉ≠ｊ，ｊ ＝ １

Ｉ ｊ
ｄｉｊ

（２２）

其中 Ｉ ｊ 为城市 ｊ 的市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ｄｉｊ为两城市中心距离， 利用城市中心

坐标和距离公式Φ × ａｒｃｃｏｓ ［ｃｏｓ （αｉ － α ｊ） ｃｏｓβｉｃｏｓβ ｊ ＋ ｓｉｎβｉｓｉｎβ ｊ］ 来计算， 式中Φ 为

地球大弧半径 （６３７８ 公里）， αｉ、 α ｊ 和 βｉ、 β ｊ 分别为两市中心点的经度和纬度 （韩
峰、 柯善咨， ２０１３）。 表 １ 报告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主要变量的样本统计值。

表 １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劳动生产率及其他主要变量的样本统计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劳动生产率（ｐｒｏｄ，元 ／ 人） ９７８０９ ４７１ ５１９８８ ０９０ ９３２７ ０１３ ８５８７５８ ９４６

劳动工资（ｗ，元 ／ 人） １９７８８ ４３２ ７６６５ ２３８ １８９５ １４８ １３４４３２ １０１

土地价格（ ｒ，万元 ／ 公顷） ４６５ １６３ １２９４ ７５８ ０ ９２０ ４９４９８ ４６２

城市半径（Ｒ，公里） ４ ９１３ ２ ６８９ １ ３６５ ２１ ００４

市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ＲＳ，万元） １８０９７２５ ４４１５３４１ ２９３４３ ８５８３９９１１

市场潜力（ＭＰ） ７４５６９４８ ７７３２７２５ １２４９７ ５６３１３７２３

就业密度（Ｄ，人 ／ 平方公里） ３９８９ ７５４ ２００８ １４５ ２８２ ８６１ ３０１６９ ４３０

每万人中大学生数（ＥＤＵ，人 ／ 万人） ３７０ ２３９ ３５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３１２ ４５８

路网密度（ＬＡＲ，公里 ／ 平方公里） ７ ２６３ ５ １４１ ０ ５７３ ６１ ５６３

　 　

五、 估计结果与说明

（一） 全国样本估计结果

考虑到面板数据时间和截面的异质性问题， 需要在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模型之

间做出选择。 首先， 包含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方程估计结果表明， 式 （２１） 的 Ｆ
统计量大于 １％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因而该方程中必含有固定效应。 其次，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在 １％显著水平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故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更适合于式

（２１）。 尽管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解决个体异质性问题， 但如果回归模型本身

包含内生解释变量， 则可能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或不一致。 由于工资水平与劳动生

产率之间存在联立内生性， 就业密度与市场潜力在方程中也具有内生性， 因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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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先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离差变换， 再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即采用工资、 市场潜力和就业密度的一年或两年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表 ２ 为全

国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２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Ｌｎｒ
－ ０ ００９４
（ － ０ ７１）

－ ０ ０１６５∗

（ － １ ７９）
－ ０ ０１５５∗

（ － １ ７０）
－ ０ ０１５３∗∗

（ － ２ １５）
－ ０ ０２５５
（ － ０ ８２）

ｌｎＬＡＲ
０ １３４８∗∗∗

（２ ８９）
０ ０６３６∗∗

（２ ４４）
０ ０３５８
（１ ６２）

０ １５６７∗∗∗

（８ １６）
０ ３３０７∗∗∗

（４ ０２）

ｌｎｗ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７）

０ １２９１∗∗

（２ １７）
０ １０９２∗

（１ ８６）
０ １９４５∗∗∗

（７ ９０）
０ １７６４
（０ ９３）

ｌｎＤ
２３ ３５７０∗∗

（２ ３５）
４ ６７２０∗∗∗

（３ ８２）
４８ ７４１１∗∗∗

（３ １９）

（ｌｎＤ） ２ － １ ４５７３∗∗

（ － ２ ４３）
－ ０ ２９６７∗∗∗

（ － ３ ９９）
－ ３ ００４２∗∗∗

（ － ３ ２３）

ｌｎＲ
０ ５１３７∗∗∗

（２ ６４）
０ ３６５４∗∗

（２ ４９）

（ｌｎＲ） ２ － ０ １４２５∗∗

（ － ２ １９）
－ ０ １０７２∗∗

（ － ２ ４３）

ｌｎＲＳ
０ ４４４１∗∗∗

（２ ９０）
１ １９３０∗∗

（２ １３）

（ｌｎＲＳ）２
－ ０ ０１４５∗∗

（ － ２ ４１）
－ ０ ０３８０∗

（ － １ ７６）

ｌｎＭＰ
０ ５４５９∗∗

（１ ９６）
０ ４６３５∗∗∗

（７ ２１）
０ ４４３７∗∗∗

（５ ６３）
０ ２５２４∗∗∗

（８ ４３）
０ １９５１∗∗∗

（０ ７９）

ｌｎＥＤＵ
０ ０６６０∗

（１ ８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１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１９）

０ ０５８９∗∗∗

（４ ７２）
０ ０９７０
（１ ３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９ １０５１∗∗

（ － ２ ２０）
２ ５７４９∗∗∗

（６ ３８）
０ ２１８１
（０ １８）

－ １３ ４８９３∗∗∗

（ － ２ ７１）
－ １ ９９８２∗∗∗

（ － ３ １１）

Ｒ２ ０ ５２２１ ０ ４９４１ ０ ４９６７ ０ ７０３９ ０ ７１０３

样本数 １７０４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７０４ １９８８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 ｔ 检验值。 模

型 １ 为控制就业密度条件下的估计、 模型２ 和模型３ 为控制市场规模条件下的估计、 模型４ 和模型５ 为同时控制

市场规模和就业密度条件下的估计。

如表 ２ 所示， 各方程中土地价格 （ ｌｎｒ）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 且多数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土地成本过高， 在一定程度上已导致集

聚不经济。 市辖区单位面积道路长度 （ ｌｎＬＡＲ） 的参数估计在各方程中均显著为正，

１６

韩　 峰　 柯善咨： 城市就业密度、 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意味着交通条件的改善、 运输成本的降低增强了厂商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可达

性， 进而提高了集聚效应和劳动生产率。 劳动工资 （ｌｎｗ） 的系数在多数方程中也显

著为正， 与效率工资理论预期相符， 也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即企业支付给员工

较高的工资 （一般高于市场出清水平）， 能够有效激励专业人员，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

率与企业经营绩效。 人力资本 （ｌｎＥＤＵ） 的参数估计显示，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

城市， 往往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 但多数情况下该变量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 市场潜力 （ｌｎＭＰ） 的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城市之间互为市场， 存在明显的

需求关联机制， 即每个城市的生产效率不仅与本身的市场有关，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邻近城市市场需求的影响， 这一实证结果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期。
以下重点探讨城市本身的市场规模、 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首先，

考察市场规模以市场半径或城市半径表示时的模型估计情况。 模型 ２ 与模型 ４ 显示，
市场半径 （ｌｎＲ） 的一次项系数与二次项系数一正一负，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 劳动生产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倒 Ｕ 型变化趋势， 这与本文

理论模型的预期完全一致； 同时也说明各城市必然存在半径为 Ｒ∗的某一市场空间，
在这一市场空间中， 城市生产效率达到最大值。 其次， 考虑到不同城市居民消费能

力的差异， 模型 ３ 与模型 ５ 估计了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市场规模的情形， 同样

得出市场规模扩大对劳动生产率具有倒 Ｕ 型影响的结论。 比较模型 ２、 ４ 与模型 ３、 ５
可以发现， 尽管城市半径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估计结果有所差异， 但二者作为

当地市场规模的替代变量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再次，
考察就业密度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模型 １、 ４、 ５ 均显示， 就业密度 （ｌｎＤ） 的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密度之间

存在稳定的倒 Ｕ 型关系。
若 ｍ１、 ｍ２ 分别为二次函数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 则最优就业密度或市场规

模可用 Ｘ ＝ －ｍ１ ／ （２ ×ｍ２） 估计。 表 ３ 列出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就业密度和市场

规模的理论极值点及目前的实际均值。
通过比较市场规模和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作用的极值点与均值之间的关系，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 中国城市就业密度 ｌｎＤ 的实际均值为 ８ ２９２， 高

于 ７ ８７４ ～ ８ １１２ 的理论最优临界水平， 表明在目前的市场规模约束下， 中国多数城

市的经济密度已超过最优水平， 产生了明显的集聚不经济， 更高的经济活动密度将

不利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一结论与柯善咨、 姚德龙 （２００８） 和 Ｋｅ （２０１０）
的研究一致， 他们在控制了集聚规模后发现， 继续提升中国城市就业密度会显著降

低劳动生产率。 第二， 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场半径的对数均值分别为 １ ５９２， 低于

１ ７０５ ～ １ ８０２ 的理论临界水平， 意味着中国多数城市市场空间规模落在了倒 Ｕ 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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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最优劳动生产率对应的最佳城市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

变量 方程 极值点 实际均值

就业密度 ｌｎＤ

模型 １ ２３ ３５７
２ × １ ４５７３２ ＝ ８ ０１３７（３０２２ 人 ／ ｋｍ２） ８ ２９１５（３９９０ 人 ／ ｋｍ２）

模型 ４ ４ ６７１９７
２ × ０ ２９６６８ ＝ ７ ８７３８（２６２８ 人 ／ ｋｍ２） ８ ２９１５（３９９０ 人 ／ ｋｍ２）

模型 ５ ４８ ７４１
２ × ３ ００４２１ ＝ ８ １１２１（３３３５ 人 ／ ｋｍ２） ８ ２９１５（３９９０ 人 ／ ｋｍ２）

市场规模 ｌｎＲ
模型 ２ ０ ５１３６９

２ × ０ １４２５０ ＝ １ ８０２４（６ ０６４３ｋｍ） １ ５９１８（４ ９１２７ｋｍ）

模型 ４ ０ ３６５３８
２ × ０ １０７１８ ＝ １ ７０４５（５ ４９８８ｋｍ） １ ５９１８（４ ９１２７１ｋｍ）

市场规模 ｌｎＲＳ
模型 ３ ０ ４４４１３

２ × ０ ０１４５３ ＝ １５ ２８３２（４３３９２４１ 万元） １４ ４０８７（１８０９７２５ 万元）

模型 ５ １ １９３０３
２ × ０ ０３７９９ ＝ １５ ７０１９（６５９５５１２ 万元） １４ ４０８７（１８０９７２５ 万元）

　 　 注： 就业密度 （ｌｎＤ） 以市辖区单位建成区面积的非农就业人数测度； 市场规模 （ ｌｎＲ） 以城市半径测度；
市场规模 （ｌｎＲＳ） 以市辖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测度； 模型 １ 为控制就业密度条件下的估计、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为控制市场规模条件下的估计、 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为同时控制市场规模和就业密度条件下的估计。

的左侧， 城市平均空间规模较小。 第三， 市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均值为

１４ ４０９， 同样低于最优劳动生产率对应的 １５ ２８３ ～ １５ ７０２ 的临界水平， 说明中国多

数城市的市场规模依然偏小， 未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若将这一结论与表 ２ 中

模型 １、 ４、 ５ 的估计结果结合起来， 则发现在控制就业密度的前提下， 任何扩大城市

市场规模的策略， 比如进一步提升城市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

有效需求等， 都将有助于抵消集聚不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而促使城市生产效率不断

向最优水平趋近，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及市场规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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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分地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ｌｎｒ
－ ０ ００４７
（ － ０ ４５）

－ ０ ０１０７
（ － ０ ４１）

－ ０ ０１２０
（ － ０ ８７）

－ ０ ０２４５∗

（ － １ ６８）
－ ０ ００５５
（ － ０ ２３）

０ ０４５１
（１ １５）

ｌｎＬＡＲ
０ ０３５３
（０ ８３）

０ ０３５０
（０ ３２）

０ ０７７６∗∗

（２ ３５）
０ １８０５∗∗∗

（５ ８３）
０ １２７１∗∗

（２ １９）
０ ２４５０∗∗

（２ ２３）

ｌｎｗ
０ １３６９∗

（１ ８０）
０ ２４１３
（１ ４１）

０ １８６５
（１ ２９）

０ １４３２∗

（１ ９３）
０ ０５３４
（０ １１）

０ ０５５５
（０ ３９）

ｌｎＤ
６ ９２７５∗

（１ ６６）
２４ ５３５∗∗

（２ ３５）
１ ０７０８∗

（１ ７６）
－ ０ １６９５∗∗

（ － ２ ２７）
１９ ８５６７∗

（１ ６８）
４０ ６８９２∗∗∗

（３ ２７）

（ｌｎＤ） ２ － ０ ４２８９∗

（ － １ ９５）
－ １ ５０５１∗∗

（ － ２ ２８）
－ ０ ０６７９∗

（ － １ ８４）
－ ０ ０２７０
（ － ０ ７０）

－ １ ２１４４∗

（ － １ ８４）
－ ２ ５０３８∗∗∗

（ － ３ ３２）

ｌｎＲ
０ ７３９１∗∗

（２ ２８）
０ ７４６７∗∗

（２ ３３）
３ ０４６５∗∗∗

（５ ０３）

（ｌｎＲ） ２ － ０ ２０１２∗∗

（ － １ ９０）
－ ０ １９５４∗

（ － １ ９４）
－ ０ ８６８１∗

（ － １ ６９）

ｌｎＲＳ
１ １５８２∗

（１ ８９）
０ ８４２１∗∗∗

（３ ２４）
０ ０６６１∗

（１ ８９）

（ｌｎＲＳ） ２ － ０ ０３８２∗∗

（ － ２ ０４）
－ ０ ０２８４∗∗∗

（ － ２ ６９）
－ ０ ９９１８
（ － １ ２１）

ｌｎＭＰ
０ ６１９６∗∗∗

（９ ７４）
０ ３２６４∗∗∗

（３ ２８）
０ ５６４３∗∗∗

（５ ２０）
０ ３８４４∗∗

（２ ００）
０ ４４９４∗∗∗

（２ ８５）
０ ２８６６
（０ ９９）

ｌｎＥＤＵ
０ ０６２６
（１ ２８）

０ ２９５２∗∗∗

（２ ６３）
０ ０３５７
（１ ３６）

０ ０３２１
（１ ０６）

０ ０１８８
（０ ３７）

０ ０４９３
（０ ６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４ ５５２１∗∗

（１ ９６）
１２ ０３２２∗∗

（２ ５４）
９ ２７５２∗∗∗

（３ ５６）
０ ６３７９
（０ １６）

８ ６１１６∗

（１ ７４）
－ １４ ６４７∗∗∗

（ － ３ １４）

Ｒ２ ０ ７３９８ ０ ７０４１ ０ ７４３４ ０ ７３３９ ０ ７３６３ ０ ７２８５

样本数 ６０６ ７０７ ６０６ ７０７ ４９２ ５７４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 ｔ 检验值。 模

型 ６ ～ 模型 １１ 分别为各地区同时控制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的估计结果。

（二） 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

为研究就业密度、 市场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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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报告了中国分地区样本固定效应估计结果。① 由于全国样本估计中市场半径

（ｌｎＲ） 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ｌｎＲＳ） 的估计结果较为相似， 分地区样本估计中同

时讨论了以市场半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市场规模测度的情况。
如表 ４ 所示， 土地价格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 但多数情况下不显著； 交通

状况的参数估计在多数方程中显著为正， 但估计值由东向西依次递增， 说明交通运

输条件的改善对于西部地区城市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 在东部则已进入边际收益递

减阶段； 劳动工资的参数估计为正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 其估计值同样呈现

出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特征， 表明工资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市

场潜力对当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各地区显著为正， 且估计值也基本呈现出由东向

西依次递减的特征。 显然， 中国东部地区城市相对密集， 城市之间互为市场， 且具

有密切的市场需求空间关联性， 而西部地区城市相对稀疏， 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相

对较弱， 各城市从周边城市市场的发展中获益较少。 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均具有

正向影响作用， 但仅在东部地区显著， 这可能和中西部地区大学生更多地选择在东

部沿海地区就业有关。
下面检验各地区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的作用。 如表 ４ 所示， 除模型 ９ 外， 各地区

就业密度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明显的倒 Ｕ 型关系。 以城市半径衡量的市场规模

（ｌｎＲ）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在各地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的市场规模 （ ｌｎＲＳ） 的二次项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在

西部地区该变量的参数估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为进一步判断和比较各地区就业密

度与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计算了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的最佳点， 如表 ５
所示。 若将各地区城市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的均值减去极值点， 可得到两者实际值

与最优值的差异 Ｚ。 Ｚ ＞ ０ 表示实际均值大于最优值， Ｚ ＜ ０ 表示实际均值小于最优

值， ｜ Ｚ ｜ 表示实际值偏离最优值的程度。
首先， 考察各地区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东部和中部地区就业密度均

值均大于临界值， 说明在现有市场规模下城市就业密度的提高会产生更强的拥挤效

应和集聚不经济， 从而降低城市生产效率。 模型 ９ 中就业密度一次项的参数估计显

著为负， 同样说明城市内部经济密度过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但必须

指出， 西部地区城市就业密度小于最优临界值， 意味着中国西部城市在现有市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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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把全国分成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具体划分如下： 考虑到东北地区数据量小， 把比较发达

的辽宁并入东部地区， 吉林和黑龙江并入中部地区。 因而，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福建、 广东、 海南、 河北、 江

苏、 辽宁、 山东、 上海、 天津和浙江等 １１ 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安徽、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

西和山西等 ８ 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广西、 贵州、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陕西、 甘肃、 四川、 新疆、 云南和重

庆等 １１ 个省市自治区。



模条件下经济密度依然偏低， 厂商从密集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拥挤带来的负

面影响。 因此，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企业向有潜力

的城市集聚， 将有利于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

表 ５　 各地区就业密度与市场规模的临界值及影响效果

变量 地区 模型 极值点（Ｅ） 均值（Ａ） 偏离度（Ａ － Ｅ） 影响效果

就业密度

（ｌｎＤ）

东部

模型 ６ ６ ９２７５
２ × ０ ４２８９ ＝ ８ ０７５２ ８ ３２０２ 　 ０ ２４５１ 阻碍

模型 ７ ２４ ５３５
２ × １ ５０５１ ＝ ８ １５０７ ８ ３２０２ ０ １６９５ 阻碍

中部
模型 ８ １ ０７０８

２ × ０ ０６７９ ＝ ７ ８８６６ ８ １３４５ 　 ０ ２４７９ 阻碍

模型 ９ — ８ １３４５ — —

西部

模型 １０ １９ ８５６７
２ × １ ２１４４ ＝ ８ １７５５ ８ １２２５ － ０ ０５３０ 促进

模型 １１ ４０ ６８９２
２ × ２ ５０３８ ＝ ８ １２５４ ８ １２２５ － ０ ００２９ 促进

市场规模

（ｌｎＲ）

东部 模型 ６ ０ ７３９１
２ × ０ ２０１２ ＝ １ ８３６８ １ ６６４２ － ０ １７２６ 促进

中部 模型 ８ ０ ７４６７
２ × ０ １９５４ ＝ １ ９１０３ １ ４５６０ － ０ ４５４３ 促进

西部 模型 １０ ３ ０４６５
２ × ０ ８６８１ ＝ １ ７５４７ １ ３１０７ － ０ ４４３９ 促进

市场规模

（ｌｎＲＳ）

东部 模型 ７ １ １５８２
２ × ０ ０３８２ ＝ １５ １６０１ １４ １３１５ － １ ０２８６ 促进

中部 模型 ９ ０ ８４２１
２ × ０ ０２８４ ＝ １４ ８０９７ １３ ２６８８ － １ ５４０９ 促进

西部 模型 １１ — １２ ８８６９ — —

　 　

其次， 检验各地区市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各地区以城市半径和市辖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表示的市场规模均值均小于最优临界值， 意味着这些地区城市市

场规模依然偏小， 进一步扩大城市市场规模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对于西部地

区城市， 尽管模型 １１ 中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市场规模 （ｌｎＲＳ） 并不存在倒 Ｕ 型非线性

关系， 但劳动生产率对市场规模 （ｌｎＲＳ） 的偏导数为 ０ ０６６１， 该系数通过了 １０％ 显

著性检验水平， 说明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西部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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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西部城市市场规模和就业密度相对偏小， 扩大当地市场规模的同时

促进产业集聚有利于该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 东部和中部城市市场规模偏小而就业

密度偏大， 且中部地区实际值偏离最优值最远 （ ｜ Ｚ ｜ 最大）， 对这些地区的城市来

说， 调整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不仅有助于缓解因经济活动过密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

且可促使经济集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发挥集聚外部性。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市场区位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的综合视角下， 构建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

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理论与计量模型， 利用中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劳动生产率、 就业密度和市场规模均存在

显著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关系。 在现有市场规模条件下， 中国大多数城市集聚密

度过大， 已出现明显的集聚不经济； 而多数城市市场规模仍未达到最优水平， 市场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 多数城市就业密度与

城市劳动生产率同样存在倒 Ｕ 型关系， 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集聚密度过大，
进一步的集聚将不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 而西部地区就业密度相对偏低， 发挥集聚

经济外部性的潜力较大； 各地区市场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具有明显的倒 Ｕ 型关系， 市

场规模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 第一， 城市生产效率与市场规模、 经济密度之间存在倒 Ｕ

型的非线性关系， 在制定城镇化、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 应基于城市的综合

承载力来引导生产要素和厂商集聚， 合理安排经济活动布局， 扩大市场需求， 充分

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第二， 由于城市市场规模与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有所差异， 因而应将扩大市场需求与优化经济活动空间布局有效地结合起

来。 既要适度扩大城市市场规模和居民需求， 又要调整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

布局， 防止过度集聚引起的集聚不经济， 使城市经济在集聚经济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双重作用下持续、 稳定发展。 第三， 由于东、 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密度过大且已出现

明显的拥挤效应， 而西部地区城市尚未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 因此， 对于西部

地区城市， 应着力扩大其市场规模及产业集聚水平， 提升产业支撑力和就业吸纳力；
而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 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调整经济活动空间布局，
从而缓解因经济活动过密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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