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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

切关系。 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土地需求， 产业结构与基础设施等因素也会

影响城镇化进程。 作者基于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①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

据， 首先对各地区的城镇化率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进而将全国分为四类区域，
然后利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

结果表明，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的影响不同， 在经济高速

发展阶段， 城镇化受土地供应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产业结构在不同时期对城

镇化的影响效果不同； 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　 土地供应　 城镇化　 产业结构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 －８５１Ｘ （２０１４） ０２ －００２５ －１１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物价调整和变动的微观证据与特征分析” （批准号： ７１１７３１４９）；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新兴市场经济波动分析” （批准号： ７１４７３１６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结构宏观经济模

型的估计与评价” （批准号： ７１４７３１６８）。
【作者简介】 邓翔 （１９６３ －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６４； 朱高峰

（１９９０ －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路征 （１９８２ － ）， 经济学博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①　 由于数据原因， 本文的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一、 引言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 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是一个国家文明

发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

显著提升。 １９７８ 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 １７ ９２％ ， 至 ２０１３ 年已达 ５３ ７％ ， 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 中国城镇化率仍相对较低。 长期以来， 各级政府都将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地

区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 因而分析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因， 对各地区制定有效的城

镇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 很多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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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影响因素方面， 何伟忠 （２００４） 以湖南省为例， 分析了农业结构变化对城镇

化率的影响， 认为农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它们在推动农业

发展与农民增收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戈等 （２００６） 通过研究城镇化建设与耕地

保护的关系发现， 尽管城镇化率较低时二者存在一定矛盾， 但从长期来看， 城镇化建设

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可以减缓耕地减少的强度， 甚至扩大耕地面积， 进而有

利于耕地保护； 杨文举 （２００７） 对中国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０４ 年间城镇化率与第二、 第三产业

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表明二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并且城镇化率

提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朱莉芬、 黄季 （２００７） 对中国东部地区 １４ 个

省级行政区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耕

地变化的主要因素， 而城镇化对其影响并不大； 王仲萍等 （２０１３） 基于回归分析法，
对重庆市城镇化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得出结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 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效果比土地供应更为显著； 宋元梁、 肖卫东

（２００５） 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研究了城镇化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认为两者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 胡日东、 苏梽芳 （２００７） 通过建立城镇化率与

居民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 ＶＡＲ 模型， 发现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
并建议实行城镇化战略以保障农民收入和促进消费增长； 杨振宁 （２００８） 利用安徽省

１９９０ 年 ～ ２００５ 年统计数据， 研究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发现城

镇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朱孔来等 （２０１１） 分别运用中国 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时间序列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对城镇化率与人均 ＧＤＰ 的

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城镇化率每提高 １％， 可以维持 ７ １％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 现阶段关于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单个因素对城镇化发展

的影响， 研究对象主要为全国或某个特定地区， 而从地区层面综合探讨城镇化影响因素

的研究则较少。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特征

存在显著差异， 因而基于地区特征来探讨城镇化发展，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城镇化影响因

素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此外， 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中，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近年来的 “房地产热”， 使得大规模土地供应促成的造城运

动迅速蔓延， 对城镇化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土地供应已经成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 （王仲萍等， ２０１３）， 而现有研究中探讨土地供应量对城镇化影响的较

少。 本文以地区层面为切入点， 考虑土地供应量、 产业结构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

对地区城镇化的影响。 首先， 对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

聚类结果将全国分成四类区域。 其次， 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实证分析各地区不同影

响因素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和特点。 最后， 就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测度方法也多种多样， 特别是运用综合指标法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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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指标体系， 本文旨在研究土地供应、 产业结构以及基础设

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选取土

地供应量、 农业现代化水平、 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 用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分析这些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和

作用。
（一） 城镇化率

对城镇化水平的测算一般有三种方法： 一是单一指标法， 即直接采用城镇化比率来

刻画； 二是综合指标法， 从多方面、 多角度来反映城镇化率； 三是其他指标法 （姜爱

林， ２００２）。 理论上来讲， 综合指标法测算更为准确， 但由于很多指标无法量化， 且考

虑到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数据的一致性， 本文运用单一指标法， 选择较为符合中国城镇化

现状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 也即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统一口径， 对

于统计年鉴中缺失或有明显错误的数据， 从各省、 市、 自治区统计年鉴中获得。
（二） 土地供应

城镇的快速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土地需求， 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量的影响或制约城镇化

的发展速度。 土地供需之间的矛盾会减缓城镇化进程， 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和

健康发展 （李华友、 张岩， ２００３）。 由此， 本文做如下假设：
假设Ⅰ：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率存在正向影响。
本文土地供应量指标由土地出让、 土地划拨、 土地租赁以及其他供应方式加总而

得， 其中土地出让量包括协议、 招标、 拍卖和挂牌等四种方式下的出让总量。 土地供应

量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三） 产业结构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 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中国的产

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杨文举， ２００７）。 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 主要是依靠现代工业、 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经济管理方法发展农

业，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而在结构上促进

人口向第二、 第三产业转移， 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发展第二、 第三

产业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随着产业结构的继续深入调整， 第三产业最终将成为新

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由此， 本文做如下假设：
假设Ⅱ： 农业现代化能够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
本文用农业人口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来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总水平， 农用机械是指用

于种植业、 畜牧业、 渔业、 农产品初加工、 农用运输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活动的机械及设

备， 农机总动力主要包括柴油发动机动力、 汽油发动机动力、 电动机动力与其他机械动力

四部分。 相关数据来源于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假设Ⅲ： 第二、 第三产业转型对城镇化率有积极影响。
本文产业结构用第二、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 相关数据来源于

历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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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础设施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控制或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尤其是交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决定着城镇功能布局是否合理， 同时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调整的重要因素， 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 由此， 本文做如下假设：
假设 ＩＶ：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率具有正向影响。
各地区因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基础设施类别存在差异， 如大部分内陆地区没有水

运， 高原地区铁路运输相对落后， 而公路运输在各个地区相对具有同一性， 特别是农

村地区， 公路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对该地区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既

有相关研究多采用公路通车里程、 货物周转量等指标来说明基础设施水平。 鉴于单纯

用公路长度衡量有失偏颇， 本文用人均公路货物周转量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 各地区

总人口与公路货物周转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

三、 基于聚类分析的区域划分

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生产力布局、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城镇化率也

显著不同， 因而在对城镇化率的实证研究中， 只考虑国家层面整体的历史演化势必会忽

略地区之间的个体差异， 仅考虑某个时间点的横向比较则无法动态反映城镇化的发展进

程。 为此，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传统的三区域 （东部、 中部和西部） 与六区域 （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北、

西南） 划分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长期演化形成的， 但这类划分方法

亦有局限性， 尤其是不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区域的相似性， 例如， 同属于东部地区的北京

市与河北省的城镇化率存在巨大的差异。 为克服传统区域划分的不足， 客观对待数据本

身反映的城镇化率高低， 本文采用分层聚类分析方法重新进行区域划分。 面板数据兼有

空间和时间维度， 按指标个数可分为单指标面板数据和多指标面板数据， 由于本文旨在

重点考察各区域不同城镇化率下的经济情况， 所以根据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１ 年城镇化率这个单指标进行聚类划分。

（一） 地区城镇化率的聚类分析

将单指标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转换成截面数据的空间维度， 在聚类分析中， 二者关

于距离的算法以及聚类的过程是相同的， 所以可借鉴截面数据聚类方法对单指标进行聚

类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 采用分层聚类中的离差平方和法 （Ｗａｒｄ 法） 对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率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距离测度方法选用欧式距离的平方， 聚类前

每年的城镇化率指标均已进行了标准正态变换。 将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四类区

域， 分类结果如表 １ 所示。
第Ⅰ类地区是北京、 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 ２０１１ 年三市的城镇化率均超过 ８０％ ；

第Ⅱ类地区是辽宁、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内

蒙古和重庆等城镇化率较高的省级行政区， ２０１１ 年这些省区的城镇化率均在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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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之间； 第Ⅲ类地区是河北、 山西、 安徽、 江西、 湖南、 四川、 陕西、 青海、 宁夏、
新疆和广西等城镇化率较低的省区， ２０１１ 年这些省区的城镇化率普遍在 ４５％ 左右； 第

Ⅳ类地区是河南、 贵州、 云南、 西藏和甘肃等城镇化率最低的省区， ２０１１ 年， 除河南

的城镇化率为 ４０ ６％之外， 其他省区均低于 ４０％ 。

表 １　 本文区域分类与传统区域分类的对比

类属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第Ⅰ类 北京、天津、上海

第Ⅱ类
辽宁、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
吉林、黑龙江、湖北 内蒙古、重庆

第Ⅲ类 河北 山西、安徽、江西、湖南
四川、陕西、青海、
宁夏、新疆、广西

第Ⅳ类 河南 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显然， 传统三区域划分过于简单笼统， 区域内部个别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存在着

较大差异， 将其归为同一类分析出的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 此外， 与传统的将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分为三类相比， 本文的四类区域划分更为细化， 划分到同一区域中的各省

级行政区城镇化率比较接近， 同时四类区域之间的差距也相对较小， 因此按照城镇化率

将全国分成四类区域更加客观、 合理。
（二） 四类区域城镇化率的基本特征

聚类分析得到的四类区域划分结果与传统的区域划分有明显不同， 但大致和 ３１ 个

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从各省级行政区的地理位置来看， 第Ⅰ类是东部的三

个直辖市，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 城镇化率均超过了 ８０％ ； 第Ⅱ类主要集中在沿海

发达地区以及内蒙古、 湖北和重庆， 这类地区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比较

高； 第Ⅲ类主要是欠发达地区， 大多数位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城镇

化率比较低； 第Ⅳ类除河南以外， 均位于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城镇化率最

低。 分析结果说明城镇化率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联性， 基本呈现出东

部、 中部、 西部城镇化率依次递减的趋势， 第Ⅰ类地区城镇化率超过 ８０％ ， 第Ⅱ类地

区处于 ５０％ ～７０％之间， 第Ⅲ类地区城镇化率在 ４５％ 左右， 而第Ⅳ类地区城镇化率普

遍低于 ４０％ ， 可见四类区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 总体来看， 中国城镇化发展

水平极度不平衡， 特别是第Ⅰ类地区的北京、 上海和天津的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其他三类

区域； 在第Ⅲ类与第Ⅳ类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中， 除西藏外， 城镇化率普遍在

３５％ ～４５％之间， 两类区域的城镇化率差别并不大；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第Ⅱ类地区）， 城镇化率最高的广东省 （６６ ５％ ） 与最低的海南省 （５０ ５％ ） 之间的

差距高达 １６ 个百分点， 第Ⅱ类地区内部城镇化率的差距相对比较大。 由此可见， 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城镇化率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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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 我们将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四类区域， 城镇化率从第Ⅰ类

到第Ⅳ类依次降低。 下面利用上文选取的各地区城镇化影响因素指标进行计量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的理论假设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土地供应量、 产业结构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对城镇化率有显著影响。 为简化研究， 假设各因素均以线性关系影响着城镇化率，
且不考虑滞后项的影响。 考虑到每一类区域属于拥有同质性的样本， 经济结构趋于相

似， 初步认为选择变截距模型进行建模分析较为合理， 从 Ｆ 统计量检验结果看， 也支

持采用变截距模型进行估计，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第Ⅰ类、 第Ⅲ类与第Ⅳ类采用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第Ⅱ类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此外， 由于第一产业比重的相对稳

定会导致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高度相关，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对两者分别进行

估计。 为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将所有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分别用

ＬｎＣＨ、 ＬｎＴＧ、 ＬｎＮＸ、 ＬｎＥＣ、 ＬｎＳＣ、 ＬｎＪＳ 来表示， 则具体模型设定为：

ＬｎＣＨｒｔ ＝ αｒ ＋ βＬｎＴＧｒｔ ＋ δＬｎＮＸｒｔ ＋ γＬｎＥＣｒｔ ＋ λＬｎＪＳｒｔ ＋ ｕｒｔ （１）

ＬｎＣＨｒｔ ＝ αｒ ＋ βＬｎＴＧｒｔ ＋ δＬｎＮＸｒｔ ＋ γＬｎＳＣｒｔ ＋ λＬｎＪＳｒｔ ＋ ｕｒｔ （２）

其中， ｒ 表示地区， ｔ 表示时间； 被解释变量 ＣＨｒｔ表示第 ｔ 年 ｒ 地区城镇化率； ＴＧｒｔ表

示第 ｔ 年 ｒ 地区土地供应量； ＮＸｒｔ为第 ｔ 年 ｒ 地区农业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 反映农业现代

化程度； ＥＣｒｔ、 ＳＣｒｔ分别是 ｒ 地区第二、 三产业在第 ｔ 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反映产业

结构特征； ＪＳｒｔ是第 ｔ 年 ｒ 地区人均公路货物周转量， 反映基础设施水平； αｒ 表示截距，
ｕｒｔ表示随机干扰项， β、 δ、 γ、 λ 为待估计参数， 表示各个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

根据以上分析， 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６ ０ 软件， 针对每一类区域利用模型 （１） 和 （２） 分

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或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二） 估计结果与分析

１ 第Ⅰ类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从表 ２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第Ⅰ类地区， 模型 （１） 与 （２） 中第二、 第三

产业比重与基础设施水平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土地供应量与农业现代化系数都

不能通过显著水平为 １０％的假设检验， 农业现代化与土地供应系数并不显著。 这表明，
在北京、 上海、 天津这三个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 土地供应与农业发展已经不再是推动

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类经济较发达地区， 工业化水平较高， 第一产业已不是其主

导产业， 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 同时， 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导致

地区土地资源紧缺， 城市建设用地基本达到饱和，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的作用逐渐弱化。
在回归结果中， 第二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率呈负相关， 第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率呈正相

关， 表明在第一产业比重较小且稳定的情况下， 第二、 第三产业比重呈负相关。 因此，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提升甚至超过第二产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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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转型由此能够突破发展瓶颈， 第Ⅰ类地区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发展吸纳更多的剩

余劳动力， 进而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表 ２　 第Ⅰ类地区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α ３ ９２５１ ９ ０２７１∗∗∗ α ２ ６９５９ ４ ６８９３∗∗∗

ＬｎＴＧ －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１２２６ ＬｎＴＧ － ０ ００４５ － ０ ５５７７

ＬｎＮＸ ０ ０７２４ １ ３９８０ ＬｎＮＸ ０ ０４８７ ０ ９０８０

ＬｎＥＣ － ０ １６７６ － ３ ５６３５∗∗∗ ＬｎＳＣ ０ ２１４４ ２ ８３７２∗∗∗

ＬｎＪＳ ０ ０６３３ ４ ６２３２∗∗∗ ＬｎＪＳ ０ ０６２８ ４ ２６８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７８７６ 调整的 Ｒ２ ０ ７６２９

Ｆ 值 ２４ ４８１６∗∗∗ Ｆ 值 ２１ ３８０６∗∗∗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各地区差异的截距项未反映在表中。

２ 第Ⅱ类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第Ⅱ类地区中， 基本上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见表 ３）， 土地供

应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显著。 第Ⅱ类地区包括较多的沿海发达省级行政区， 这类地区正处

于经济发展较快时期， 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城市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较大， 土地的合理

供应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发展； 第二产业的弹性系数达到 ０ １５， 对城镇化的推动作

用十分显著； 农业现代化的弹性系数达到 ０ １２， 相比于第Ⅰ类地区， 第Ⅱ类地区农业

现代化对城镇化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基础设施的推动效果并不明显， 说明在这类经

济发展较快地区， 基础设施已经相对比较完善， 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表 ３　 第Ⅱ类地区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个体随机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α １ ７１４７ ６ ７８１０∗∗∗ α １ ８２０８ ６ ３６１６∗∗∗

ＬｎＴＧ ０ ０３１０ ３ ４２７５∗∗∗ ＬｎＴＧ ０ ０３６７ ４ ０４８７∗∗∗

ＬｎＮＸ ０ １２２６ ４ ０９６８∗∗∗ ＬｎＮＸ ０ １１７８ ３ ７４４７∗∗∗

ＬｎＥＣ ０ １４８８ ２ ５４５９∗∗ ＬｎＳＣ ０ １１４３ １ ５２９６

ＬｎＪＳ ０ ０３６８ ３ ５９３７∗∗∗ ＬｎＪＳ ０ ０４２７ ４ ０５３６∗∗∗

调整的 Ｒ２ ０ ７０８５ 调整的 Ｒ２ ０ ６９９４

Ｆ 值 ９５ １７６２∗∗∗ Ｆ 值 ９１ １４３０∗∗∗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各地区差异的截距项未反映在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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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第Ⅲ类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从表 ４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第Ⅲ类地区， 模型 （２） 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 而模型 （１） 中的截距项与第二产业比重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水平为 １０％的

假设检验。 在第Ⅲ类地区中， 最显著的特点是该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弹性系数达到了

０ ３８ 左右， 该弹性系数在四类区域中是最大的， 说明中西部稍欠发达地区农业比重相

对较大， 城镇化率受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农业技术进步能有效推动该地区

的经济增长， 促进城镇化率提高； 该地区第二产业的弹性系数不显著， 因为这类地区的

第二产业比重并不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还没有进入第二产业大规模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阶

段； 同时， 基础设施的弹性系数并不大， 可以看出， 由于第二、 第三产业较为落后， 限

制了主要由第二、 第三产业带动的货物周转量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目

前，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部分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 因此， 土地的合理、 有序供应， 将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率提高产生较大

的推动作用。

表 ４　 第Ⅲ类地区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α － ０ ２３００ 　 － ０ ８８１９∗∗∗ α － １ ２７７１ － ３ ３３３８∗∗∗

ＬｎＴＧ ０ ０３６８ ４ １７１０∗∗∗ ＬｎＴＧ ０ ０３０５ ３ ５２１２∗∗∗

ＬｎＮＸ ０ ３７７８ ９ ５６２３∗∗∗ ＬｎＮＸ ０ ３９１１ １２ ８５０８∗∗∗

ＬｎＥＣ － ０ ０２４２ － ０ ２４７９ ＬｎＳＣ ０ ２３８０ ３ １２４４∗∗∗

ＬｎＪＳ ０ ０３４６ ３ ３４５９∗∗∗ ＬｎＪＳ ０ ０３８８ ３ ９３５２∗∗∗

调整的 Ｒ２ ０ ８９４０ 调整的 Ｒ２ ０ ９０１５

Ｆ 值 ８６ ５８２２∗∗∗ Ｆ 值 ９３ ８３３０∗∗∗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各地区差异的截距项未反映在表中。

４ 第Ⅳ类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第Ⅳ类地区主要由一些欠发达省区组成， 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且

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大， 城镇化率最低。 估计结果表明 （见表 ５）， 在第Ⅳ类

地区的四个解释变量中， 模型 （１） 与 （２） 中的农业现代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系数均

能通过显著水平为 １％的假设检验， 农业现代化是提高该地区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
而土地供应量与第二、 第三产业的比重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城镇化的影响作

用较小。 对比而言， 基础设施建设的弹性系数在四类区域中最大， 说明对于偏远、 欠

发达地区来说，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城镇化率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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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第Ⅳ类地区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１） 模型（２）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解释变量 系数 Ｔ 检验值

α １ ０５９５ ２ ５３５６∗∗ α ０ ７４７７ １ ６９５４∗

ＬｎＴＧ ０ ０２４４ １ ４７６８ ＬｎＴＧ ０ ０２５２ １ ５２０７

ＬｎＮＸ ０ １８５３ ３ ４９２５∗∗∗ ＬｎＮＸ ０ １５４３ ２ ７５６４∗∗∗

ＬｎＥＣ － ０ ０９０４ － ０ ６１５８ ＬｎＳＣ ０ ０６２５ ０ ３６８３

ＬｎＪＳ ０ １１５６ ５ ９２３９∗∗∗ ＬｎＪＳ ０ １１７９ ５ ８５１９∗∗∗

调整的 Ｒ２ ０ ８６５８ 调整的 Ｒ２ ０ ８６５３

Ｆ 值 ５２ ６２７５∗∗∗ Ｆ 值 ５２ ３６９９∗∗∗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各地区差异的截距项未反映在表中。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 将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四类区域， 进而利用面板数据

模型分别对每一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土地供应量

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对提高城镇化率有显著影响， 而对经济高度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则没

有显著影响； 产业结构在不同时期对城镇化影响效果不同， 第一产业在经济水平落后地

区具有比较显著影响， 而第二、 第三产业对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具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落后地区提高城镇化率尤为重要， 而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 边际效应

逐渐减弱。 基于此， 我们就推进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合理安排土地供应， 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城镇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土地需求， 实证分析表明， 土地供应量在经

济高速发展阶段 （第Ⅱ类地区） 与城镇化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随着城镇化率的

提高 （第Ⅰ类地区），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发展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在城镇建设用地实

际需求不足的欠发达地区 （如第Ⅳ类地区）， 若地方政府不能合理安排土地供应， 不但

不能有效地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还有可能对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从第Ⅳ类地区到第Ⅰ类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 土地供应对城镇化发展的边际效

应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弱的趋势。 因此， 地方政府需要在准确认识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与城

镇化发展水平的前提下， 科学合理地预测地区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 合理安排土地供

应， 使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与城镇化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产业支撑。 一般而言， 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 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上

升。 实证分析发现， 由于第Ⅰ类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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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率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正相关关系显著； 第Ⅱ类地区处于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阶段，
第二产业比重较高，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将会趋向于第Ⅰ类地区； 第Ⅲ
类与第Ⅳ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第二、 第三产业的比重还有待提高， 而这两类

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率显著正相关，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

化发展。 显然，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三次产业对地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促进作

用不同， 城镇化发展也大体遵循由第Ⅳ类地区逐步向第Ⅰ类地区转变的规律。 当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 产业结构转型不但能够突破发展 “瓶颈”， 也能有效地促进城镇化率的

提高。 因此， 各地需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进而促进城镇

化率的提升。
第三， 加快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是

经济发展的基础， 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分析表明， 在欠发达地区，
基础设施水平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最大，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

显，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发展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因此，
针对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必须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也可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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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海峡两岸论坛———海峡两岸城市发展： 比较、 借鉴与合作” 学术会议召开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２４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湾学者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

环境研究所承办、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协办的 “第九届海峡两岸城市发展： 比较、
借鉴与合作” 学术会议在湖北省恩施州举行。 “海峡两岸论坛”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已经举办过八届。 本届

论坛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中共恩施州委和州政府的大力支持。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学部

委员王伟光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学部委员李扬做主旨演讲，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新

闻媒体记者共 １００ 余人出席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致辞中指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城镇

化进程快速推进。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 １ ７ 亿增加到 ７ ３ 亿， 城镇化率从

１７ ９％提升到 ５３ ７％ ， 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推动了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 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 然而， 中国的城镇化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例如， 呈现出重速度轻质量的倾向， 发展方式

仍较粗放， 不可持续、 不协调、 缺乏包容性等问题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主旨演讲中指出，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崛起， 极大地改变了世

界的面貌， 全球的分工、 生产和交换体系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际社会对全球进入 “新常

态” 已形成共识。
会上两岸学者主要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与治理、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台湾地区城市

发展模式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前景和海峡两岸城市发展合作前景等五个议题， 探

讨未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 主要模式以及海峡两岸今后的合作前景。 （武占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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