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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
空间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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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市场空间到 ２０３０ 年将呈现怎样的变化？ 作者将空间统计

方法与时间序列 ＡＲＩＭＡ 模型相结合， 利用中国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城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预测了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总体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将呈现明显的收缩聚集化态势，
总体变化幅度比较小， 主体依然位于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 其重

心持续向内陆方向移动。 全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收缩聚集化将推动华北平原与

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成为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的核心区， 消费市场空间向内

陆移动将引导中国经济相对均衡发展， 但全国经济的高度均衡发展可能需要

依靠国际市场的带动和国家产业政策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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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市场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二五”
规划提出， 在优化产业布局方面需要考虑 “市场空间” 因素； 在推进城市化战略格

局方面要 “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 由南向北拓展”。 中国市场空间能否

实现 “十二五” 规划所设定的 “由东向西、 由南向北拓展”？ 如果能够实现， 则市场

空间的扩张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 如果不能， 市场空间的变化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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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为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将空间统计方法与时间序列

ＡＲＩＭＡ 模型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简称 ＡＲＩＭＡ） 相结合，
利用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

市场空间的总体变化趋势。
市场引发经济空间聚集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的空间转型规律， 预测中国

未来市场空间的变化有利于认识全国经济空间的发展趋势。 空间聚集是世界发达国家

人均收入达到 １ 万美元之前的普遍经济规律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 中国目前的人均

收入远低于这一水平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顶峰

１４ ３ 亿左右 （蔡昉， ２０１０）。 因此， 空间聚集有可能是 ２０３０ 年前中国经济空间转型

的主旋律。 伴随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聚集过程在美国和欧盟地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美

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制造业高度聚集的平行四边形核心区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５４；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ａ）， 欧盟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高度聚集的香蕉型核心区 （李博婵，
２００９）， 加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高度聚集的五边形核心区 （李博婵， ２００９；
ＭＳＰＴＤ， ２０１１）， 均是空间聚集的典型案例。

为了直观而准确地刻画市场这只被亚当·斯密所称谓的 “看不见的手”， 本文使

用空间统计中的标准差椭圆方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ｌｉｐｓｅ， 简称 ＳＤＥ） 与时间序

列 ＡＲＩＭＡ 模型， 试图揭示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总体变化趋势。 这里市场空

间是指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消费市场规模与经纬度构成的球面空间。 标准差椭圆能

够清晰地描述市场空间的多维性和核心—边缘结构， 以揭示市场空间的重心、 展布

性、 密集性、 方位与形态， 比市场潜能、 市场邻近以及到市场的距离等方法更能全面

地展示市场空间的轮廓 （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ＡＲＩＭＡ 模型适用于经济时间序列变化复

杂、 波动性大的特点， 不需要确定时间序列的典型特征， 只需事先假设一个可能适用

的模式， 然后反复识别改进， 直至误差项只剩下随机因素的影响。 与线性回归分析模

型、 简单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和趋势外推模型相比， ＡＲＩＭＡ 模型更适应于具有典型趋势

特征的时间序列预测， 预测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使用的 ＡＲＩＭＡ
模型没有考虑影响消费市场变化的其他因素， 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介绍分析方法和数据， 第四

部分定量刻画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总体变化趋势， 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有关市场对中国空间发展格局的影响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 在理论方面， 一

些学者通过建立两个或三个区域的空间经济模型统筹考虑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对经济

空间聚集和区域差异的影响 （赵伟、 张萃， ２００９； 邓慧慧， ２００９）。 在实证研究方

面， 国内市场有别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 例如， 范剑勇等 （２０１０） 认为，
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国内市场潜力的作用大于国际市场潜力， 黄玖立、 李坤望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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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国内市场可以替代国际市场的作用， 促进地区的

均衡化或差异化发展。
市场空间研究特别是邻近性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是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的重要内容

（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０）。 市场潜能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市场邻近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和到全

国市场 （多点分布） 的距离是度量市场空间与市场邻近性的三个重要指标。 市场潜

能是地理学家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５４） 提出的基于地理距离测度市场空间可达性的指标。 市场

邻近指标则为市场潜能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基础， 即在度量市场潜能时考虑

了竞争或价格的影响 （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５）。 到市场的距

离需要计算国内市场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以及到国际市场的地理距离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５４） 使用市场潜能和到市场距离的方法识别了美国市场的

空间邻近性结构。 Ｈｅｒｉｎｇ 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０） 研究确定了中国省域市场潜能的区域分布

格局。 石敏俊等 （２００９） 研究确定了中国省区和市域尺度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赵作权 （２０１２） 使用网络空间统计方法确定了中国消费市场网络空间的核心—边缘

结构， 包括市场的中位城市、 轴线与 ５０％分位线等。
利用标准差椭圆等空间统计方法对社会经济时空趋势预测也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

者的兴趣。 Ｔｅｌｌｉｅｒ （１９９５） 使用标准差椭圆方法预测美国人口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６０ 年的空间分布态势。 Ｈｕｆｆ （１９８６） 利用平均中心和标准距离法预测了美国洛杉

矶市某地区待租房屋格局的重心和地理范围。 方叶林等 （２０１３） 利用灰色预测和标

准差椭圆方法对 ２０２０ 年安徽省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ＡＲＩＭＡ 模型是

统计学用于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之一 （Ｂｏｘ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被广泛应用于长期和中短

期经济预测。 长期经济预测包括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预测 （王莎莎等，
２００９） 与石油价格的预测 （梁强等， ２００５； 胡爱梅、 王书平， ２０１２）， 中短期预测涉

及中国进出口总额 （沈汉溪、 林坚， ２００７） 与城市 ＧＤＰ （龚国勇， ２００８） 的预测。
综上所述， 目前有关市场空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市场的局域空间 （相邻城市之

间的影响） 和区域空间 （省域尺度）， 基于市场全域空间和连续空间视角的研究则刚

刚开始 （焦志伦， ２０１３）， 标准差椭圆方法已经用来揭示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变化趋

势 （赵璐， ２０１３）。 同时， 适用于全域空间、 连续空间的经济社会变化预测的空间统

计方法已经较多运用于人口等因素的空间变化预测， 而对市场空间变化预测的研究还

没有引起关注， 本文则尝试将标准差椭圆方法运用于中国市场空间的趋势预测。

三、 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文对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针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展开， 城市区

位经纬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图出版社， 消费市场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表示， 数

据主要来自 １９８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的全市数据。 ２０３０ 年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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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预测涉及全国 ９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见图 １）。 这 ９１ 个城市在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保持稳定的行政区划， 其人口增长或变化趋势相对稳定， 而其他城市在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行政区划有较大的调整， 人口数据变化幅度非常大。 例如， 保定市在 １９９４
年由保定市和保定地区合并而成， 全市人口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７４ ８ 万增加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２２ ４ 万，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３０ ０ 亿元增加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７ ９
亿元， 这种一年之内人口和消费市场规模的巨幅 （大于 ２００％ ） 增长主要来源于行政

区域的扩张， 因此若将这类城市纳入全国消费市场空间预测， 会导致使用的城市

（空间） 界定出现不一致， 由此削弱市场空间预测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因此， 为了保

证数据的一致性和预测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剔除了这些行政区划变化较大的城市。 为

了弥补 ２０３０ 年消费市场空间预测涉及全国城市数量较少的缺陷， ２０１５ 年消费市场空

间预测覆盖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这些城市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保持相对稳

定的行政区划， 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图 １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分布示意图

（二） 研究方法

标准差椭圆和标准距离方法能够精细地揭示各种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 （Ｂａｃｈｉ，
１９６２； Ｌｅｆｅｖｅｒ， １９２６）。 标准差椭圆方法 （ＳＤＥ） 可以清晰地描述市场空间的全域结

构和轮廓， 并确定市场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 椭圆的中心是最邻近全国市场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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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靠近它的地方越邻近全国市场）， 椭圆长轴能够反映市场空间的主要展布方向，
椭圆的形状 （通过长短轴的比值体现） 能够描述市场空间的宏观形态， 标准差椭圆

总体覆盖了 ６８％的市场规模所对应的市场空间， 单位标准差椭圆面积上承载的市场

规模反映了市场空间的密集水平。 ＳＤ 能够计量市场的相对展布范围， 它以标准差椭

圆圆心为参照点， 并与其长轴、 短轴的长度之和相关 （Ｗｏｎｇ， １９９９）。
本研究主要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和加权标准距离方法， 并采用各城市对应的经济

要素指标表示相应的权重。 具体计算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０ 平台， 全国市场空间为 Ａｌｂｅｒｓ
投影坐标系 （中央经线为东经 １０５ 度， 标准纬线为北纬 ４７ 度）。

四、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变化趋势

对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长期预测是基于全国 ９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城市消费市场数据， 首先利用 ＡＲＩＭＡ 模型预测得到 ２０３０ 年各城市消

费市场数值， 然后通过标准差椭圆及标准距离测算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统

计参数。 对 ２０１５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预测是基于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展开的， 首先

计算得到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消费市场标准差椭圆的五个统计参数 （重心经度、 重心纬

度、 长轴、 短轴和方位角） 及标准距离， 然后基于标准差椭圆及标准距离序列运用

ＡＲＩＭＡ 模型预测得到 ２０１５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统计参数。
（一）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变化

根据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城市消费市场数据预测得到 ２０３０ 年消费市场空间格局

（见图 １）。 总体来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趋势：
１ 消费市场空间分布呈收缩集聚态势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依然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体。
消费市场空间呈现持续收缩集聚化趋势， 其标准距离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８０５ ８ 公里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９７ １ 公里， 再减少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７９４ ８ 公里。 消费市场的空间收缩主要来

自于扁平化趋势， 长轴长度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８７６ ５ 公里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５２ ２ 公里， 再

减少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８４４ ２ 公里， 短轴长度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７２８ ２ 公里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３７ ８ 公里， 再增加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７４２ ２ 公里 （见表 １）。 根据标准差椭圆的空间叠加

分析， ２０１０ 年市场标准差椭圆与 １９８５ 年市场标准差椭圆的空间相似指数 （即两个椭

圆相交面积与相并面积的比值） 为 ８６ ６２％ ， ２０３０ 年与 １９８５ 年的空间相似指数变为

８２ ４５％ 。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期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密集指数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１ ４７
（万元 ／平方公里） 扩大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００ ９３ （万元 ／平方公里）， 预测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３８３１ ２７ （万元 ／平方公里）。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呈现收缩集聚态势， 国

内市场对中国经济在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聚集与集中将发挥巨大的驱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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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分布参数

时间 经度（东经） 纬度（北纬） 标准距离（ｋｍ） 短轴（ｋｍ） 长轴（ｋｍ） 旋转角（度） 短轴 ／ 长轴

１９８５ 年 １１６ ７６６５ ３３ ８２０２ ８０５ ８ ７２８ ２ ８７６ ５ ２４ ３ ０ ８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６ ４８１０ ３３ ０１８３ ７９６ ３ ７２１ ９ ８６４ ４ １１ ６ ０ ８３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６ ３４５４ ３２ ９０２２ ７９７ ８ ７３３ ３ ８５７ ４ １４ ０ ０ ８５５

２０２０ 年 １１６ ２７６３ ３２ ８１８９ ７９７ １ ７３７ ８ ８５２ ２ １５ ４ ０ ８６６

２０２５ 年 １１６ ２３５２ ３２ ７６４８ ７９５ ９ ７４０ ２ ８４７ ９ １６ ２ ０ ８７３

２０３０ 年 １１６ ２００７ ３２ ７２６５ ７９４ ８ ７４２ ２ ８４４ ２ １６ ６ ０ ８７９

　 　 注：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为预测数值。

２ 消费市场重心向内陆移动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 全国消费市场重心 （主要位于安徽省阜阳市境内） 总体向西

南方向移动 （见图 ２），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 ２０３０ 年将移动 １３４ 公里， 其中将向南移动

１２８ 公里， 向西移动 ３７ 公里， 南北方向移动的距离大于东西方向移动的距离。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０ 年， 全国消费市场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了 ９４ 公里， 向南移动了 ９３ 公里，
向西移动了 １５ 公里；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３０ 年， 全国消费市场重心将向西南方向移动 ４２ 公

里， 其中向南移动 ３５ 公里， 向西移动 ２２ 公里， 向内陆移动的幅度明显变小。
（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消费市场的空间变化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变化不大 （见图 ３）， 主体仍位于华北平原

和长江中下游平原， 在此期间， 消费市场重心逐渐向南偏西方向移动， 但移动距离有

限， 消费市场出现空间收缩的同时， 其密集化程度不断提高。 与 ２００３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市场标准差椭圆的面积将下降 ２ ６％ ， 消费市场空间的标准距离将由 ８８７ 公里下降

至 ８６２ 公里， 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将下降 ８ 公里。 根据两个标准差椭圆的叠加分析，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０３ 年市场空间的相似指数①为 ９２ ９％ ， 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０３ 年的市场空间相

似指数为 ８６ ４％ ， 下降了 ６ 个多百分点。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 市场空间的标准差椭圆

长轴长度持续减小， 短轴先减小再增大， 表明市场空间在南北方向呈收缩趋势， 在东

西方向出现扩张趋势。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 全国消费市场重心位于安徽省阜阳市境内， 但市场重心向

南偏西方向移动约 ５ ９ 公里， 其中向西移动 ０ ４ 公里， 向南移动 ５ ８ 公里。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 全国消费市场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３ ８ 公里， 其中向东移动了

１ ５ 公里， 向南移动了 ３ ６ 公里。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５ 年， 消费市场重心将向西南方向

移动 ２ ９ 公里， 其中向西移动 １ ９ 公里， 向南移动 ２ ２ 公里。 此外， 在中国消费

市场出现空间收缩的同时， 消费市场密集化程度不断提高， 市场空间密集指数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１１ ２ （万元 ／ 平方公里） 提高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３３ ４ （万元 ／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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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空间相似指数等于标准差椭圆相交面积与相并面积之比。



图 ２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重心移动轨迹

预测 ２０１５ 年将达到 １２８９ １ （万元 ／ 平方公里）。
（三）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预测可靠性分析

１ ２０３０ 年预测结果可靠性分析

我们首先对全国 ９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消费市场的预测精度进行比较分析。 从

ＡＲＩＭＡ 模型的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Ｍｅ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Ｅｒｒｏｒ， 简称ＭＡＰＥ） 箱线

图来看 （见图 ４）， 有 ７４ 个城市预测的 ＭＡＰＥ 小于 １０％ ， 有 １５ 个城市预测的 ＭＡＰＥ
介于 １０％和 １５％之间， 只有 ２ 个城市 （莆田和六盘水） 预测的 ＭＡＰＥ 超过 １５％ 。 所

有模型 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Ｑ （ＬＢＱ） 统计量的 ｓｉｇ 值 （显著性水平） 均大于 ０ ０５， 即说明所

建立的各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彼此独立的。 总体上看， 大部分城市消费市场的预测效果

较好， 只有个别城市的预测误差较大。 特别值得注意是， 这里基于标准差椭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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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分布示意图

空间预测揭示的是一种空间结构变化， 不是对市场规模的直接表达， 因此， 如果所有

城市市场规模的预测值存在同样的偏差， 市场空间的标准差椭圆参数则不受这种偏差

影响。

图 ４　 中国 ９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预测模型的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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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１５ 年预测结果可靠性分析

首先， 对 ２０１５ 年标准差椭圆的 ５ 个预测指标 （重心经度、 重心纬度、 长轴、 短

轴和方位角） 和标准距离进行精度分析， 可以发现， 上述 ６ 个指标的拟合优度在

０ ２８ ～ ０ ６３ 之间变动， 其中拟合优度最高的为重心纬度的预测， 最低的为短轴的预

测； ６ 个预测模型的 ＭＡＰＥ （其值越小则预测精度越高） 均小于 １０％， 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Ｑ
（ＬＢＱ） 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０ ０５， 说明所建立的各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彼此独立

的。 从上述统计指标来看， ２０１５ 年消费市场标准差椭圆和标准距离的预测是可靠的。
其次， 将 ９１ 个地级市构成的全国消费市场空间与 ２８７ 个地级市进行直接比较。

比较二者的标准差椭圆， 可以发现， 两个椭圆的重合部分占 ２８７ 个地级市消费市场标

准差椭圆面积的 ８４ ９５％ ， 两个市场空间的耦合程度非常高 （见图 ５）， 说明以 ９１ 个

地级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空间基本上反映了全国的消费市场空间。 比较 ９１ 个地级市

与 ２８７ 个地级市所代表的消费市场空间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

现， 这两个由不同数量城市构成的市场空间的变化趋势大体是一致的 （见图 ６）。 对

比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间两者的标准差椭圆， 可以发现， ９１ 个地级市与 ２８７ 个地级市的

消费市场重心均是向中国内陆方向偏移， 空间展布的标准距离总体都有所减小， 标准

差椭圆方法 （ＳＤＥ） 空间密集化程度均显著提高， 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收缩中的密集化

态势。 说明本文市场空间长期预测部分使用的 ９１ 个地级市与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消费

市场的空间演化趋势是一致的， 也证明了本文的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四） 理论解释

新经济地理理论为解释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没有对外开

放和国际贸易的条件下， 国内市场与规模经济、 交通费用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制造业整

体形成核心—边缘结构， 核心区处于不断的空间聚集过程中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ｂ）， 劳

动力流动也会促使国内市场本身呈现持续聚集态势， 这里的国内市场既包括消费市场

也包括工业品市场。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 国际市场将引发人口的离心化趋势， 一些人

口逐渐远离聚集中心， 从而促使制造业集中水平下降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ｏｎｄｏ， １９９６）。
因此， 新经济地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本文预测的中国消费市场呈现收缩密集化、 扁平

化趋势。 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收缩密集化、 扁平化的趋势表明： （１） 消费市场自身具

有非常强劲、 持续的集中化态势； （２） 国际市场可能从东西两个方向促使中国消费

市场处于空间扩张状态。 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 反映国际市场影响的外商直接投资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２ 年一直处于空间扩张态势 （赵璐， ２０１３； 唐世芳、 赵作权， ２０１４）；
（３） 中国的产业政策可能对中国消费市场的东西向扩张具有一定的影响 （陈秀山、
徐瑛， ２００８）， 但其具体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地形地貌等自

然地理环境对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及其变化的控制作用。 事实上， 近一半的中国国内市场

高度聚集在以北京、 上海、 衡阳和西安为端点的 “钻石” 形地区， 体现了长江中下游

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对全国市场的支撑， 也体现了燕山、 吕梁山、 秦岭、 大巴山、 南岭

和武夷山等山脉对全国市场的空间阻隔作用 （赵作权， ２００９； 赵作权，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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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１ 年全国 ９１ 个地级市与 ２８７ 个地级市消费市场空间标准差椭圆对比

图 ６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０ 年 ９１ 个地级市与 ２８７ 个地级市消费市场密集度与标准差距离变化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时间序列 ＡＲＩＭＡ 模型和空间统计方法相结合， 利用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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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费市场数据， 清晰地揭示了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费市场的空间变化趋势。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总体呈收缩集聚态势， 密集度不断提高， 主体依然位于华北平原与长

江中下游平原， 空间变化幅度比较小。 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０３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相对面积

（标准差椭圆面积） 将下降 ２ ５％， ２０３０ 年较 ２００３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相对面积将下

降 １ ９％。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的重心向内陆方向移动， 但总体移动距离有限， 其中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５ 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５ ９ 公里，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３０ 年中国消

费市场空间的重心将向西南方向移动 ４７ 公里， 在此期间， 受成渝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经

济拉动的影响，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轴线呈顺时针旋转。 此外， 全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收缩

聚集化趋势将推动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成为中国城市化、 工业化的核心区， 消费

市场空间向内陆移动将引导中国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 中国消费市场空间呈收缩密集化、
扁平化的态势， 表明国内市场正在推进全国经济一体化进程。 但由于市场空间变化有限，
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可能需要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的带动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

全国消费市场空间的收缩密集化发展态势， 为依靠国内市场优化全国产业布局、
城市化格局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建议政府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

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作用， 构建以华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国家核心区，
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沿海—内陆双轮驱动的发展轨道。 要加大邻近中国消费市场重

心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尤其应加强对以郑州、 武汉为代表的巨型经济区的投入与支

持力度 （赵作权， ２０１３）。 郑州、 武汉巨型经济区最邻近全国市场， 具有最强的全国

市场空间关联性， 其发展能有效地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 （赵作权， ２０１２）。 同

时， 应加强西安和成渝经济区对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 从而有效减小中国经济发展的

空间不均衡性。 最后， 需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 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 提升中国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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