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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沿海与内陆经济格局演变研究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中国省级与市级层面数

据，基于ＧＩＳ空间表达、空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等方法对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改革

开放一段时期后，内陆地区加快了对沿海地区的追赶，中国经济发展渐显内陆化的征兆。省级与市级层面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数

据分析显示，２００８年之后，内陆地区经济增速超过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经济地位逐步上升。②２００８年前后，距海岸线距离与区域经济

增长速度呈现不同关系：２００８年之前，距海岸线越近区域增长越快；２００８年之后与此相反。省级与市级层面表现一致，其经济增长的

高值区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转向距海岸线较远的内陆地区。③在内陆地区内部，经济增长出现分化现象，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其

他地区相对较慢。２００８年后经济分布中心在向内陆地区移动中出现西南向偏移，２０１８年经济增长高值区转向西南内陆地区。④模

型分析表明，生产要素、交通条件、政府因素等是变化的主要原因。在生产要素中，资本投入正向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其影响程度在

２００８年之后有所减弱；工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２００８年之后由负向转为正向，内陆地区较低工资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但人口

优势有待进一步体现。内陆地区交通条件大幅改善、政府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等因素，也显著影响内陆地区经

济增长。该研究可为国家制定相关区域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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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幅员辽阔，既是海洋大国又是陆地大国，自然地

理条件复杂多样。区域经济差异明显，沿海和内陆地区差

异很大。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获得巨大收益，吸

引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

国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而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改善，要

素价格优势、市场潜力优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倾斜以及

沿海地区负外部性效应的增强（生产要素回流、环境保护、

产业结构升级等），内陆地区经济出现较快发展。沿海与

内陆地区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内陆地区如何实现追赶？

中国经济是否出现内陆化趋势［１］？现有研究存在不同观

点。作者尝试从现有研究争论出发，从沿海和内陆地区经

济格局演变的角度探讨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中国沿海与内

陆地区的经济关系变动。

１　理论框架

１．１　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格局的演变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研究，总体上认为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差

异缩小，经济重心有向西部内陆地区移动的趋势，但学者

们对这个转换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认识。如有人认为改

革开放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济增长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南

沿海地区，２０００年以来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有向外扩散

的趋势［２］。从劳均 ＧＤＰ增长率看，这一节点在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１年之后内陆地区生产率高于沿海地区［３］。也有人认

为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开始逆转［４］，沿海和内

陆两个增长俱乐部的生产率水平开始趋同［５］。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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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在２００３年之后呈向西北迁移的趋势，地区间条件收

敛趋势十分显著［６－７］，消费、ＧＤＰ、人口重心也在２００３年之

后向内陆移动［８］。从制造业的转移看，沿海地区向中西部

内陆地区转移的时间节点在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年之后沿海地

区的ＧＤＰ份额也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２００７年之后这

一迁移趋势的幅度变大［９］。还有学者认为，“十一五”以

来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全国经济呈现出向内陆移动的空

间发展特征［１０］。内陆省份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带来经济

重心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出现向西偏移的新趋势［１１］。中国的

整体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各种经济要素和工业活动高度

向东部地区集聚，逐步转变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转移扩散［１２］。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

移西进”的态势，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由东部向中西部局部

推移［４］，出现沿海－内陆共生的经济空间格局并逐步均衡

化［１３］。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明显高于沿海地区［１４］。

中国经济正经历从沿海向内陆的空间扩张过程，经济重心

持续西移［１５］。２１世纪初，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地位

已经开始逐步让位于内地，内陆地区接力沿海地区增长保

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１６］。以上研究从不同时间

段、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指标论及２０世纪后期经济向沿海

集中，２１世纪开始逐渐转向内陆，但由沿海转向内陆的时

间节点还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是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演化的驱动力［１７］。经济重心转移是由生产要素在转

移过程中的重新结合带动经济整体的转移。资本投入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１８］。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东

部资本拥挤效应的出现，资本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１９］，资

本分布热点区逐步由东部向西部地区延伸［２０］。中国各地

存在着税收以及各种特殊政策的竞争，各地都倾向以尽可

能低价格的要素（土地）和政策优惠，增强对外资、企业等

的吸引力［２１］。在政策和区位条件均一化、东部综合优势

有所弱化［２２］的趋势下，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得以体现［２３］，

对国内和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增强。迁移人口的回流现象

愈演愈烈［２４］，人口向中西部流动的趋势增强，空间分布格

局更加均衡［２５］。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更大的空间位

移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或更低的成本实现，增进区域间的要

素流动［２６］。“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２７］、大西北依

托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势步入发展新时代成为可能［２８］。内

陆省市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这都

将使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现有文献从要素投入、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方面对

经济格局演变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对经济格局变化的影

响机制的时变性、异质性的讨论相对较少。沿海和内陆

地区的经济差异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但对具体

出现转折的时间，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对经济格局转折的

机理研究也相对较少。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空

间格局变化可以为高质量发展下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

提供文献基础。根据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分析政府和

市场双重影响下的经济格局变化机制，并尝试解释格局

演变转折出现的原因，也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

有益补充。

１．２　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是区域经济学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要素在运输成本影响下，会流向

交通便利、市场广阔的地区，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形态，

进而产生规模经济；而区域间的商品交换、资本流动、劳动

力雇佣等又会导致溢出效应，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发生扩

散。集聚和扩散是经济空间不断走向均衡的两种重要形

式。长期以来，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差距是困扰中国经济协

调发展的一大难题。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

等一系列政策后，中国的经济格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

变？沿海和内陆两极分化的格局是否被打破？经济格局

转变的拐点及机制又是什么？都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需

要“回头看”的问题。

尝试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经济

格局的演变，即从时间线上看沿海与内陆经济差异的变

化，从空间上看沿海与内陆经济分布的集聚与扩散。改革

开放之初，沿海地区气候适宜，地势平坦，海运便利，接近

国际市场，在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的政策中获益，吸引了内

陆地区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市场广阔，带来

了资本、人口在沿海地区的集聚和发展。“沿海经济时

代”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

来了经济差异的急剧扩大。但近年来，随集聚经济、规模

经济一起出现的经济要素价格上涨、生态保护问题和结构

转型升级问题等一系列负外部效应［２９］，使沿海地区发展

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发展优势逐渐削弱，要素成本

较低的内陆地区的优势逐渐显现。同时，内陆地区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国家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内陆

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使得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国内和

国际投资的吸引力有所增强，迁移人口的回流现象越发明

显［２４］，资源配置格局发生空间变化，导致沿海与内陆的经

济格局演变的拐点出现。格局演变的原因是沿海地区和

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优劣势的改变。经济集聚在沿海

还是向内陆转移（图１）是集聚经济、规模经济正外部性与

成本上升、环境污染等经济负外部性的博弈过程。受以

“中心－外围”模型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从生产要素流动、运输成本等角度审视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探讨区域经济的收敛性［３０］。将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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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陆地区看作是中心区和外围区，在此基础上，研究要

素投入、运输成本变动的情况下，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是

否会实现同步发展，内陆地区是否有形成新的中心区的趋

势和可能。作者在系统研究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的基础上，

尝试判断经济格局转变的拐点，并试图从地理因素、生产

要素、基础设施、外部效应等相关因素解释中国沿海与内

陆经济格局转变的原因。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

①样本选择。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以

３１个省级单元（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不涉及港澳台地

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８）、２８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为便于表述，如无特殊说明，省级

单元（省、自治区、直辖市）简记为省份，地级及以上城市

简记为市。②统计数据包括 ＧＤＰ数据（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指数）、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

额）、交通（公路里程等）、要素（劳动力、工资）、政府（地方

财政支出）等。所需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资料汇编》

及各省统计年鉴与统计报告等。③空间数据包括国界、省

界、海岸线、省会城市点等基础地理要素，投影坐标系

Ｌａｍｂｅｒｔ，地理坐标系Ｂｅｉｊｉｎｇ５４。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增长趋势分析

利用ＨＰ滤波分离不同分组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以

期消除扰动因素，更清晰地表达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３１］。

ＨＰ滤波分析最早由经济学家 Ｈｏｄｒｉｃｋ和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提出，现

已成为经济学中分离趋势和波动项的主要方法［３２－３３］。处

理年度序列数据时，平滑参数 λ取值存在争议，作者采用

时间序列软件Ｅｖｉｅｗｓ的默认值λ＝１００。

２．２．２　经济差异测度

用泰尔指数［３４］刻画中国整体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之

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情况。将总体区域差异分为组内差异

和组间差异。计算公式为：

Ｔ＝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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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ｘｉ为ｉ区域ＧＤＰ占全部区域ＧＤＰ的比重，Ｐｉ为

ｉ区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泰尔系数分解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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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ｇ表示分组，Ｎ表示分组数。ｘｇｉ表示第ｇ组的ｉ区

域的ＧＤＰ占第ｇ组ＧＤＰ之和的比重，ｐｇｉ是相应的人口比

重，ｘｇ表示第ｇ组ＧＤＰ占全部ＧＤＰ的比重。

２．２．３　全局空间统计方法

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是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揭

示经济空间发展宏观趋势、经济空间核心－边缘格局等的

常用研究方法，以空间可视化的方式刻画经济要素在地理

空间范围上的全域结构、主体轮廓、整体特征和聚集模

式［１０，３５］。椭圆的位置反映空间差异。椭圆长短轴变化表

示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特征，长短轴减小表示空间集聚，

增加表示空间分散。椭圆的空间分布范围表示地理要素

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方位角（即正北方向顺时针旋转到

椭圆长轴的角度）表示其分布主趋势方向。长轴表征地理

要素在主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标准差椭圆的计算通

过ＡｒｃＧＩＳ的空间统计工具实现，同时使用了 ＡｒｃＧＩＳ工具

箱中的克里金插值以分析不同时间点经济水平和经济增

长的空间格局。

图１　沿海与内陆经济格局演变分析框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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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格局

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的划分方法，将研究单元分

为沿海省份（１２个）和内陆省份（１９个）、沿海市（５３个）和内

陆市（２３５个），探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格局变动。

３．１　经济总量差异

利用ＧＤＰ（平减后数据）泰尔指数反映区域经济差异

的变动，并将指数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其值

越小，表明经济差异越小。研究时段内，全国区域经济差

异大致呈现倒Ｕ型的变动趋势（图２）。１９９６年之前持续

变大；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经济差异有所波动但总体稳定；２００４

年之后，经济差异逐渐缩小（图２）。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

之间的差异与全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十分相似。２００４年

之后，沿海和内陆差异有缩小趋势，并在２００７年之后出现

较大幅度的减小。１９７８年以来，沿海各省份之间的差异

小幅度逐渐减小，而内陆省份之间的差异在研究时段内变

化不明显。

从经济总量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沿海省份ＧＤＰ比重均值

为５７．８％，内陆省份均值为４２．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沿海

省份ＧＤＰ比重持续增加，特别是９０年代初期，增加明显。

２００８年，内陆省份ＧＤＰ比重开始增加。同样，市级数据显

示内陆市ＧＤＰ比重在２００７年出现转变，由原来的持续下降

转为上升，但２００７年较２００６年上升了０．０５％，而２００８年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０．２８％，２００８年开始明显上升（图３）。

泰尔分解指数和 ＧＤＰ比重的变化均表明，２００８年之

后，内陆地区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后发展起来的内陆地区

与沿海地区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经济集聚

在沿海地区的状态正在发生改变。

３．２　经济增长变动

ＧＤＰ总量反映了经济的整体水平，ＧＤＰ增长率可表

示经济的发展潜力。利用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由增长指数

计算得到）反映经济增长波动情况。根据上述分组计算沿

海和内陆地区的ＧＤＰ平均增长率，利用ＨＰ滤波方法对其

进行平滑处理并得到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图４）。整体

图２　泰尔指数（省份）

图３　沿海和内陆地区ＧＤＰ比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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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近年来因为结构

性调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沿海和内陆地区存在很大

差异。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内陆省份增长率有所减小，而沿海

省份增长率持续变大（图４ａ）。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内陆省份

经济增长持续加快，而沿海省份在波动中趋于减小。２００７

年，内陆省份经济增长开始超过沿海省份。从城市层面

看，２００７年，内陆城市增长后发优势也逐渐显现，与沿海

城市经济增长水平趋于一致（图４ｂ）。

将城市距海岸线的距离（ｋｍ）排序作为横坐标，将

ＧＤＰ增长率作为纵坐标，绘制 ＧＤＰ增长率与距海岸线距

离排序的趋势线（图 ５）。省级层面选择了研究期初的

１９７８年，中间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以及期末的２０１８

年；市级层面数据期初为１９９５年和其他对应年份。省份

层面数据显示，研究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斜率为负，即沿

海地区增长率快于内陆地区，２００７年也仍然保持这一状

态。２００８年，距海岸线较远的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赶上沿

海地区，２００９年也仍然延续内陆快于沿海地区的发展态

势。２０１８年，距海岸线较远的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仍明显

超过沿海地区。与省级层面数据结果一致，市级层面数据

也显示研究初期（１９９５年）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内陆地

区，２００８年发生转变，内陆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赶超，２０１８

年也同样保持着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快于沿海地区的态势。

距海岸线距离对省份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表明，２００８

年之前，距海岸线越近，经济增长越快；２００８年之后，出现

了反向情况，距海岸线越远经济增长越快。换句话说，以

２００８年为时间节点，中国区域经济由向沿海地区集聚趋

势转为向内陆地区逐渐分散趋势。

３．３　 经济总量的空间演变

根据上述分析和数据可得性，选择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三个时间节点，利用标准差椭圆探讨经济总量的时空演

变。研究时段内，省份和城市层面的标准差椭圆均呈现东

北－西南分布，即经济分布格局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的集

聚分布状态（图６）。椭圆中心即经济分布中心集中在河

南和安徽交界处（东经１１５°、北纬３３°附近）。空间变化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表现为东移，之后向西移动。从省区层面

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分布中心总位移２５．１２ｋｍ，其中东移

１５．９８ｋｍ（０．１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分布中心总位移

３３ｋｍ，西移 ２３．９９ｋｍ（０．２９°）。从城市层面看，１９９５—

２００８年，分布中心总位移１９．２４ｋｍ，其中东移 １５．１０ｋｍ

（０．１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分布中心总位移４７．１５ｋｍ，其

中西移２７．９８ｋｍ（０．３５°）。椭圆东北侧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逐

步内缩，显示东北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展布的影响变小，经

图４　沿海和内陆地区ＧＤＰ增长率

图５　经济增长与距海岸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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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有所下降。标准差椭圆分析显示，以２００８年为时

间节点，经济分布中心由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的趋势转变

为向西南内陆地区移动。

３．４　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变

经济增长反映经济发展潜力。用克里金插值法对各

市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表明（图７）：１９９５年，经济高值区集

中在沿海地区。２００８年，中部内陆地区出现高值区，但整

体来看内陆地区的高值区仍不是十分明显。２０１８年，经

济高值区转向西南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庆和贵州地区。研

究初期，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处于较高水平，而到２０１８年，

内陆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高值区。

将距海岸线的距离考虑进来，按年份将大于年平均值

的省份（市）提取出来，计算这些省份省会城市（市）距海

岸线的平均距离。从省份和城市层面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这一平均距离在波动中略减小，而２００７年之后这一平均

距离均在持续变大（图８），表明增长较快的区域距海岸线

的距离越来越大，即增长高值区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移动。

省份经济增长高值区平均距离变动比城市层面更大，可能

是因为数据统计时西北部分城市数据缺失较多，未能真实

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动。整体来看，２００８年之后，经济增长

高值区开始转向距海岸线较远的内陆地区。

４　经济格局转变的原因解释

４．１　模型设定

资本和劳动力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固定资产投资

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相对落后地区表现得尤其显著，

有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３６－３７］。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来反映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择劳动力数量和工

资水平来衡量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影响经济集

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３８］，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地区企

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更有活力

的经济增长［３９］。选择客运量反映交通条件的变化。改革

开放以来，国家实施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４０］，给予沿海地区的优惠和倾斜政策加快了沿海省份

的经济增长［４１－４２］。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影

响经济分布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４３－４４］。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化，频繁的区际贸易和要素流动使得区域经济向一体化

方向发展［４５］。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表示。政府因

图６　经济分布的标准差椭圆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３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ａ为省份，ｂ为市。

图７　经济增长插值分析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３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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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用地方财政收支比表示。政策因素主要考虑区域协调

发展政策的实施，用虚拟变量表示，政策实施后取１，其他

取０。

经济增长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Ｙ＝Ｆ（Ｋ，Ｌ）＝ＫαＬβ （１）

两边同取对数，并加入交通因素 （ＴＲＡＳ）、政府因素

（ＧＯＶ）、对外开放程度（ＩＥ）等因素，模型变为：

Ｙｔ＝β０＋β１ｌｎＫ＋β２ｌｎＬ＋β３ｌｎＴＲＡＳ＋β４ｌｎＧＯＶ＋

β５ｌｎＩＥ＋β６ｌｎＤ＋ζ （２）

考虑到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即某一区域经济增长不

仅受自身区域的影响，还受到其他相邻区域的影响，引入

空间权重矩阵。对经济格局转变的机理解释是基于空间

溢出效应的判断，采用空间回归方法，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统筹考虑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效应，综合空间滞

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优势，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越来越多［４６］。模型如下：

Ｙｔ＝ρ（ＩＴＷｄ）Ｙｔ＋Ｘβ＋λ（ＩＴＷｄ）Ｘβ＋ε（３）

式中，Ｘ表示式（３）中的 Ｋ、Ｌ、ＴＲＡＳ、ＧＯＶ、ＩＥ、Ｄ等指

标。ＩＴＷｄ为分块对角矩阵，Ｗｄ是空间权重矩阵，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以省份是否邻接的原则设定空间权重矩阵（将广

东和海南视为邻接）。ＩＴ是Ｔ×Ｔ的单位时间矩阵，Ｔ研究

时段。若ρ＝０，则式（３）变为空间误差模型；若λ＝０，则

式（３）变为空间滞后模型，用 ＬＲ检验选择合适的空间计

量模型。

因变量Ｙ为研究时段内省区ｔ的经济增长，用ＧＤＰ增

长率表示。Ｋ表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

劳动力状况，包括劳动力人数 Ｌ和价格 Ｗ，分别用从业人

员数和平均工资表示；ＴＲＡＳ为交通因素，用客运量作为代

理变量；ＧＯＶ表示政府因素，用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比作

为代理变量；ＩＥ为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表示；Ｄ

为政策因素，用虚拟变量表示，政策实施后所涉及省份取

１，其余取 ０。西部大开发战略所涉及的省份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取１；东北振兴战略所涉及省份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

取１；中部崛起战略所涉及省份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取１。改

革开放政策主要惠及沿海１０省份，但随着时间推移有所

减弱，特别是各种协调战略实施之后，因此沿海１０省份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６年取１。同时还选择 ＧＤＰ、总人口、消费品零

售总额作为控制变量。收集整理省区层面面板数据，研究

单元３１个，时间跨度１９８５—２０１８，样本量１０５４个，并对数

据进行处理（表１）。首先进行ＯＬＳ回归，检验所选指标的

合理性。而后检验面板回归分析的适用性，并通过经典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进一步通过空

间自相关回归模型检验空间性，如果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

性，则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用 ＬＲ检验结果

选择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杜宾模型。

图８　经济增长高值区距海岸线的平均距离

表１　变量描述

项目 符号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具体处理

因变量 Ｙ ＧＤＰ增长率 １０．６６ ３．８１ －９．２０ ４１．５０ ＧＤＰ增长率

Ｋ 资本投入 ６．５２ １．６９ １．９０ １０．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对数值

Ｌ 劳动力数量 ７．３７ ０．９３ ４．６６ ８．８２ 从业人员对数值

Ｗ 工资水平 ８．７９ ０．９５ ７．２６ １０．９３ 平均工资对数值

解释变量 ＴＲＡＳ 交通条件 １０．４８ １．２８ ４．４４ １２．９８ 客运量对数值

ＧＯＶ 政府因素 ０．６２ ０．３４ －０．０５ ４．００ 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比

ＩＥ 对外开放程度 １４．６９ ２．０３ ８．６１ １９．７９ 进出口总额对数值

Ｄ 政策因素 ０．６４ ０．４８ ０ １ 政策实施后取１

控制变量 Ｐ 总人口 ８．０１ ０．８９ ５．３１ ９．３４ 总人口对数值

ＧＤＰ 生产总值 ７．３５ １．４４ ３．１１ １０．７０ ＧＤＰ对数值

　　注：将劳动力因素分为劳动力数量Ｌ和劳动力工资Ｗ两部分。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工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与价格有

关的指标按照ＧＤＰ平减指数做了平减处理。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由处理后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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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结果分析

根据前述的研究发现，２００８年是沿海与内陆经济格

局演变的转折点。２００８年之前，经济持续向沿海地区集

中，２００８年之后，内陆地区经济逐渐崛起。因此，以２００８

年为时间节点分为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８两个阶段进

行回归分析。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前一阶段

阻碍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可能在后一阶段成为促进经济

发展的因素。前后阶段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是导致

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格局演变转折的原因。

基于Ｓｔａｔａ软件进行模型估计。首先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１８

年数据进行传统的 ＯＬＳ回归，各变量在不同程度上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解释变量的选择较为合理。进一步进

行面板回归，并引入空间邻近权重矩阵测度发现经济增长

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因此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利用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ＬＲ检验

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优于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因

此表２列出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考虑到样本之

间的异方差性，在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误。豪斯曼检验结

果显示全时段（样本）的数据回归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而分时段（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回归结果同时保留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

果（表２）。考虑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将资本投入数据替换

为资本存量数据（由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将客运量数

据替换为公路里程数据、将 ＧＤＰ数据替换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数据后重新进行模型回归，结论与原结果基本一

致，不再单独列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表２），区域经济

增长受资本投入、工资水平、交通条件、政策因素的正向影

响，受劳动力人数的负向影响。表明从整个时间段来看，

增加资本投入、提高工资水平、改善交通条件以及政府的

区域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的较快增长。但与整个研究时

段回归结果不同，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前后两个阶段经

表２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８年

固定效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８年

随机效应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固定效应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随机效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固定效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资本投入
２．７６３

（０．３９）

２．８１４

（０．４３）

３．９５０

（０．６５）

３．８１１

（０．７７）

０．９２７

（０．４７）

１．３３２

（０．５２）

劳动力
－１．７８２

（０．９５）

－２．１６２

（１．１０）

－２．０５０

（１．２３）

－０．６５９

（１．８５）

０．５２９

（１．４４）

－０．９６１

（１．４７）

工资水平
２．３０７

（０．５７）

２．０５１

（０．７８）

３．３０５

（０．９５）

３．６９７

（１．３３）

－５．３７５

（１．０８）

－５．４１９

（１．１６）

交通条件
０．５２６

（０．２０）

０．８２１

（０．２２）

０．０８６

（０．２８）

０．４３３

（０．４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２）

０．４６０

（０．２３）

政府因素
０．２６１

（０．５１）

１．１１５

（０．６２）

－０．７７０

（０．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７６）

１．７１８

（０．９４）

４．０６６

（１．０８）

对外开放程度
０．２８６

（０．１８）

０．３２７

（０．２１）

０．８４６

（０．２２）

０．８７６

（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０９０

（０．３２）

政策虚拟变量
１．１６７

（０．３０）

１．１４３

（０．３０）

１．２７０

（０．５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８）

－１．９４５

（０．８７）

总人口
３．４９５

（１．０５）

６．２７９

（１．４８）

４．５３９

（１．３６）

４．９１０

（２．２４）

－１．４０２

（１．８５）

０．０６６

（３．７４）

生产总值
－４．５８７

（０．７２）

－４．３９６

（０．９０）

－５．６７５

（０．９８）

－４．４６３

（１．３０）

－１．８５４

（１．３０）

－５．７６５

（１．９１）

样本量
１０５４

１０５４

７１３

７１３

３４１

３４１

Ｒ２ ０．２８７６ ０．２９９８ ０．３２５２ ０．３３７０ ０．６９６３ ０．６９９８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内结果表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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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影响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表２）：①资本投入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２），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２００８年之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下降。表

明经济增长靠资本投入拉动的作用在减弱，资本投入相对

较少的内陆地区可以通过其他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快速增

长。②劳动力数量在 ２００８年之前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

用，但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２）。表明

２００８年之后，劳动力数量优势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但整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总人口较多的省区经济增

长率较快，表明总人口较多的省份在经济增长中占有一定

的优势。内陆地区充分发挥其人口优势，有可能实现未来

经济的较快增长。③工资水平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对经济增

长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对经济增

长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表２）。工资水平由正向转

为负向，表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经济实现了较快增

长，而内陆地区具有这一优势。④整个时段的回归结果显

示交通条件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增长。２００８年之前交通条

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２００８年之后交通条件正向影响

经济增长。内陆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内陆地区经

济的快速增长。⑤政府因素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对经济增长呈

现正向影响，对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

用。⑥对外开放程度在２００８年之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而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影响较弱，表明对外开放程度

对经济增长影响逐渐减弱。开放程度相对较弱的内陆地

区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⑦政策虚拟变量在整

个时间段的回归显示其正向影响经济增长。２００８年之

前，改革开放等政策的实施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

２００８年之后，政策虚拟变量不显著，表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未完全显现。加

强对内陆地区政策的倾斜有利于内陆地区的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

５　 结论和讨论

改革开放４０年间，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格局发

生着重大变化。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期迅速发展起来，

进入２１世纪后，内陆地区在要素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的

作用下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集中在沿海的经济格局逐

渐向内陆地区转移和扩散。基于１９７８年以来省级和市级

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中国沿海与内陆经济格局的演变情

况，识别经济格局转折时间节点，并定量分析了经济格局

转折的原因。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数据均显示沿海与内

陆地区的经济格局在２００８年左右出现了转折。２００８年之

前距海岸线较近的地区增长较快，而２００８年之后距海岸

线较远的内陆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其经济地位也

逐渐提升。中国经济空间分布呈现“东北 －西南”走向，

经济发展分布中心在２００８年之前转向东南沿海地区而在

２００８年之后转向西南内陆地区。从内陆地区内部看，２００８

年之后，西南内陆地区发展快于东北内陆地区，其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生产要素、交通条件、政府政

策等因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由向沿海集聚转变为从沿海

向内陆地区转移起着重要作用。２００８年之后，资本投入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资本投入较少的内陆地

区可以通过加强其他经济因素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总人口

较多的省区经济增长率较快，内陆地区人口优势在经济发

展中逐渐体现；工资水平负向影响经济增长，人力成本较

低的内陆地区优势显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因

素对经济增长具正向影响，表明政府作用对经济的快速增

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内陆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有

利于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

影响逐渐减弱，这也为开放程度较弱的内陆地区实现较快

发展提供了可能；政策实施对受益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

进作用，加强对内陆地区的政策倾斜有利于内陆地区的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的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

内陆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与沿海地区出

现的负外部效应相对应，内陆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和市场

优势逐渐显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中运输等交通运

输技术和工程建设的迅速增长，减少了对海洋运输的过度

依赖，内陆运输的优势也逐步显现出来。这些将进一步推

动内陆地区的快速发展，带来沿海与内陆经济格局的持续

演变。中国沿海与内陆经济格局演变出现的转折，是不同

时段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相对变化的结果，是市场力和政府

干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正确认识沿海和内陆经济差异

的变化，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异，是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关键。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也是实现区域经济接

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应充分发掘内陆地区

的比较优势，明确政府干预方向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干预力

促进相对弱势的内陆地区的发展，协调沿海和内陆地区的

整体经济空间。尽管如此，要全面认识中国经济空间重塑

变革过程，长期沿海发展形成的经济集聚仍在较大程度上

引领区域发展格局。内陆出现快于沿海地区的发展，缓解

经济空间过度集中于沿海，标志着区域关系迈向协调过程

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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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李在军，张雅倩，胡美娟，等．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格

局［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６，３６（８）：１１３４－１１４０．

［１８］杨晓光，樊杰，赵燕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

素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２，５７（６）：７０１－７０８．

［１９］于江波，王晓芳．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空间与时间两维度的动

态演变轨迹［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５，３６（５）：３－１２．

［２０］肖燕飞．中国区域资本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７，３７（１１）：２８－３６．

［２１］金碚．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Ｊ］．区域经

济评论，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８．

［２２］王洛林，魏后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及效果评价［Ｊ］．财贸

经济，２００３（１０）：５－１２，９５．

［２３］黄玖立，李坤望．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Ｊ］．经

济研究，２００６（６）：２７－３８．

［２４］曹广忠，刘涛．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基

于１９８２—２００８年省区数据的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６６

（１２）：１６３１－１６４３．

［２５］孙志燕．从人口空间布局的演变看我国区域政策的调整［Ｊ］．

国家治理，２０１６（４５）：３２－４０．

［２６］胡伟，张玉杰．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５，３５（７）：１０５－１１２．

［２７］程必定．“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中部崛起新论［Ｊ］．区域经济

评论，２０１８（６）：２９－３５．

［２８］樊杰，王亚飞．４０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

调发展［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７．

［２９］刘大海，李晓璇，李森，等．中国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城市经济

梯度问题研究［Ｊ］．海洋经济，２０１７，７（１）：３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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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董进．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７）：

４１－４８．

［３２］张连城，韩蓓．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ＨＰ滤波平滑参数的

选择及应用［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３）：２２－２８，８６．

［３３］藤田昌久．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Ｍ］．梁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４］陈培阳，朱喜钢．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Ｊ］．地理

学报，２０１２，６７（８）：１０８５－１０９７．

［３５］赵作权．空间格局统计与空间经济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３６］ＦＵＪＩＴＡＭ，ＨＵＤ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３５（１）：３－３７．

［３７］周业安，章泉．参数异质性、经济趋同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６０－７５，１０２．

［３８］吴威，曹有挥，梁双波．区域综合运输成本研究的理论探讨

［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６６（１２）：１６０７－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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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９－１８１．

［４０］赵凌云．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原因及其效

应［Ｊ］．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２）：６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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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１３（４）：４４４－

４６５．

［４２］ＦＬＥＩＳＨＥＲ ＢＭ，ＣＨＥＮ Ｊ．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ｎｏｎｃｏａｓｔ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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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刘卫东，张国钦，宋周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

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７，２７（５）：６０９－６１６．

［４４］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Ｊ］．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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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２（３）：２６１－２７１．

［４５］陶晓红，齐亚伟．中国区域经济时空演变的加权空间马尔可夫

链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３（５）：３１－４３．

［４６］程叶青，王哲野，马靖．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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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ｉｎａｒｅａｓ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ｉｓｔｕｒｎｅｄｆａｓｔｅｒｉｎｉｎ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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