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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
效应、评价及发展导向
苏红键
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袁北京 100732冤
摘 要院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遥 基于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
的冶这一理念袁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曰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袁构
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袁 并利用 2006~2018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
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袁结果发现院渊1冤近年来袁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袁城
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曰渊2冤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袁城市规模与城市
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曰渊3冤当期城市规模与滞后期城市福祉显著正相关袁较高的城市福祉
通过吸引人口迁入促进城市增长遥 基于此袁城市规模战略应该以福祉增进和福祉均等化为导向袁大城市重
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尧降低拥挤效应袁中小城市则以社会平等尧公共服务尧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
增进作为着力点遥
关键词院城市规模曰城市福祉曰城市规模战略曰福祉评价曰城市体系曰联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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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的城市规模战略经历了从
野控制大城市冶到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冶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21冤04-0116-09

进行评价遥 早在 1931 年袁Angoff 和 Mencken 就利用

106 个量表进行研究袁发现密西西比州是美国野最

糟糕的州冶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 [1]遥 到 1970
年代中期袁随着各国政府和学者对生活质量尧综合

的转变袁城市体系日趋优化遥 同时袁自 1980 年代

福祉的关注超过单纯的经济增长袁越来越多的相关

来袁在城市规模战略导向方面袁效率视角的野大城市

列便利设施加权对美国大都市区的生活质量进行

野离土不离乡冶 的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被提出以

评价研究开始兴起袁如 Ben-Chieh Liu 通过对一系

论 冶 和公平视角的 野 小城镇论 冶 之争便长期存在 , 其

了评价[2]遥 与此同时袁以人类发展指数渊HDI冤[3]为代

集聚经济的无争议性袁基于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域袁则出现了一些关于城市宜居性尧幸福城市的评

的根本目的冶这一理念袁本文通过评价中国城市居

价研究遥

本质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遥 考虑效率视角

民福祉状况并考察城市规模的福祉效应袁从福祉视
角探讨城市规模发展战略问题遥
学术界关于城市福祉的研究主要可分为 3 类遥

第一类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生活质量

表的客观福祉评价研究开始兴起曰 在城市研究领

第二类研究是基于空间均衡假设以隐性价值

衡量城市生活质量遥 Rosen 最早将这一方法应用于

城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中 [4]遥 之后袁很多学者基于
这一思路袁采用不同的均衡模型和指标对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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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隐性价值进行衡量遥 比如袁Roback 基于原有

影响袁比如袁收入可以通过影响可获得的医疗尧教育

消费者均衡建立了包含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一般

资源而影响个体健康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袁所以不

均衡模型袁分析了工资和租金如何引导劳动力流向

同因素对内在福祉或外在福祉的影响也是相互关

存在福祉差异的地区 曰Blomquist 等构建了包含城

联的遥

和租金在其中存在的差异 曰Greenwood 等则考虑了

影响福祉的重要因素袁是经济学长期以来关心的人

[5]

1.集聚经济渊收入冤对城市福祉的影响遥 收入是

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均衡系统袁分析舒适度尧工资
[6]

市场不能及时出清时隐含的补偿价格偏差 遥

类福祉领域袁也是福祉评价的重要维度遥 城市收入

第三类研究主要表现为现代城市模型中的舒

水平主要由城市生产函数决定遥 考虑集聚经济效

适度评价袁这一研究领域体现了对前两类研究思想

应时袁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简化表示为 yi=Aie琢NiKi茁袁

[7]

的结合遥 Desmet 和 Rossi-Hansberg 考察了气候条

件尧临近水域以及其他生活质量指标渊如交通尧教
育尧健康尧犯罪尧艺术尧娱乐和休闲等冤对舒适度的影
响 曰Diamond 通过对 6 种类型渊便利店尧城市交通尧
[8]

城市犯罪尧生态环境尧学校质量和工作质量冤共 15

其中袁yi 表示城市 i 的人均收入水平袁Ni 表示城市 i
的总人口袁Ai 表示城市 i 的异质性生产率袁e琢Ni 表示

城市 i 的集聚经济效应袁Ki 表示人均资本投入水
平遥

2.拥挤效应对城市福祉的影响遥 城市拥挤效应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袁构建了舒适度指标 遥

与集聚经济对应袁是影响城市综合福祉的另一重要

往从效率视角对城市规模战略展开的讨论袁本文结

衡量袁根据城市内部空间均衡特征袁一般量化为总

[9]

在已有政策争论和理论研究基础上袁区别于以

合福祉理论尧福祉评价方法和城市经济理论袁构建
城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中国城市福祉特征袁并
研究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袁从福祉视角提出
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遥

二尧评价指标尧模型与数据
渊一冤城市福祉影响因素与综合指标构建
厘清城市福祉的具体维度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是构建城市福祉综合指标的基础遥 从构成维度而
言袁城市居民福祉可分为外在福祉渊经济福祉冤和内
在福祉渊精神福祉和健康福祉冤遥 而在影响因素上袁
结合福祉评价理论 [3][10][11]和城市经济理论的相关观
点可知袁影响城市福祉的因素主要包括集聚经济渊收
入冤尧拥挤效应渊通勤成本与闲暇冤尧不平等尧公共服
务尧生态环境等袁而这些都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遥
其中袁城市规模内生的福祉因素主要包括集聚经济
和拥挤效应袁分别影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渊外在福
祉冤和通勤成本与闲暇曰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因素
方面袁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个体经济状况尧心理状

方面[12]遥 城市拥挤效应可以用通勤成本和住房价格

体的通勤成本[8][12]遥 通勤成本既影响收入也影响闲
暇时间遥 很多福祉评价指标都将时间利用作为一
个重要维度[13]遥 闲暇时间越多意味着可自由利用时
间越多袁对城市居民福祉产生直接影响遥 通勤所需
时间越多袁闲暇越少遥 根据以往研究袁通勤成本一
般表示为城市内部到中心的平均距离渊

冤

的单调函数袁因而袁本文的福祉评价分析中袁用 d i
衡量通勤成本 CCi袁作为闲暇时间的替代指标遥 同
时袁 通勤成本和城市规模的关系可以一般表示为
酌

CCi=cN蚤遥

3.不平等对城市福祉的影响遥 不平等作为影响

居民福祉的重要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4][15]遥 人
类发展指数评价在 2010 年首次加入了不平等维

度袁2019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则以不平等为主题 [16]遥
本文采用收入房价比渊

冤衡量城市内部收入不

平等程度遥 给定城市平均房价 HPi袁会对应一个可
承受该房价的收入水平赠赞 i袁即收入水平等于或大于
赠赞 的群体有能力购买住房袁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假定
i

原 遥 可以认为袁一个城市赠
原 /赠赞 越大袁即赠
原 /HP 越大袁
为赠
i
i i
i
i
则该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越小袁不平等程度越低曰反

况等影响居民福祉袁城市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通过

之袁则表明不平等程度越大遥 之所以将收入房价比

影响居民的文化素养尧健康状况等作用于城市居民

指标视为外生的袁主要是因为除了受住房需求影响

内在福祉遥由于内在福祉与外在福祉之间存在相互

之外袁这一指标与城市自然环境尧土地和住房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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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紧密相关遥 一方面袁收入和房价存在均衡关
系袁由于舒适度会资本化到房价中袁从而收入房价
比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遥 比如袁很多舒适度较高
[17]

的沿海城市的收入房价比偏低遥 另一方面袁收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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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载i,j 表示城市 i 第 j 个福祉因素渊包括 yi尧CCi尧Ii尧PSi尧
AQi冤的标准化值袁Pj 表示第 j 个因素的权重袁城市 i
居民福祉 Wi 可以加权获得院

渊1冤

价比与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给政策关系紧密遥 比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院第一袁为了纵向可比袁对收

如袁重庆尧长沙等中心城市由于土地和住房供给限

入和公共服务投入指标按 2010 年不变价换算遥 第

制较小袁房价比较稳定遥

二袁标准化方法遥 各个指标标准化方法采用最大最

4.公共服务对城市福祉的影响遥 城市教育尧医

小值法袁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袁最大最小值分别取

养和健康状况等袁这是内在福祉的核心因素袁与 HDI

避免 0 值袁正向指标尧负向指标分别采用 Xi/Xlarge5尧

疗尧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会影响城市居民的文化素

中的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紧密相关遥 由于在城
市层面缺乏 HDI 中这两个内在福祉目标性指标的

数据袁 因而采用城市公共服务相关数据进行替代遥
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水平渊PSi冤袁主要指教育尧

2006 年或 2018 年指标的第 5 大值或第 5 小值遥 为

Xsmall5/Xi 进行标准化袁标准化之后袁大于 1 的值取 1遥
第三袁赋权方法遥 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尧教育尧
健康 3 个维度的平均赋权法袁考虑本文在教育尧健

康方面的指标非目标性指标袁因而对传统的收入尧

医疗尧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相应的城市配套设

公共服务支出渊包含了教育和医疗等内容冤分别赋

施建设状况遥考虑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主要是

权 35%袁对不平等指标尧闲暇和空气质量等新增调

投向公共服务尧社会保障尧基础建设和城市管理等
领域袁假定各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接近袁则人均地

节变量袁分别赋权 10%遥

城市福祉并不是单方面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袁

方财政支出规模可以反映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建设

反过来袁城市福祉作为收入尧房价尧闲暇尧公共服务尧

管理水平遥 为此袁本文主要采用城市人均地方财政

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袁其水平高低也是吸引人口迁

预算内支出作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替代指标遥

入尧影响城市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袁这与人口迁移

5.生态环境对城市福祉的影响遥 城市生态环境

主要通过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状况进而影响综合福

祉遥 有研究指出早期的 HDI 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
考量袁因此之后一些研究尝试在 HDI 中增加资源环

境指标部分袁比如李晓西等提出的人类绿色发展指
数渊HGDI冤 遥 近年来袁HDI 开始加入对环境可持续
[18]

性的评价袁包括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尧可再生能源消
耗尧二氧化碳排放尧森林面积尧淡水获取量尧环境威

理论和城市增长理论相符遥 Duranton 和 Puga 将其
归纳为舒适度尧收入尧住房成本尧通勤成本等[21]遥 用
原
滓i 表示迁入城市 i 的迁移成本袁 用晕表示可迁移的
总人口袁假定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n遥 加入系数
a尧b 分别表示城市规模的历史依赖性和城市福祉

对人口的吸引力遥 当期城市规模可以表示为院
原
Ni,t=a渊1+n冤Ni袁t-1+b渊1-滓i冤Wi袁t-1晕
渊2冤

胁等[10]遥 另有研究验证了空气质量与居民福祉之间
的关系袁发现 2004~2013 年大气污染导致的中国潜

在人均预期寿命减少量在 0.67~1.85 年之间 曰还有
[19]

渊二冤模型与数据说明
基于以上分析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的
可能关系袁建立联系方程模型遥 根据集聚经济和拥

著的负向影响 遥 根据数据可得性和数据质量袁本

挤效应的公式分别用 琢Ni袁t 和 酌lnNi袁t 替代收入和通
原
勤成本变量袁将公式渊2冤中的 滓i尧晕 以及相关常数项

与城市产业结构尧各类空气污染物排放和净化能力

系数中袁考虑存在滞后期变量引入时间维度得到模

有关袁综合反映了环境可持续性特征遥

型院

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具有显
[20]

文主要采用空气质量指标渊AQi冤进行分析袁该指标

作为城市异质性放入城市个体虚拟变量或者相关

综合上述对城市福祉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城市
福祉的可能方式的讨论袁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和地区
福祉评价方法袁本文构建了城市福祉评价指标遥 用

渊3冤

相关变量及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遥 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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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采用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6~2018

模增长率表现出野省会等>地级市>直辖市冶的特征袁

年的面板数据袁部分城市样本缺乏是由于数据不全遥

各地中心城市渊省会等冤增长更快渊4.59%冤袁北京和

结合数据可得性袁为使数据尽量匹配袁人均财政支

上海两个直辖市的城区人口规模趋稳遥

出指标采用市辖区财政支出与城区总人口的比值
表 2 城市规模基本特征

代替遥

个数

表 1 变量与数据来源

全部样本城市

变量名

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来源

城市人口

N

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

万人

建成区面积

Area

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叶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曳

城市公共服务
和基础建设

PS

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人

收入水平

y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房价

HP

城市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

元/平方米

空气质量

AQ

PM2.5 指数

国家信息中心
宏观经济与房
地产数据库

哥伦比亚大学
微克/立方米 世界 PM2.5 密
度图

三尧我国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
基本特征与变动趋势

2018 年平均值
渊万人冤

年均增长率
渊%冤

112

149

3.60

东部

86

179

243

3.91

中部

80

80

105

3.44

西部

84

78

108

4.22

东北

34

106

118

1.31

分级别 直辖市

4

1416

1773

2.85

省会等

31

333

477

4.59

地级市

249

64

82

3.20

分地区

叶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曳

284

2010 年平均值
渊万人冤

注院拉萨等城市由于数据不全袁未汇报

渊二冤城市福祉基本特征
表 3 汇报了 2010 年和 2018 年城市福祉的统

本部分将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福祉两个核心指

计特征遥第一袁总体来看袁城市居民福祉的全部样本

标进行统计描述袁主要通过分地区分行政级别分别

均值和分类样本均值均表现为不断增进的态势袁

探讨不同类型城市在两个指标上的得分情况袁明确

2010~2018 年城市平均福祉指数从 0.3436 提高到

其基本特征和近期变动趋势遥

0.4917袁年均增进 4.58%曰变异系数略有提高袁城市

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遥 第二袁分地区来看袁横
渊一冤城市规模基本特征

向比较呈现东部地区城市福祉水平显著更高的特

表 2 汇报了城市规模的基本特征遥 第一袁从

征袁各地福祉增进率基本呈现东中西部地区同步增

国城市人口平均规模不断增长袁从 2010 年的 112 万

3.43%冤的态势袁这与地区发展态势基本一致遥 结合

284 个样本城市总体来看袁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袁中

长渊年均 4.70%左右冤尧东北地区增速显著较低渊仅

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149 万人袁年均增长 3.6%遥 第

变异系数看袁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小

二袁分地区来看袁平均城市规模表现出野东部>东

且进一步缩小袁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均等化袁东部地

北>中西部冶的特征袁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城市规模较

区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有所扩大遥 第三袁分行政级

小且比较接近曰年均城市规模增长率呈现出野西部>

别来看袁直辖市的福祉优势明显袁省会等城市与地

东部>中部>东北冶的特征袁东北地区的增长率显著

级市的福祉水平比较接近袁近年来省会城市优势逐

最低袁仅为 1.31%袁这反映了近年来东北地区的衰

渐显现袁福祉增进情况表现为野直辖市>省会等>地

退和人口流出态势遥 第三袁分行政级别来看袁中国城

级市冶的特征遥 北京尧上海的福祉水平更高袁近年来

市规模体系与行政体系对应袁各类中心城市往往也

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放缓袁主要是由于较高的迁入

是各地规模较大的城市遥 2018 年袁4 个直辖市平均

壁垒导致的遥

其他副省级城市平均规模为 477 万人袁地级市的平

数据略冤袁第一袁地区分异方面袁东部地区较高的福

城区人口规模 1773 万人袁拉萨之外的省会城市及
均规模 82 万人曰2010~2018 年袁各行政级别城市规

分地区分维度指标来看渊见表 4袁各省份平均

祉主要是由于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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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8 年各地城市福祉分维度特征

部地区福祉水平略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袁在于西部

样本
个数

福祉
W

284

0.4917

34779

4.30

5.90

18661

32

东部

86

0.5321

40467

5.38

4.35

22675

34

中部

80

0.4646

32603

3.83

6.22

17615

41

西部

84

0.4902

32875

3.71

6.67

17463

26

东北

34

0.4569

30217

4.08

7.15

13930

21

直辖市

4

0.5971

53472

13.64

2.79

28693

36

省会等

31

0.4953

43968

8.07

3.98

17166

32

收入水平方面袁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显著高于其

地级市

他地区曰不平等指标方面袁北京尧上海尧天津 3 个直

249

0.4895

33335

3.68

6.19

18686

32

注院由于西藏城市数据不全袁未统计

地区的空气质量较好渊PM2.5 指数显著较小冤袁也由
于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地级以上城市样本较少袁比

全部样本城市

如新疆仅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两个城市样本袁青海
仅西宁样本曰东北地区福祉水平较低主要在于收入
水平和公共服务投入方面的劣势遥 第二袁四个直辖
市的收入和公共服务优势明显袁通勤成本尧不平等

分
地
区

指标和空气质量方面存在劣势遥 其中袁重庆具有特
殊性袁在通勤成本渊闲暇时间冤接近的情况下袁重庆
市的收入水平尧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低袁而不平等
指标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遥第三袁从具体指标来看袁

辖市的收入房价比显著最低袁除此之外是海南省渊包
括海口和三亚两个城市样本冤袁这与其较高的气候
舒适度水平有关曰闲暇时间渊通勤时间冤方面袁四个

分
级
别

收入水平 通勤成 不平等 公共服务 空气质
本 CC
量 AQ
Y
I
PS

四尧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
关系检验

直辖市由于建成区面积更大袁所需通勤时间更多袁
通勤成本高于其他类型城市曰公共服务方面袁东部

基于理论分析袁对公式渊3冤中城市规模与城市

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袁即便

福祉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渊结果见表 5冤遥 模型

不包括东部 3 个直辖市袁优势依然明显曰空气质量
方面袁东北尧西部地区和海南省城市的 PM2.5 指数
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城市的平均水平遥

SEM-OLS尧SEM-3SLS 模型估计遥 不同模型中估计
结果均显著袁且系数接近 袁验证了城市规模与城市

福祉之间稳健的相互促进关系遥 以 lnWt 为因变量

的分析中袁城市规模 Nt 来自集聚经济的收入方程袁

表 3 城市福祉基本统计特征
2010 年

1~4 分别使用 滞后 1 期 和 滞 后 3 期 的 双向 固 定

2018 年

年均增
进率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渊%冤

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验证了

城市规模的集聚经济效应曰lnNt 来自拥挤效应 渊通
勤时间冤的方程袁与因变量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

全部样本城市 0.3436

0.0555

0.1616

0.4917

0.0853

0.1736

4.58

东部

0.3645

0.0557

0.1528

0.5321

0.1006

0.1890

4.84

中部

0.3215

0.0482

0.1499

0.4646

0.0647

0.1393

4.71

西部

0.3412

0.0568

0.1664

0.4902

0.0791

0.1613

4.63

东北

0.3489

0.0492

0.1411

0.4569

0.0581

0.1273

3.43

正相关关系遥 其中袁滞后 1 期城市规模系数在 0.84

直辖市

0.3870

0.0842

0.2176

0.5971

0.1509

0.2526

5.57

健袁体现了城市增长的历史依赖性袁系数的大小与

省会等

0.3314

0.0647

0.1952

0.4953

0.0932

0.1883

5.15

地级市

0.3445

0.0537

0.1558

0.4895

0.0825

0.1684

4.49

分
地
区

分
级
别

关关系袁与理论预期相符遥 不平等指标渊I冤尧人均公
共服务支出渊PS冤尧空气质量渊AQ冤与城市福祉的计
量关系与理论模型和评价设计一致遥 以 Nt 为因变
量的 4 个模型系数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袁验证了滞

后期城市规模尧滞后期城市福祉与当期城市规模的
左右袁滞后 3 期城市规模系数在 0.48 左右袁结果稳
滞后期数有关遥滞后期城市福祉与当期城市规模的
显著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城市福祉对城市增长的促
进作用袁这与人口迁移理论的基本观点一致袁即人
口倾向于向收入和福祉水平较高的城市迁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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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关系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0.0004
(0.0000)

0.0005
(0.0000)

表 6 分类型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关系检验
模型 5
渊东部冤

模型 4

因变量院lnWt
Nt
lnNt
lnIt
lnPSt
lnAQt
C

***

0.0003***
(0.0000)

***

0.0006***
(0.0000)

-0.0639***
(0.0066)

-0.0632***
(0.0065)

-0.0699***
(0.0072)

-0.0671***
(0.0082)

0.2236***
(0.0027)

0.2220***
(0.0026)

0.2344***
(0.0028)

0.2339***
(0.0026)

0.2211***
(0.0052)

-0.1399***
(0.0058)
-2.8423***
(0.0668)

0.2193***
(0.0050)

0.2181***
(0.0056)

-0.1399***
(0.0055)

-0.1245***
(0.0062)

-3.0205***
(0.0649)

-2.7959***
(0.0725)

0.2179***
(0.0053)

-0.1249***
(0.0058)
-3.3775***
(0.0793)

因变量院Nt
Nt-i
Wt-i
C
n

R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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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39***
(0.0099)

38.9330***
(10.6822)

0.8383***
(0.0094)

72.8700***
(10.1060)

0.4822***
(0.0158)

97.3039***
(17.0591)

285.1658***
(17.6287)

280.9616***
(16.8421)

944.6445***
(27.5655)

0.9738

0.9735

0.9742

3408

滞后 1 期
双向固定
SEM-OLS

3408

滞后 1 期
双向固定
SEM-3SLS

2840

滞后 3 期
双向固定
SEM-OLS

0.4775***
(0.0149)

119.3155***
(15.5204)
944.1010***
(26.0944)
2840

0.9722

滞后 3 期
双向固定
SEM-3SLS

注院 括号中为标准误曰*尧**尧*** 分别表示在 0.1尧0.05尧

0.01 水平显著遥 下同

进一步将样本按照地区和行政级别进行分类袁

模型 6
渊中部冤

模型 7
渊西部冤

模型 8
渊东北冤

模型 9
渊地级冤

模型 10
渊地级以上冤

0.0008***
(0.0001)

0.0002***
(0.0000)

因变量院lnWt
Nt
lnNt
lnIt
lnPSt
lnAQt
C

0.0005***
(0.0000)

0.0008***
(0.0001)

0.2030***
(0.0094)

0.2191***
(0.0077)

0.0003***
0.0000

0.0015***
(0.0003)

-0.0638*** -0.0861***
(0.0107)
(0.0118)

-0.0600***
(0.0110)

-0.2082***
(0.0614)

-0.0810***
(0.0089)

-0.1398***
(0.0220)

0.2488***
(0.0061)

0.2247***
(0.0042)

0.1599***
(0.0060)

0.2242***
(0.0026)

0.2297***
(0.0068)

0.2410***
(0.0040)

-0.0960*** -0.1072***
(0.0141)
(0.0115)
-3.4502*** -3.0941***
(0.1272)
(0.0865)

0.2006***
(0.0096)

-0.0998***
(0.0101)
-2.7579***
(0.0820)

0.3313***
(0.0125)

-0.1594***
(0.0157)
-2.0280***
(0.2855)

0.2256***
(0.0052)

0.1474***
(0.0132)

-0.1509***
(0.0057)

-0.0973***
(0.0137)

-2.7279***
(0.0559)

-2.2330***
(0.1746)

因变量院Nt
Nt-1

0.7621
(0.0181)

***

0.7935
(0.0183)

***

1.0393***
(0.0111)

0.8126***
(0.0324)

0.6492***
(0.0112)

0.7767***
(0.0307)

Wt-1

177.5034*** 76.4511***
(29.0047) (13.9218)

5.6598
(9.4686)

18.7628
(13.9645)

18.5872***
(6.2610)

269.3604***
(67.9286)

C

367.1535*** 54.2022***
(31.9147) (7.2329)

-2.5541
(4.4963)

94.5348***
(16.8905)

60.4600***
(4.2448)

286.3403***
(53.8193)

1008

408

2988

420

n

R

2

1032

0.9787

960

0.981

0.9751

0.9607

0.9739

0.9867

由于以上分析中包含了城市规模的不同形式

对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进行检验袁表 6 汇报

渊Nt 与 lnNt冤以及正向尧负向关系袁为考察城市规模

从模型 5~10 来看袁各类城市样本模型中变量的方

化单调变换袁直接考察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的

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遥 在所有类型的城市样本中袁

模的一次项袁分别采用滞后 1 期双向固定的 SEM-

了滞后 1 期双向固定 SEM-3SLS 模型的估计结果遥

与城市福祉之间的综合关系袁对公式渊3冤进行线性

向均与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系数方向一致且显著袁

关系袁分析结果见表 7遥 模型 11~12 仅考察城市规

衡量集聚经济效应的 Nt 均与城市福祉表现出显著

OLS 方法和 SEM-3SLS 方法袁验证了城市规模与城

的正相关关系曰衡量拥挤效应的城市规模对数形式
lnNt 与城市福祉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曰不平等

市福祉的正相关关系曰 在模型 13 和模型 14 中袁引
入城市规模的二次项袁考察福祉视角是否存在最优

指标尧公共服务支出尧空气质量的系数均与预期相

规模袁结果发现在现有样本中二次关系显著袁但利

符遥 城市规模与滞后 1 期城市规模尧滞后 1 期城市

用估计系数计算得出的最大值点分别在 6500 万人

以上城市袁由于城市福祉和城市规模的均值较大袁滞

了线性的正向关系遥其他变量与福祉的关系依然显

福祉的关系依然显著遥 其中袁对于东部地区和地级

和 4700 万人左右袁远大于实际城市规模袁进而支持

后期城市福祉的系数也更大袁即表现出更强的人口

著袁只是由于采用的是绝对数袁从而系数变小遥各个

吸引力曰对于其余类型的城市袁由于样本中城市规

模型中滞后期城市规模尧滞后期城市福祉与当期城

模和城市福祉的值相对较小袁城市福祉对城市增长

市规模的关系依然显著且系数比较接近袁证明了关

促进作用的系数也较小袁人口规模稳定或负增长的

系的稳健性遥

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样本的该系数变得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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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城市规模影响城市福祉的基本形式检验
模型 11

模型 12

应的最优城市规模问题袁进而支持以大城市为主导

模型 13

模型 14

1.35e-4***
(1.21e-5)

1.98e-4***
(2.19e-5)

因变量院Wt
Nt
Nt2
It
PSt
AQt
C

1.13e-4***
(6.12e-6)

1.47e-4***
(6.96e-6)

0.0142
(0.0003)

0.0141
(0.0002)

***

9.99e-6***
(7.38e-8)

-6.03e-4***
(4.22e-5)
0.0789***
(0.0116)

-1.04e-8**
(4.94e-9)

-2.11e-8***
(8.03e-9)

1.00e-5***
(7.45e-8)

9.92e-6***
(7.47e-8)

0.0142
(0.0003)

***

0.0141
(0.0003)

***

9.92e-6***
(4.02e-5)

-6.10e-4***
(4.02e-5)
0.0234*
(0.0129)

***

-5.98e-5***
(4.23e-5)

-6.08e-4***
(4.15e-5)

0.0718***
(0.0121)

-0.0003
(0.0174)

因变量院Nt
Nt-1
Wt-1

0.8439***
(0.0099)

38.9330***
(10.6822)

0.8396***
(0.0094)

62.2057***
(1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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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化战略遥 但是袁从效率角度分析城市规模战
略袁在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上是片面的遥 城市发展
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升居民福祉水平袁城市体系不
断优化的结果是实现福祉均等化袁其背后是微观的
人口迁移机制遥 基于此袁城市规模之争的本质不应
是效率之争袁而是要回答袁在城镇化和人口迁移进
程中袁如何促进各类城市的福祉增进和均等化遥
第二袁城市福祉增进要围绕福祉内涵着力提升
城市居民的经济福祉尧精神福祉和健康福祉遥 增进
经济福祉的关键在于发展好城市经济尧 促进就业尧

0.8439***
(0.0099)

0.8372***
(0.0094)

38.9330***
(10.6822)

70.7167***
(10.0614)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遥当前袁在经济新常态下袁要充分
发挥城市集聚经济作用袁因地制宜发展符合各地禀

C

285.1658
(17.6287)

283.0941
(16.8426)

285.1658
(17.6287)

283.6544
(16.8428)

赋条件的优势产业和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趋势的

R

0.9842

0.9840

0.9842

0.9840

导致的不平等问题遥 增进精神福祉的关键在于积

备注

双向固定
SEM-OLS

双向固定
SEM-3SLS

双向固定
SEM-OLS

双向固定
SEM-3SLS

极提升教育水平和质量遥 随着人口乡城迁移和乡

n

2

***

3408

***

3408

***

***

3408

3408

新兴产业曰保障城市土地和住房供给袁缓和高房价

村撤点并校袁城乡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的数量均等
化水平不断提升袁未来重点在于提高优质教育资源

本文考察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的关系

供给水平袁促进教育公平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是稳健的遥 第一袁表 5 中分别采用滞后 1 期和滞后

系袁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袁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和精神

检验袁结果基本一致曰第二袁表 6 中分类型城市样本

平尧创新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尧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环

致曰第三袁表 7 中通过线性变换的模型袁采用 SEM-

第三袁各类大城市渊各级中心城市冤发展的重点

3 期的面板数据 SEM-OLS尧SEM-3SLS 方法进行了

福祉遥 增进健康福祉的关键在于提升医疗服务水

的检验结果与表 5 中全体样本的检验结果基本一

境等遥

OLS 和 SEM-3SLS 检验得到的结论与表 5尧表 6 一

在于充分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尧降低城市拥挤效应遥

訛
譹

致袁且对该模型分类型城市的检验结果 也一致遥

五尧福祉视角的城市规模发展导向

充分发挥集聚经济优势的要点在于允许大城市科
学增长袁降低人口迁入的制度壁垒遥 重点包括提高
各级中心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水平袁避免城市人口增
长受到不必要的空间约束曰积极推进大都市区化袁

区分城市规模内生和外生的福祉因素袁为我们

降低行政边界对城市增长空间和城市人口增长的

从福祉视角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导向尧分类推

限制曰逐步降低和取消部分中心城市尚存的户籍壁

进策略提供了思路遥

垒袁推进户籍制度回归人口登记管理的本质遥 降低

第一袁城市规模战略应当坚持福祉导向袁以福

城市拥挤效应方面袁要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能袁优

祉增进和均等化为目标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对城

化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体系袁降低通勤成本袁防治

市规模战略的选择有其自身的逻辑与路径遥 最初

各类城市病遥 与此同时袁按照福祉内涵袁应积极完

是在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袁为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

善各类中心城市住房供给体系袁提高保障性住房供

协调发展袁选择了小城镇主导的城镇化战略袁对应

给水平和覆盖面袁缓解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曰提高

于当时野村村点火尧户户冒烟冶的工业化战略遥之后袁

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袁提升城市环境质量遥

部分学者从效率的角度研究城市集聚经济以及相

第四袁中小城市要积极改善规模外生的福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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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袁这是与大城市实现福祉均等化的关键遥 中小城

理论的观点遥 估计结果在分类型城市样本尧不同估

市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袁考虑就地

计方法中均稳健遥 人口在地区间尧城市间的迁移过

就近城镇化趋势袁科学规划配置城市渊县城冤教育尧

程袁也是居民福祉增进尧城市间福祉趋同尧城市体系

医疗尧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袁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

优化的过程遥 为此袁通过改革袁降低人口向福祉较

量遥生态环境方面袁重点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袁

高城市迁移的制度壁垒袁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集

严格禁止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发展袁促进传统产业转

聚经济优势袁也有利于提高迁移人口福祉和总体福

型升级袁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曰有条件的中小城市

祉袁促进城市间的福祉均等化遥

可以实施低密度绿色城镇化袁优化人居环境遥 不平

第三袁区分了城市规模内生和外生的福祉因素袁

等指标方面袁中小城市虽然收入水平不高袁但是收

为确定城市规模发展导向提供了新视角遥这一区分

入差距较小尧不平等程度较低袁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袁

是有意义的袁理论角度袁可以用城市规模替代收入

避免房价上涨导致的不平等遥 经济发展方面袁中小

水平和闲暇时间两个变量袁建立城市规模与城市福

城市要积极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遥存在特

祉的关系模型曰实践角度袁城市规模外生福祉因素

色资源优势的城市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曰充分利用

的存在使不同规模城市福祉均等化成为可能袁为不

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曰积

同类型城市发展战略选择和福祉增进提供了新思

极发挥中小城市和县镇在城乡关系中的纽带功能袁

路遥 由此袁城市规模战略要以福祉增进和均等化为

推进城乡商贸物流和电商尧农产品加工业尧乡村旅

导向袁各类大城市渊各级中心城市冤要重点通过充分

游业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遥

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尧降低城市拥挤效应等促进福祉

六尧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包括以下 3 个方面院

增进曰中小城市要重点以促进社会平等尧改善公共
服务尧优化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因素作
为着力点袁促进福祉增进袁以实现与大城市之间的
福祉均等化遥

第一袁城市福祉评价研究发现袁近年来袁中国城
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袁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

注院

有扩大遥 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福祉水平显著更高曰发

訛 篇幅所限袁这里仅汇报全体样本的分析结果遥
譹

展趋势上呈现东中西部地区同步增长尧东北地区增
速显著较低的态势袁反映了东北地区的衰退遥 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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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ize and Urban Well-being院Effect袁Evaluation and
its Referen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SU Hong-ji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strategy regarding city size is all abou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野enhancing general well -being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development冶, this paper discusses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l-being. With the well-being theory and urban econom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urban well-being evaluation index to measure urban well-being in China,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urban well-being by analyz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6 to
2018 with SEM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 recent years, the urban well-being in
China has been enhanced, and the gap between cities is slightly widened. (2) City size affects urban well-being through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crowding effect,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urban
well-being.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urrent urban size and the poor urban well-being.
Better urban well-being prompts urban development by attracting people to move into cities.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strategy regarding city siz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enhancement of and equalization of urban well-being. Big citie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reduce the crowding effect, whil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general well-being, such as social equality, public servi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city size; urban well-being;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welfare evaluation; urban system曰S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