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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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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扬州大学 商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经济集聚已成为现阶段经济增长普遍性特征，工业集聚亦对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首先，基于中国

市域面板数据，揭示当前中国市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其次，建立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因素与工业集聚

的实证分析框架，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显著优势、一般优势、潜在优势工

业由 2000 年的错落相间到 2017 年的高度集中以及显著优势工业由核心区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工业集聚具

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市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源性，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和经

济政策因素均是市域工业集聚的形成因素，同时各影响因素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即工业集聚易受到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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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早期，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并在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最

终形成以东部沿海为中心，中西部内陆地区为外围的工业中心-外围格局（王鹏 等，2020）。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出台，工业集聚格局发

生相应变化，区域内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同时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工业集聚来源具有多源

性甚至在集聚初期具有偶然性，在近年来流行的各种学派中，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

难以较好地解释中国产业布局的空间格局。事实上，中国产业空间布局是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和经

济政策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作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工业集聚亦对我国城市和区

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而，有必要研究中国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和动力机制。 

一、文献述评 

工业集聚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针对工业集聚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工业集

聚水平的测度。目前测度工业集聚水平的方法有很多，如区位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 指数以及区位

熵等，国内学者基于上述方法测量中国工业集聚水平，研究结论普遍认为，中国工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处于分散状态，而在 90 年代以后，工业集聚水平处于稳定上升阶段（贺灿飞 等，2006；吴三忙 等，2010）。

二是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在理论上，工业集聚存在时间和空间两维度的空间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经济

活动的集聚存在空间演化效应，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推动城市和区域产业的演化与重构（Tobler，1970）；

在空间维度上，工业集聚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将触发邻域空间的相互关联，推动要素、企业等进一步

集聚（Baldwinet al，2001）。在实证研究上，许多学者从时间维度上分析中国工业集聚的空间演变格局。

如涂建军等（2018）以及胡伟等（2019）基于重心模型发现，中国工业集聚重心逐年南移，并呈现出“南

强北弱”的空间分布特征。三是工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在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上基

本达成了共识，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集聚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带

来规模经济，从而促经济增长（Bosker，2007）；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集聚的增长效应则转

变为负方向，造成区域内人口拥挤，同行业恶性竞争，带来规模不经济（Brülhart et al，2009；张廷海 等，

2018）。四是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Fujita et al，2003；Fanet al，2003）

和经济政策（金煜 等，2006）两个理论视角展开的。但工业集聚来源具有多元性，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发展战略也是影响中国工业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林毅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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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政府战略和行为是影响生产要素空间流动和配置的重要力量，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遵循比较优势战

略，根据要素累积的实际情况选择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宜的技术和产业。因此，比较优势战略为解释中国

工业集聚的形成提供了新视角。 

综合已有文献，笔者认为仍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地方：第一，工业集聚的空间特性研究多侧重于工业

空间变化特征，且现有学者多从空间单一维度研究工业集聚空间效应。第二，随着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政

策在解释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国内实证研究多从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政策角

度来验证二者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现有研究既缺乏比较优势战略对工业集聚影响的理论分析，也缺少对比

较优势战略的量化。第三，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而逐步得到增强，传统

计量经济学方法因忽视空间相关性易导致计量结果有偏。基于此，本文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以 2000-2017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尺度，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方面分析市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演化效应；最后，

理论分析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

模型，检验这三大类因素对市域层面工业集聚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大小。研究结论以期为我国工业集聚的形

成路径提供指导和建议，还能通过优化工业布局以促进区域和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实证经验。 

二、工业集聚的多源性假说 

事实上，工业集聚具有多因性甚至在集聚初期存在某种“偶然”，不能仅通过一种单因素的理论来解

释。本文赞同将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因素综合起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全面分析，同时构造一个包含

多种解释变量的、更加一般化的模型来实证检验工业集聚多因性。上述思想为分析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

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提供了契机，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假说。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工业集聚 

林毅夫等（1999）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要素禀赋结构对

地区产业优化布局和升级的影响。就工业集聚而言，要素禀赋是空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工业在地理空间上

的重新选址和集聚所需要的技术与区域要素禀赋之间并非完全耦合而存在断裂点，导致存在技术距离 d。若

d 比较大，说明工业重新选址和集聚所需要的技术与区域要素禀赋所能支持的技术耦合度较低；若 d 较小，

说明工业重新选址和集聚所需要的技术与区域要素禀赋所支持的技术耦合度较高，工业能以较快的速度融

合到当地并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作用。发展战略的适当性是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和形成产业集聚的先决

条件（胡晨光 等，2012）。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按照本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技术和产业结构，

利于缩小技术距离 d，进而利于产业比较优势效应发挥，增强产业竞争力。若地区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则可

以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横向关联以及市场效应来促进产业集聚。因而，产业集聚更多是一种基于当地要

素禀赋结构和市场主体带动下的自发现象。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根据要素积累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产业和技术，比较优势战略利于工业集聚。 

特别说明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在区域经济领域的应用饱受争议，尤其以洪银兴的比较优势陷阱论为代

表，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的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未形成，欠发达地

区就容易面临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洪银兴，1997）。不过，本文认为比较优势陷阱虽具有客观

性，但不应成为地区利用比较优势的阻碍，比较优势陷阱的初衷在于提醒落后地区不能僵化静止地照搬比

较优势理论，而是要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将比较优势运用于本地区产业布局的优化，实现比较优势的高级

化。所以，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工业布局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二）新经济地理学与工业集聚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非常重视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比较优势战略不能解释两

个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地区却在工业集聚方面有不同的表现。而以 Krugman 和 Fujita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

学家认为，即使不存在初始条件差异，历史性的偶然因素以及经济系统内的收益递增作用也将导致工业在

一个区域集聚。新经济地理学将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规模经济。现阶段工业企业集聚的动因已由靠近原材料产地转变为寻求生产和生活的规模经济。

就生产而言，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于垂直一体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从生活方面来看，



规模经济可以享受到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效用。二是市场需求。一方面旺盛的市场需求能够促

使本地企业较早地发现市场上新的需求并做出积极反应，企业市场份额因产品需求增加而扩大，促使企业

在此集聚；另一方面靠近大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节约运输和贸易成本。三是交通运输成本。基础设

施发达和交通通讯便利会使工业集聚的收益递增作用加强。同时这三方面因素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

用于工业集聚形成机制中，首先核心区的市场需求不局限于边缘地区，在外部规模经济作用下，工业集聚

区进一步吸引周边地区人口和产业转移，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更新。加之基础设施改善促使运输和

贸易成本的节约，使得集聚区比边缘区具有成本优势，从而对人口和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由此就形

成了需求规模大→工业集聚→生产/生活成本降低→人口和产业集聚→需求进一步扩大的自我循环累积机

制。据此本文得出假设 2： 

假设 2 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市场需求扩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等具体因素均利于

中国工业集聚。 

（三）经济政策与工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中，但新经济地理学也面临

着过度依赖抽象的数学模型、交通运输成本对工业集聚的作用日渐弱化等诸多挑战。然而，正如贺灿飞等

（2011）所说中国产业集聚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和财政分权的经济政策背景。就对外开放政策而言，我国

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助推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的专业化，使得对

外开放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在空间上集聚。就财政分权来看，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权的增多，在产业政策的

落实方面出现了“有为”和“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作为。“有为”的地方政府为了促使当地工业发

展，积极成为企业的合作者、扶持者，制定稳定和连续的竞争规范制度、创造活跃的公平竞争环境，为企

业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另一方面，“无为”政府在 GDP 考核制度和财税利益的双重动力下，财政分

权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随时改变产业相关政策来维护地方利益，导致地方市场分离和生产要素配置扭曲，

阻碍了产业集聚。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工业集聚更多的是一种市场主体带动下的自发现象，

政府作用不过是顺势而为且是值得检验的外部因素之一。据此本文得出假设 3： 

假设 3 经济政策中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利于中国工业集聚，而现阶段政府作用有待计量检验。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工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各自又同时

存在缺陷。正如我国古训所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可以将三大类因素中的可取之处

综合起来全面分析工业集聚的形成积累。即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形成初始要素禀赋结构下的工业集聚，然后

通过新经济地理的规模递增作用使得工业在空间上累积增长，同时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给予工业集聚辅助

性作用。 

三、计量模型和变量设置 

（一）计量模型 

Anselin（1997）首次提出空间计量模型，并经过学者的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静态空间计量框

架。由于信息收集耗时易导致时间滞后性和制度因素调整缓慢等，因而有必要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

便考察时间滞后因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空间效应的体现方式不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为动态空

间滞后模型（SAR）、动态空间误差模型（SEM）、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种模型。SAR 研究相邻

区域因变量对本区域的影响，SEM 探讨因变量的误差对本区域观测值的影响。SDM 则兼具两者特点，通过

引入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后减轻了模型设定中的变量遗漏问题，也让空间异质和不确定性的处理更加有效

（Lesage et al，2009；张东 等，2011）。鉴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在处理空间数据的优越性，本文

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作为实证模型： 

1 1t t t t t t tY Y WY WY X WX               （1）  

式（1）中，Y 是因变量工业集聚，X 是的解释变量，τ 是因变量的时间回归系数，ρ 是空间滞后回归系

数， t 为随机误差项，W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分别设置地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W1）、地理距离权重矩

阵（W2）来考察地理特征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参照李婧等（2010）设置经济空间权重矩阵（W3）来考察社

会经济特征带来的组织近邻影响。 



（二）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1.因变量 

工业集聚（LQ）。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区位熵（LQ）测度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it it it it it

i

LQ q gdp q gdp
 

  
 
 （2） 

（2）式中， 为工业总产值， it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 itLQ 为地级市 i 在 t 时期的工业区位熵值。 

2.自变量 

比较优势偏离度（DS）。林毅夫（2002）通过构造“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衡量地区产业发展与当

地要素禀赋的吻合程度，这为动态计算区域是否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契合的产业提

供了契机。TCI 的计算公式为： 

   it it it it itTCI k l K L                             （3） 

（3）式中， it itk l 为地级市 i 在 t 时期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 it itK L 为国民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而

用 TCI 与最优技术选择指数（ *TCI ）的比值或差值（DS）来测量地区产业或技术选择与地区要素禀赋偏离

程度， *TCI 的值在理论上等于 1。由于地区工业的实际 TCI 值可能存在大于和小于 *TCI 两种偏离情况，本

文实际构造的“比较优势偏离度（DS）”指标为： 

=it it itDS TCI TCI                           （4） 

（4）式中，DS0，其值越大，表明地区工业发展所需的技术与区域要素禀赋所能支持的技术耦合度较

低，反之，DS 越趋向于 0，则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即区域工业发展与当地要素禀赋耦合程度较高。预

期比较优势偏离度（DS）对工业集聚作用为负。 

新经济地理变量。本文选取规模经济、市场需求、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四个具体指标。用地区工业平均

规模值与相应各年全国均值之比（Scale）来度量规模经济；用地区人均 gdp 对数值与相应各年全国均值之

比（Pergdp）衡量市场需求；用地区人口密度与相应各年全国均值之比表示城镇化水平（Urban）；用地区

人均道路面积与相应各年全国均值之比（Road）作为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 

经济政策变量。用地区实际外商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与相应的各年全国均值之比度量对外开放程度

（Open）；地区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与相应的各年全国均值之比度量政府作用（Govern），政府作用有待

计量检验。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避免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连

续性出现问题给实证结果带来偏差，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第一，以 2000-2017 年为研究时段，以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第二，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2000-2017 年工业的资本存量。 

四、市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 

（一）时间维度：工业集聚空间演化效应 

为观察市域工业集聚在时间维度的空间演化效应，计算了 2000 年、2008 年和 2017 年市域工业区位熵

并将其划分为 3 个等级，以便在 2000-2017 年间进行时序分析。当 LQ＞1.2 时，表明该地区产业具有显著优

势，显示出较强的集中度和竞争力；当 0.8＜LQ＜1.2 时，表明该地区产业处于均势、产业集中度不明显，

列为一般优势；当 LQ＜0.8 时，表明该地区产业处于比较劣势、产业集中度较弱，列为潜在优势（郭立伟 等，

2013）。 

显著优势地区。若某一区域处于显著优势中，说明该区域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集中度高。此时，显著

优势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此外，“三线地区”的传统老工业基地受政策导向影

响，也是显著优势地区。相比 2000 年，2008 年新增显著优势地区 3 个，占比增至 16.4%，空间上集聚逐渐

加强且已呈现溢出效应，更加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以泛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为核心集聚区。

2017 年全国具有显著优势的地级市 85 个，占比 29.7%。在工业集聚范围扩大的同时，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

现，以长三角、山东半岛为核心的集聚区存在向中部扩展之势，以珠三角为核心的集聚区向西北方向延伸

拓展。 

itq



一般优势地区。区位熵处于 0.8-1.2 之间，表明地区产业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具备一定的后发优势，

产业集聚尚未真正形成。2000 年，有 76 个地级市处于一般优势行列，占比 26.6%，且零散分布在中西部地

区。2008 年，新增 30 个地级市，此时地理位置分布主要在华北地区、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以及东南沿海一带，

较 2000 年空间集聚性较强。2017 年一般优势地区增至 90 个，增加了 8 个百分点，此时在空间上已出现了

“凝聚”现象，且新增地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说明 2000-2017 年中西部地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

起以及东部产业转移战略，逐渐形成一定的工业基础，具有发展潜力，工业集聚不断释放空间效应。潜在

优势地区。潜在优势地区。区位熵处于 0.8-1.2，表明地区工业专业化水平低，竞争力较弱，产业集聚规模

尚未形成。2000-2017 年全国的市域工业潜在优势地区已由 163 个减少至 111 个，以东北和西北地区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多数地市长时间处于潜在优势行列，此阶段东北地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人才

政策，抓住产业转移趋势，围绕转移产业延伸产业链，重新激活东北工业发展活力。 

纵观 2000-2017 年我国市域工业区位熵的变化，显著优势、一般优势、潜在优势等在空间分布上经历了

由 2000 年的的错落相间到 2017 年的高度集中，使得工业集聚的空间演化更具区域性，工业地理集聚特征

明显，市域工业集聚所带来的空间演化效应，呈现向核心区域集聚、并由核心区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势。 

（二）空间维度：工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 

为观察市域工业集聚在空间维度的溢出效应，本文选择空间距离权重（W2）矩阵对 286 个地级市的工

业区位熵（LQ）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表 1 结果显示，2000-2017 年全域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286 个地级市的工业在空间上呈集聚特征。根据时间序列变化可看出，全域 Morans I 

指数在考察期内，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表明 2000-2017 年，整体上市域的空间自相关性在不断增

强，也说明市域工业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强化态势，即市域工业发展受到相邻区域强烈的影响、相邻区域间

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1  市域工业区位熵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2000 0.296 11.24 0.000 2009 0.394 14.91 0.000 

2001 0.315 11.95 0.000 2010 0.364 13.78 0.000 

2002 0.364 13.78 0.000 2011 0.283 10.73 0.000 

2003 0.377 14.29 0.000 2012 0.301 11.82 0.000 

2004 0.348 13.18 0.000 2013 0.300 12.01 0.000 

2005 0.378 14.31 0.000 2014 0.312 11.02 0.000 

2006 0.367 13.89 0.000 2015 0.317 11.39 0.000 

2007 0.399 15.01 0.000 2016 0.327 12.41 0.000 

2008 0.396 14.91 0.000 2017 0.334 12.98 0.000 

 

接下来对 2000 年和 2017 年工业集聚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运用 Geoda16.0 软件，对 2000 年和 2017

年工业区位熵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其局部特征及空间演化趋势，各种不同集聚类型的空间分布

如下： 

高-高集聚类型。2000 年，处在高-高区的地级市有 40 个，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

2017 年则有 57 个地级市处在高-高区，新增 17 个，此时，高-高集聚区已从东部沿海地区扩展至中部地区，

同时在空间上出现了明显的“抱团式”集聚。本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一方面，在高-高集聚区内，高集

聚区被高集聚区包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地区间的产业交互强度和联系频率较高，工业集聚所产生的空

间溢出效应可通过产业联系网，促进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带动生产要素、企业在此地集聚，继而导致高集

聚区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相邻地区“抱团式”集中在高-高集聚区内，可以使聚集区内企业获得 Jacobs 

外部性收益，促进聚集地区产业间知识或技术溢出，以及企业彼此之间互为市场，促进聚集地区劳动力、

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高-低集聚类型，代表本地工业发展具有一定优势，而与其相邻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该地工业发



展属于典型的“孤岛值”地区。2000 年有嘉峪关、金昌、兰州、白银、十堰、攀枝花、贵阳和柳州 8 个传

统工业地级市处在高-低集聚类型；2017 年处在该种类型为嘉峪关、金昌、通化、德阳和防城港。低-高集

聚类型，代表本地工业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与其相邻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该地工业发展属于典型

的“盆地值”地区。2000 年有酒泉和池州属于低-高集聚类型；2017 年则有中部地区的 14 个地级市属于该

类型。高-低和低-高集聚类型都属于工业集聚溢出效应发挥不足的典型，地区间人力资源流动性较差、上下

游产业联系度不高以及产业间技术传播渠道不畅等因素，导致高水平地区不能辐射周边地区或低水平地区

吸收先进经验不足，不利于本地区和整体区域工业发展。 

低-低集聚类型，代表本地工业发展不具有优势，与其相邻地区的工业发展也不足。2000 年处在该类型

的 34 个地级市，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2017 年则有 31 个地级市处在低-低集聚区，具体来看，西北

和西南地区由 2000 年的 23 个地级市减少至 2017 年的 16 个，而东北地区在 2017 年新增了 15 个城市。可

能原因在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经济体系的建立，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另一方面，老工业

基地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不足、创新能力下降、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等风险，

导致其综合竞争力降低，弱化了工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五、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新经济地理变量中规模经济（Scale）与工业集聚之间存在循环累积机制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

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将规模经济的滞后一期（Scale-1）作为工具变量，并用过度识别检验工具变量法

的有效性，继而采用 Hansen J 检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模型下最小 Hansen 

J 统计量为 25.78，P 值为 0，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基于空间杜宾 2SLS 的回归结果发现（如

表 2），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作用方向不仅与稳健性实证结果一致，而且显著性水平有所改善，因此，本文

就内生性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总的来说，实证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亦即工业集聚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经济活动过程，比较优势战略、

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均对中国市域工业集聚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具体而言：①比较优势战略对工业集聚

影响。比较优势偏离度（DS）在不同空间矩阵中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表明，发展战略

的适当性是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和形成产业集聚的先决条件。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按照本地区要素禀赋结构

来选择相应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利于缩小技术距离 d，利于工业集聚。因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作为市

域工业发展战略选择的参考，各地工业优化布局不应太超前和落后于当地的比较优势，否则就会阻碍当地

工业集聚的形成或增强。②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影响。规模经济的正向作用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产业规模越大，规模经济效应越容易发挥，这也解释了优势工业能在资源条件不利的条件下保持旺盛活力；

市场需求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旺盛的市场需求能够促使本地企业较早地发现市场上新的需求

并做出积极反应，且靠近大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节约运输和贸易成本；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对

工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利于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促使工业集聚的产生。③经

济政策因素对工业集聚影响。对外开放度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经济效率越高，

会吸引更多企业在同一地区共享人力技术、基础设施，同时借助自我增强机制，促使工业企业进一步集聚；

政府作用对工业集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财政分权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引进

和发展产业必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开竞争，在竞争中获胜后才能有效推进工业集聚。政府作用在市域工业

集聚中的作用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表 2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SDM 模型） 

变量 
内生性实证结果（2SLS 模型） 

W1 W2 W3 W1 W2 W3 

LQ-1 
0.193* 

（1.88） 

0.319*** 

（3.54） 

0.268*** 

（4.80） 
LQ-1 

0.205***

（3.12） 

0.342*** 

（4.25） 

0.259*** 

（3.91） 

DS 
-0.015** 

（-2.14） 

-0.021* 

（-1.79） 

-0.007 

（-0.61） 
DS 

-0.012* 

（-1.85） 

-0.018* 

（-1.81） 

-0.023* 

（-1.79） 

Scale 
0.285*** 

（2.63） 

0.286*** 

（2.59） 

0.277** 

（2.51） 
Scale-1 

0.279*** 

（3.67） 

0.281*** 

（3.58） 

0.286** 

（2.12） 

Pergdp 
0.241** 

（2.01） 

0.240** 

（2.04） 

0.225* 

（1.90） 
Pergdp 

0.221** 

（2.02） 

0.235** 

（2.11） 

0.205* 

（1.92） 

Urban 
0.005 

（0.35） 

0.013 

（0.93） 

0.011 

（0.68） 
Urban 

0.011* 

（1.95） 

0.014* 

（1.92） 

0.012* 

（1.78） 

Road 
0.029*** 

（3.78） 

0.030*** 

（3.39） 

0.028** 

（3.33） 
Road 

0.025*** 

（3.69） 

0.029*** 

（3.78） 

0.031**

（3.01） 

Open 
0.026*** 

（3.64） 

0.018** 

（2.17） 

0.026*** 

（3.21） 
Open 

0.036*** 

（3.54） 

0.024** 

（2.19） 

0.019*** 

（3.31） 

Govern 
0.022 

（1.61） 

0.029 

（1.42） 

0.031 

（1.89） 
Govern 

0.025 

（1.25） 

0.024 

（1.34） 

0.023

（1.55） 

Adj-R2 0.42 0.45 0.31 Adj-R2 0.53 0.58 0.51 

Log-L 879.11 966.89 793.61 Log-L 912.82 1006.74 801.51 

rho 0.291*** 0.65*** 0.233*** rho 0.299*** 0.65*** 0.242*** 

 注：*、**、***表示 10%、5%、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 t 值。表 3 相同。 

 

（二）空间效应分解 

表 3 中的空间自相关系数（rho）均大于 0，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市域工业集聚存在明显的

空间依赖性，即市域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和它具有相似特征的地区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

要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其中，直接效应表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解释变量

对其他地区区工业集聚的影响，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比较优势战略来看，比较优势偏离度（DS）对工业集聚呈现负向直接效应，说明工业发展要与本地

区的要素禀赋相契合。比较优势偏离度（DS）对工业集聚呈现显著正向间接效应，说明“违背比较优势战

略”对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推动作用，不利于本地区工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

使得工业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和组合所需要的技术与区域要素禀赋之间存在断裂点，工业不能以较快的速

度融合到当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无法有效发挥，导致利润导向型企业纷纷逃离此地，选择在要素禀赋

契合度高、商务环境质量高的相邻地区集聚。 

从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两类因素来看，①在直接效应中，四个新经济地理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新经济地理因素对本地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经济矩阵下新经济地理因素

的回归系数较小，说明引入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对本地区工业集聚作用减弱。可能原因在于工业分

布的集中，企业之间争夺资源以及消费者市场的竞争，产生拥挤效应进而使得集聚成本上升。经济政策中

的对外开放和政府作用均对本地工业集聚产生正向直接作用。②在间接效应中。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规模

经济和市场需求变量只在经济矩阵中显著为负。城镇化、基础设施和经济政策因素中的对外开放度和政府

作用变量同样只在经济矩阵中为负。这需要借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加以解释，“扩散效应”表

现为经济发达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可以促进资本、人才和技术的外溢，发达地区工业集聚存在示

范效应会促进工业向周边地区集聚；“回流效应”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使得要素从周边地区会流动发达



地区，抑制周边地区工业集聚，呈现负向溢出效应。在邻接矩阵和距离矩阵下，“扩散效应”和“回流效

应”的作用部分取消，作用不显著。而考虑经济因素时，“回流效应”作用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在经

济矩阵中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因素对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抑制作用。 

表 3  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W1 W2 W3 W1 W2 W3 

DS 
-0.011* 

（-1.84） 

-0.007* 

（-1.78） 

-0.005* 

（-1.81） 

0.075*** 

（3.33） 

0.095*** 

（3.36） 

0.057* 

（1.84） 

Scale-1 
0.278** 

（2.50） 

0.279** 

（2.41） 

0.277** 

（2.49） 

-0.121 

（-1.05） 

-0.069 

（-0.88） 

-0.016* 

（-1.78） 

Pergdp 
0.236** 

（2.08） 

0.236** 

（1.98） 

0.231** 

（2.08） 

-0.119 

（-0.97） 

-0.79 

（-0.44） 

-0.262* 

（-0.62） 

Urban 
0.006* 

（1.79） 

0.007* 

（1.72） 

0.002* 

（1.76） 

0.015 

（1.02 

0.022 

（0.35） 

-0.010 

（-0.25） 

Road 
0.035*** 

（3.93） 

0.042*** 

（3.71） 

0.027*** 

（3.23） 

0.102 

（1.63） 

0.148 

（1.54） 

-0.001 

（-0.00） 

Open 
0.028*** 

（3.92） 

0.031*** 

（4.04） 

0.026*** 

（3.27） 

0.024 

（1.51） 

0.041 

（1.91） 

-0.005 

（-0.33） 

Govern 
0.023 

（1.29） 

0.025 

（1.38） 

0.024 

（1.12） 

0.029 

（1.01） 

0.047 

（1.19） 

-0.264 

（-1.26）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①在时间维度上，中国显著优势、一般优势、潜在优势工业在空间分布上经历了由 2000 年的错落相

间到 2017 年的高度集中，并呈现由核心区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势。②在空间维度上，市域层面的工业集聚

空间自相关性在不断增强，各地级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局域空间集聚类型发生变化，2000 年

高-高区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低-低区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2017 年高-高区从东部沿海向中部地

区扩散，低-低区不断向西南和东北地区集聚。③在影响因素上。比较优势战略、新经济地理以及经济政策

都对工业集聚具有客观合理的解释能力。同时，市域工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市域某个自变量的

变化不仅影响本地区的因变量，还影响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从研究中也获得相关启示。第一，市域工业集聚存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两个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日益

加强，表明现阶段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各市域之间应加强经济交流，打破行政区划

界线，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自然地理特点，实行跨市、区和省的经济联合体，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第二，区域优势工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实是多元的，区域工业发展和集聚不应该排斥多种因

素的作用，应充分发挥各种因素，促使工业集聚。首先，比较优势战略是工业集聚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发

展阶段上要发挥当地的要素禀赋优势，使本地优势行业快速地发展，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用。其次，

应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对外开放度。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减少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成本，

促使企业集聚。最后，政府应该在促成工业集聚方面发挥外部促进作用，要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入与当地经济联系密切、前后关联程度高产业，利于专业化水

平提高和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使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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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a universal fea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t present stage,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cities, reveals the spatial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s cities. Secondl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factor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uses the 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 

There are following empirical results: (1) In the time dimension, China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 general 

advantage and potential advantage.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dustries experienced a high concentration 

from 2000 to 2017, and showed a trend of spreading from the core area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2)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mong cities. (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 multiple sources. The factor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conomic policy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ing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i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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