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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解决城乡不平衡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已有相关研究，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倒Ｕ型”关系理论假设出发，进一步

理清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为验证这一假设，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城市尺

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空间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城

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显著存在。②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

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基于“核心－边缘”的对比发现，不同因素效应存在差异，如交通状况在

核心区效应的不显著与边缘区的显著等。③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为“Ｕ型”、间接效应为

“倒Ｕ型”，且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０．８４２、０．６４８，这可能与研究期较高的城镇化率有直接联系。对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不同

区域对比看，较为发达的核心区二者之间始终呈现“Ｕ型”关系、边缘区则为“倒 Ｕ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

０．８４３、０．８７７与０．４８１、０．６７３，但均处于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的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城市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消除边界壁垒以提升要素流动便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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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成为解决“不平衡发展”难题的重要内容。与“增长

奇迹”相伴的显著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消费、降低效率

等阻碍经济增长，也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１－３］。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协调发展面临更加复

杂挑战，制定科学政策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仅是解

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也能够有效激发内需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３］。

城乡收入“绝对平均主义”并不现实，理论与实践关注

焦点在于，如何推动这一差距缩小［３－５］。２０世纪以来，学者
基于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泰尔指数等指标，采

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ＥＳＤＡ等方法，分析不同区域、不
同尺度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规律［５－９］。研究发现这一差

距在不同区域均显著存在，如东中西差异及城市群“核心－
边缘”格局依然显著、相对稳定等，表明推动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任重道远”［８－１０］。在此基础上，学者基于定性分析及

多元线性回归、空间计量等定量方法，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演

变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基础设施、对外开

放、政府政策等综合作用结果，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驱动

因素存在一定差异［１，６，１０－１２］。特别地，随着一体化进程推

进、交通设施完善和要素流动障碍弱化等，城乡收入差距越

来越受到周边区域影响［１０，１３］。总体上，多样化研究成果，为

准确把握城乡收入差距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进而制定政

策以推动这一差距缩小，提供了科学参考。

发展经济学等理论认为，通过城镇化引导农村人口向

城镇转移，缩小城乡人口边际产出与报酬差距，是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可行策略［４，７，１１］。但事实上，尽管我国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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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２％迅速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９．５８％，但

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带来城乡收入增长同时，二者差距并未

出现明显下降［２，７］。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区

域协同发展主阵地、资源高度集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城市群，在引领我国更大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得到进一步认可，对城市群这一特殊区域城镇化与城乡收

入差距关系的进一步探讨，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

具有更加重要的实践价值。

１　理论机制分析与文献综述

１．１　理论机制分析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生产率更快

提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１，１４］；另一方面，城镇产业结

构优化吸引更多优质要素的集聚，农村资源特别是高素质

劳动人口的短缺，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１５］。总体上，在

差异化要素集聚、人口流动和政府引导等综合作用下，城

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这也是当

前研究主要观点［１５－１７］。

微观层面的人口迁移，宏观上表现为城镇化率的改

变［１５］。基于“倒Ｕ型”理论假设［４，７，１６］，分析经济发展过程

中，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关系，见图１。经济发

展初始阶段（Ａ点），城镇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农村，城乡

之间存在明显收入差距［１，３，１８］。起步阶段（Ａ－Ｂ），资源总

体紧缺、人口流动限制较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稳定。而

后（Ｂ－Ｃ），随着城镇偏向性发展政策实施，资源加速向城

镇集聚，不仅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带动城镇居民收入快

速增长，也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加快产业转型等促进城镇

经济增长，城乡发展“核心 －边缘”格局得以进一步确

立［９，１５］。对于农村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对农

产品需求的增加及乡村产业“规模化”经营的便利，带来

图１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关系

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发展要素相对不足，制约农村生

产效率提升［９，１９］。总体上，城镇成为政策、资源集聚地，要

素差异化集聚及其带来的城乡劳动力生产效率差异化演

变，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面对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各级政府也

会积极发挥“有形的手”作用进行宏观调控［２，９］。假设城

镇化率提高到Ｃ点，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但城镇化仍

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此后，规模不经济带来城镇规模报酬

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即劳均产出和工资增速放缓［１３－１５］；城

乡联通进一步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扩散效应”超过“集聚

效应”成为城乡之间新互动关系［３］。对于农村而言，政策、

资金、人力等逐渐向这一“洼地”集聚，进一步为农业规模

化、机械化经营和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提供了基础，劳均报

酬得以更快的增长；此外，农村生态项目、旅游项目等日渐

兴起，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经济活力和农民收入［８，１５］。在

“扩散效应”逐渐显现时期（Ｃ－Ｄ），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

小，并延续到城镇化稳定发展期（Ｄ）。而后，均衡化发展

政策、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下，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稳定但不

会消失，即城乡一体化而非一样化［４，７，９］。

１．２　文献综述

学者采用差异化指标、计量方法，对我国不同尺度、不

同时期的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研究，但并未

获得一致结论。总结发现，主要包括以下４类。

１．２．１　城镇化率提升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劳动

力边际生产率、报酬水平等趋于扩大，即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进一步扩大［７］。如对江苏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

镇化水平提升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２０］。

１．２．２　城镇化率提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不仅直接提高了

农村居民收入，也通过影响城乡劳动力规模、劳动报酬等，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１１，２１］。如相关研究发现，２１世纪

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２１］。

１．２．３　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非线性

经济增长率先出现在资本密集的城镇现代工业部门，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

化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规模扩大、政府发展政

策转变及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等，农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

带来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二者之

间呈“倒Ｕ型”关系［３，１６，１９］。但不同学者对拐点认识存在

差异，如Ｗｕ和Ｒａｏ［１７］发现城镇化率高于０．５３后推动城

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孔艳芳［７］发现考虑空间相关后这一拐

点在０．３０～０．３７之间。此外，少数学者认为城镇化起步阶

段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带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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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收入差距扩大，即二者之间呈现“Ｕ型”关系［３，９］。

１．２．４　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分异

如欧阳金琼等［１９］发现，在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

农业劳动力丰富的地区，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在经

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稀缺的地区，二者之

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此外，不同研究对同一区域研究也

呈现差异化结果，如李长亮［２２］认为西部地区城镇化扩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刘赛红和朱建［２１］发现西部地区城镇

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

作为一种复杂经济社会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

城乡作用的差异，带来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非

线性演变［５，７，１３］。学者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

究得到迥异结论，这与指标选择、模型设定及研究区域、研

究时段等，都存在直接联系［１１，１３，１７］。如研究方法上，忽视

“空间效应”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１０，１３，２２］；多数基于省

级尺度的探究，忽视了省内异质性问题［７，２０］；作为核心指

标的城镇化率测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现实，但多数基于户籍人口的指标难以准确反映经济社

会发展现实［６，１３，２０］。为此，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研究现

实意义，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面板数

据，对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进行

探究，进一步实证检验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是否成立。此外，对长江三角洲这一我国城镇化

水平最高城市群相关问题研究，可以为其他区域政策制定

提供前瞻性参考。

２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２．１　模型构建

一体化深化带来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受到周边城

市影响。对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江三角洲城镇化

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定量测度。较早研究中，考虑

空间因变量滞后的空间滞后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Ｍｏｄｅｌ，

ＳＬＭ）、空间误差项自相关的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是常用的空间计量方法；随着研究深入，学者

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同时来自因变量空间滞后与随机

冲击导致的误差项变化，并据此构建了综合考虑上述两种

空间溢出机制的空间杜宾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ｕｒｂｉｎＭｏｄｅｌ，

ＳＤＭ）、空间交叉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ＳＡＣ）［１０，２３－２６］。

不同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也

表现为差异化经济含义［１０，２５］。因此，如何科学选择合理的

计量模型，成为定量研究重要基础。参考已有研究成

果［２４－２６］，遵照ＯＬＳ－［ＳＥＭ／ＳＬＭ］－ＳＡＣ－ＳＤＭ的路径，

对相关模型进行设定、检验。其中，ＳＤＭ、ＳＡＣ、ＳＬＭ、ＳＥＭ

模型的基准计量模型分别如公式（１）、（２）、（３）、（４）所示：

Ｙｉｔ＝β０＋ρＷ·Ｙｉｔ＋β１Ｘｉｔ＋β２ｌｎＸｃｏｎｔｒｏｌ＋

θ１Ｗ·Ｘｉｔ＋θ２Ｗ·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εｉｔ （１）

Ｙｉｔ＝β０＋ρＷ·Ｙｉｔ＋β１Ｘｉｔ＋β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μｉｔ
μｉｔ＝λＷ·μｉｔ＋εｉｔ （２）

Ｙｉｔ＝β０＋ρＷ·Ｙｉｔ＋β１Ｘｉｔ＋β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εｉｔＹｉｔ
＝β０＋β１Ｘｉｔ＋β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μｉｔ

μｉｔ＝λＷ·μｉｔ＋εｉｔ （３）

Ｙｉｔ＝β０＋β１Ｘｉｔ＋β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μｉｔ
μｉｔ＝λＷ·μｉｔ＋εｉｔ （４）

其中，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Ｘｉｔ为解释变量，Ｘｃｏｎｔｒｏｌ为若干

控制变量；β为回归系数，ρ为因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θ为

空间交互项系数，λ为空间误差项系数，εｉｔ为误差项。当

ＳＤＭ、ＳＡＣ、ＳＬＭ、ＳＥＭ中所有空间项系数均为０时，就可以

得到经典的ＯＬＳ回归模型：

Ｙｉｔ＝β０＋β１Ｘｉｔ＋β２Ｘｃｏｎｔｒｏｌ＋εｉｔ （５）

以地 理 距 离 负 指 数 衰 减 形 式 构 造 空 间 权 重

矩阵ｗｉｊ
［２６－２７］。具体方法为：

ｗｉｊ＝
ｅ－ｄｉｔ／ｄｍａｘ　　ｄｉｊ≠０（ｉ≠ｊ）

０　　　　ｄｉｊ＝０（ｉ＝ｊ
{

）
（６）

其中，ｄｉｊ为城市之间的距离，ｄｍａｘ为长江三角洲城市

间距离最大值。

２．２　变量选取

结合研究目的、数据可得性等，对相关变量选取做以

下说明。

２．２．１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征城乡收入差距。尽管

２０１３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但鉴于这

一指标并未发生明显跳跃，对这一数据并未进行调整。

２．２．２　解释变量

城镇化率 （Ｕｒｂ），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

征。假设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

实证分析中将平方项（Ｕｒｂ２）一并纳入解释变量中。

２．２．３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消除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相关性，选

取以下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经济发展通

过影响收入分配效率，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１３］，以人均

ＧＤＰ表征经济发展水平。② 产业结构（Ｉｎｄ）。产业结构通

过影响人口流动推动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特别是产业高级

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边际收益提升等［６，９］。以第二、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表征产业结构。③ 城市财政水

平（Ｆｉｓ）。政府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９，１１］，相关政策发挥需要财政支持，选择

人均财政支出表征城市财政水平。④ 交通设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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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交通设施的完善，一方面强化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

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降低人口流动成本、发挥

扩散效应拉动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

响［３，６］。采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通行里程，表征城市交通设施

状况。⑤开放水平（Ｏｐｅ）。对外开放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人口流动等

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１１］。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ＧＤＰ比

重，表征城市开放水平。

２．３　数据说明

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准，

将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区域，以城市尺度数据

为基准进行研究。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统

计公报等。处理过程主要如下：①以 ２０００年行政区划

为基准，共包括４２个城市单元，并以县级数据为基准，

对涉及区划调整城市数据进行估算。②经济数据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准，结合 ＧＤＰ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

对数据进行可比价调整。③缺失数据，参照历年增长

率估计。④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值，将当年美元

计价进出口总额换算成人民币，并除以名义 ＧＤＰ获得

当年城市开放水平。

３　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实证

３．１　计量模型的选择

首先采用 ＯＬＳ方法检验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

响，并借鉴相关研究方法［２５－２７］，探讨ＯＬＳ回归残差项的空

间相关性（图２）。结果发现，ＯＬＳ回归残差项存在明显空

间相关性，即普通 ＯＬＳ回归忽略空间相关性可能导致结

果的偏误。

借鉴Ａｎｓｅｌｉｎ等［２３］提出的方法，对模型拟合效果进行

检验、比选。首先，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表明面板模型选择固定效

应较为合适（表１）。采用极大似然法对相关模型分别估计

（表２），发现空间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印证了空间计

量模型的必要性。不同模型回归结果对比看：一方面，ＳＤＭ

拟合优度、对数似然值均为最高；另一方面，ＳＤＭ较其他模

型具有更多回归系数显著特点。进一步对ＳＤＭ进行Ｗａｌｄ

检验、ＬＲ检验（表３），发现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的统计量均在１％水平上

显著，进一步验证了 ＳＤＭ最优拟合效果的结论。此外，

ＳＤＭ模型回归系数无法满足模型转化的原假设Ｈ０：θ＝０

与θ＋ρβ＝０，即ＳＤＭ不能转换为ＳＬＭ、ＳＥＭ，其拥有的两种

空间传导机制不可忽视。综合而言，选择ＳＤＭ对城镇化率

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３．２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看（表２），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

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

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且估计系数均通过５％显著性水

平检验。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空间交互项系数均存在一

定差异，表明在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过程中，不

同因素效应有所差异。

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Ｕ型”

关系，与多数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长江三角洲较高

城镇化率有直接关系：已有研究发现“倒 Ｕ型”拐点在

０．３０～０．５５之间［７，１６－１７］，而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长江三角洲城

镇化率平均值约０．５３，可能处于“倒 Ｕ型”拐点之后。此

外，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要素城乡流动格局［２，５，１０］，但对于较

高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需要后续

深入研究以验证。从空间交互项系数看，二者呈现“倒 Ｕ

型”关系，表明城镇化率对自身与周边城市影响存在一定

差异。空间滞后项系数为０．３８９，且通过１％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考虑通过城市协调发

展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３．３　效应分解下的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既包含因变量空间滞后项，也包含

自变量空间滞后项，表２中估计参数无法准确表征因素的

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利用“求偏微分法”，对驱动因素的

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测度［２３－２５］。具体结果

见表３。

图２　ＯＬＳ估计残差的全局自相关结果

表１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

估计项 统计量 ｐ值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３６．９１２ ０．００

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２８．０１４ ０．００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３９．６３８ ０．００

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３７．６８２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２．１８８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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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化率这一解释变量看：①直接效应中，二者之间呈

“Ｕ型”关系，且城镇化率拐点约为０．８４２，表明２０００年以

来城镇化推进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发达国家经验表

明，城镇化率达到８０％以后城镇化将进入相对稳定状态，

这与前文理论分析并不冲突。②间接效应方面，二者之间

呈现“倒Ｕ型”态势，表明城镇化推进率先对周边发展呈

现虹吸效应，带来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９］，随着扩

散效应显现、城乡人口流动加快等，城镇化推进带动周边

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镇化率拐点为０．６４８。③从总

效应看，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Ｕ型”关系，

表明推动城镇化进程，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具有重

要的意义。

从控制变量看：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推动自身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但带来周边城市差距扩大，表明经济从粗

放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均衡化发展策略取代城镇偏向性

发展导向，但城市对高端要素竞争、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

城镇之间交流显著强于城乡，导致溢出效应为正。②城镇

化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非农化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

力、扩大城镇居民收入提供了可能，也对劳动力素质提出

了较高要求，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区域

产业联动带来空间溢出效应为正。③财政水平提升能够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带动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缩

小。作为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无论是城乡一体

化还是区域一体化发展，都已成为政府重要考量，要素流

动障碍弱化等有效促进了区域联动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④交通水平改善抑制了自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

有利于推动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表明城镇对高端

要素“虹吸效应”依然存在，带来周边城市城乡边际收益

差距缩小，且总体上交通设施完善依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重要力量。⑤开放度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有效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低端出口加

工型产业的转移、外资从城镇向农村或周边欠发达地区的

扩散等，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

３．４　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区域对比

无论是政府主导规划，还是学术研究的区域划分，都

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间发展存在的显著差距。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将长江三角洲分为核心区、边缘区［２６，２８］，上

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泰州、南通、杭州、

宁波、绍兴、嘉兴、台州、湖州、舟山等１６个核心区城市发
展水平相对较高、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早、城市间联系相对

表２　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ＳＬＭ模型 ＳＥＭ模型 ＳＡＣ模型 ＳＤＭ模型 变量 ＳＤＭ模型

Ｕｒｂ －２．５８８

（－３．６９）

－３．１２４

（－４．３６）

－６．７２３

（－９．７９）

－６．２５６

（－６．６６）

Ｗ·Ｕｒｂ ５．７０１

（３．９８）

Ｕｒｂ２ １．５１９

（１．４９）

１．９８９

（２．０２）

４．８４９

（１０．０３）

４．５８５

（４．３２）

Ｗ·Ｕｒｂ２ －４．２９５

（－２．１２）

ＧＤＰ －０．０３３

（－２．８４）

－０．０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１

（－８．５２）

－１．１４７

（－２．０８）

Ｗ·ＧＤＰ ０．１３０

（２．２７）

Ｉｎｄ ０．７６０

（２．１２）

０．５７０

（１．５９）

０．７９６

（２．０６）

１．７２６

（４．６６）

Ｗ·Ｉｎｄ ２．５０６

（６．２６）

Ｆｉｓ －０．１６６

（－３．０５）

－０．１８４

（－３．１１）

－０．０６７

（－０．９１）

－０．３４７

（－３．５８）

Ｗ·Ｆｉｓ －０．１０６

（－４．８１）

Ｔｒａ －０．１５３

（－４．４８）

－０．０９９

（－１．４１）

－０．１１６

（－３．１１）

－０．１４７

（－３．５３）

Ｗ·Ｔｒａ －１．０２９

（－８．９４）

Ｏｐｅ －０．０９６

（－１．０９）

－０．１２７

（－２．６７）

－０．１２９

（－３．５４）

－０．２０１

（－４．８４）

Ｗ·Ｏｐｅ －０．３７９

（－７．９２）

ρ ０．２９７

（２．８８）

０．３２１

（３．３２）

０．３２８

（３．２６）

０．３８９

（３．７２）
／ ／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０９ ０．５８８ ０．６２９ ０．６８１ ／ ／

ＬｏｇＬ １１５．６１８ １３５．８３３ １３５．５４５ １５６．７０７ ／ ／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圆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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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这也是长期以来宏观规划与相关研究的重要划分方

表３　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Ｕｒｂ －２．５７７

（－３．３１）

－６．０４２

（－６．２４）

３．４６５

（３．０３）

Ｕｒｂ２ ０．９１７

（２．０１）

３．５８７

（５．０７）

－２．６７０

（－１．７９）

ＧＤＰ
－０．４０７

（－２．０５）

－０．４２８

（－１．８３）

０．０２１

（２．２０）

Ｉｎｄ
４．７２３

（４．２７）

２．４５０

（１．４２）

２．２７３

（４．２９）

Ｆｉｓ
－０．１１７

（－３．６６）

－０．１１３

（－３．５９）

－０．００４

（－３．６６）

Ｔｒａ
－３．６４８

（－４．６５）

０．０２３７

（０．５４）

－３．６７２

（－４．７６）

Ｏｐｅ
－０．４４１

（－４．６６）

－０．０４１

（－２．０４）

－０．４００

（－４．７１）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圆括号内为ｔ值。

法。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看（表４），核心区表

现为“Ｕ型”特征，而边缘区为“倒Ｕ型”特征，即区域发展

差距与二者关系有直接联系。核心区、边缘区空间滞后项

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所有

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均存在显著空间效应。回归系数、

空间交互项系数的差异表明，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城乡协

调发展中，应做到政策的“因地制宜”。

采用“求偏微分法”，对不同区域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与总效应进行测度（表５）。不同区域城镇化率与城乡收

入差距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且城镇化率对边缘区城乡收入

差距影响更大：核心区三类效应均表现为“Ｕ型”关系，直

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０．８４３、

０．８７７、０．８６１，核心区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８年城镇化率均值分别

为０．５２６、０．７１４，表明城镇化率提升依然有助于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边缘区均呈现“倒 Ｕ型”关系，直接效应、间接

效应、总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０．４８１、０．６７３、０．５５４，

边缘区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８年城镇化率分别为０．３２７、０．５８２，同

样表明加快城镇化进程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但如

何弱化对周边城市的负面影响，是未来政策制定中需要考

虑的问题。

不同区域控制变量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①经济发展

表４　不同区域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核心区 边缘区 变量 核心区 边缘区

Ｕｒｂ －２．０９４

（－２．９７）

１２．４４０

（６．９３）

Ｗ·Ｕｒｂ －２．２９４

（－３．４６）

２２．７０９

（５．８２）

Ｕｒｂ２ １．２５３

（２．１０）

－１２．４６４

（－７．７３）

Ｗ·Ｕｒｂ２ １．３６８

（３．７２）

－１８．３４６

（－６．９１）

ＧＤＰ －０．９９５

（－３．６２）

－０．３１４

（－７．３６）

Ｗ·ＧＤＰ －１．６２８

（－４．８６）

１．２４４

（６．２１）

Ｉｎｄ －４．５０１

（－８．１７）

３．６０１

（６．６３）

Ｗ·Ｉｎｄ －４．４４１

（－５．８３）

５．７２２

（７．０５）

Ｆｉｓ －０．４５０

（－３．５５）

０．１２６

（０．８２）

Ｗ·Ｆｉｓ －０．０４７

（－２．３９）

１．７４３

（０．６２）

Ｔｒａ ０．０２７

（０．５９）

－０．２１９

（－２．１７）

Ｗ·Ｔｒａ －０．５４８

（－２．９３）

０．６２９

（２．２８）

Ｏｐｅ －０．１８７

（－４．１３）

－１．２００

（－３．９９）

Ｗ·Ｏｐｅ －０．７２１

（－５．１２）

－２．４１８

（－５．６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５７ ０．５９７ ρ
０．５９７

（４．５６）

０．２２５

（３．３７）

ＬｏｇＬ ２９６．９４７ ８５．８０４ 观测值 ３０４ ４９４

　　注：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圆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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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直接效应在核心区为不显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

负效应，前者受城市转型发展中，对高质量要素需求提

升及低端要素效应下降等影响；间接效应在核心区为显

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正效应，表明欠发达城市发展

仍以集聚周边城市要素为主。②产业结构在核心区为

显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正效应，前者表明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劳动力素质也得到提升，并与产业

结构匹配，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活力，

且城市之间发展联动性较好［１３］；后者仍受限于城镇偏

向性发展政策、劳动力等要素质量差异，城市间对优质

要素竞争依然强烈，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

差距。③人均财政支出在核心区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

城镇偏向政策依然是边缘区发展主导战略，城镇更快发

展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溢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竞

争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④对于可得性较好的核心区

而言，交通状况已不再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重要因素；

但边缘区显著为负的直接效应、正的溢出效应表明，交

通改善有助于加快城乡人口流动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

与不同要素流动能力差异有关，如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

人口流动性更强。⑤开放水平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表

现为负效应，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通过提供就业

岗位、提升劳动力质量等，有效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但边缘区不显著直接效应表明，在外向型产业仍然集聚

在城镇、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为主的阶段，对外

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多重效应。

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人口城乡流动推动的城镇化进程，是城乡收入差距演

变重要动力。区域一体化深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演变

不仅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也与周边城市发展息息相

关。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尺度数据，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长江三角洲城

乡收入差距演变重要因素，但核心区与边缘区城乡收入差

距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存在

的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政策制定应重视城市之间协调

发展。

基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分析发现，总体上

二者之间直接效应呈“Ｕ型”关系、间接效应呈“倒Ｕ型”关

系，城镇化率拐点分别约为０．８４２、０．６４８；区域对比发现，核

心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呈现“Ｕ型”关系，边缘区呈现

“倒Ｕ型”关系。二者关系演变的多样性及与多数研究“倒

Ｕ型”结论的明显差异，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复

杂、非线性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现的不同城镇化阶

段，城乡要素流动的总体状况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发达地

区城乡要素效率差异的缩小、要素区位对综合成本的考虑

及户籍制度壁垒的弱化等，具有更好发展环境的发达地区

再次成为要素集聚区，人口等随之向城镇地区集聚。但城

镇化率较高的转变门槛表明，当前对于不同区域而言，加快

城镇化进程同样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重要举措。

表５　不同区域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效应类别 Ｕｒｂ Ｕｒｂ２ ＧＤＰ Ｉｎｄ Ｆｉｓ Ｔｒａ Ｏｐｅ

核心区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５．４４７

（－２．８８）

－２．５７５

（－３．７４）

－２．８７２

（－３．３８）

３．１６５

（２．９２）

１．５２７

（３．４６）

１．６３８

（３．４３）

－０．５６５

（－３．７０）

－０．０１９

（－１．２５）

－０．５４６

（－３．９０）

－４．６９７

（－４．５０）

－２．７５０

（－８．５５）

－１．９４６

（－３．９３）

－０．１４２

（－２．３４）

－０．０２４

（－３．５６）

－０．１１８

（－２．３０）

－０．１６９

（－０．７７）

０．０６２

（１．２３）

－０．２３０

（－１．１１）

－０．９５２

（－３．８３）

－０．０５４

（－２．０４）

－０．８９８

（－３．９１）

边缘区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８．９１０

（４．５５）

４．８０４

（４．３０）

４．１０５

（４．２３）

－８．０４７

（－４．８５）

－４．９９８

（－４．４７）

－３．０４８

（－４．５７）

０．８９２

（４．７０）

－０．１４３

（－６．１８）

１．０３５

（４．３０）

２．０１４

（５．４４）

０．７８０

（２．６３）

１．２３４

（５．１８）

０．３８３

（０．６１）

０．０７７

（０．５９）

０．３０７

（０．４８）

０．３５４

（２．１１）

－０．６１０

（－１．９２）

０．９６４

（２．０３）

－０．１７３

（－４．４７）

－０．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５１

（－４．６６）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圆括号内为ｔ值。

·４３·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



４．２　政策启示

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除提高城镇化率以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外，也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如户籍制度改革、完善

基础设施网络、协同制定大中小城市发展规划等举措，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依靠“有形的手”引导

资源在区域、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在此过程中，显著空间溢

出效应，要求相关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不同要素溢出效

应，多政策、多区域配合，加快区域、城乡全面一体化，高质

量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尽力“因地制宜”。对于发展

水平较高地区而言，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提升同时，

率先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塑造农村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产

业转移、人口流动等，带动周边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发展。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完善区域、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网络，

以“乡村振兴”契机提升人才等要素质量，积极强化与区域

发达城市之间经济联动性，充分借势发达城市“溢出效应”

实现自身快速发展。

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现复杂性，基于最

发达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研究，可补充当前多数基

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究的不足，为全国其他地方政策制

定提供参考。但该研究同样存在进一步讨论空间，如城镇

化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对空间溢出效应驱动因素的

探究、不同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探讨等，特别是

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Ｕ型”关系机制的深入探讨，相

关问题对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实现精准施策等具有重要

意义，也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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