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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quality,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v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analysis is helpful
to help us sort out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nd thu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provide some idea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labor quality,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and urbanization level on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abor force qua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The gap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mong them, the quality of labor and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on economic growth is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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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动态影响关系，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有利
于帮助我们理清这三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进而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思
路。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5~2015年相关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方法
研究了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通过实证结果得到劳动力
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显著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其中劳动力质量和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
显著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大。

关键词
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空间面板，经济影响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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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完成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
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因此研究劳动力
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钞小
静、沈坤荣[1]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跨期模型对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
分析，得到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常伟蔚、侯泽等[2]通过协整分析
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于当前广西的发展是不利的；王德文[3]通过对 1978~2003 年的全国和分省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0 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收入
均等化效应，1990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不具有收入均等化效应，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成果并没有让城乡居民
平等地享有；陈敏辉[4]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基于 2000~2008 年我国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阻碍作用。沈凌、田
国强[5]从需求分析的角度讨论了贫富差距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推进城市化以减少从村
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王少平、欧阳志刚[6]根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计算
并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和我国实际人均 GDP 的变动特征而设定的面板协整模型，结果表明改革
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

2. 空间面板模型介绍
几类常用的空间模型
1) 通用模型(general nesting spatial model, 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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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ρWY + α lN + X β + WX θ + u , u = λWu + ε

(1)

2) 当 λ = 0 时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Y = ρWY + α lN + X β + WX θ + u

(2)

3) 当 θ = 0 且 λ = 0 时为空间滞后模型(SLM)：

Y = ρWY + α lN + X β + u ,

(3)

4) 当 θ = 0 且 ρ = 0 时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Y = α lN + X β + u , u = λWu + ε

(4)

其中 W 为 n × n 阶空间权重矩阵，WY 为因变量 Y 的滞后变量，用以表示邻近地区因变量对 Y 的共同作用，
WX 为自变量 X 的滞后变量，用以表示邻近地区自变量对 Y 的共同作用，Wμ 表示随机误差项的交互影响
效应。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θ、β 为 n × 1 阶变量的待估系数，α lN 为常数项。LeSage
[7]指出，相比其他空间模型，SDM 由于包含了空间滞后解释变量 WX，更有助于防止遗漏变量偏误；而
在进行实证分析过程中，要对区域样本数据进行处理，遗漏变量问题经常发生，SDM 模型很好的解决了
此问题。Gerkman (2012) [8]用住房价格数据对比 SEM 与 SDM，实证显示，无论是空间 Hausman test 检
验，还是直接与间接效应分析，均呈现 SDM 最优。
关于模型的选择机制：首先，估计 OLS 模型并检验 SLM 或是 SEM 哪个更为适合，需要检验基于
OLS 残差的四个统计量 LMlag、LMError、Rbust LMlag、Robust LMError。LMlag、Rbust LMlag 对应空间滞后
模型，LMError、Robust LMError 对应空间误差模型。如果 OLS 被拒绝，统计检验显示，SLM 或者 SEM 合
适，或是两个均合适，那么接下来不能直接进行选择，还需对 SDM 模型进行估计(Lesage 和 Pace，2009)。
这里要注意的是，要执行模型选择机制，估计方法必须选择极大似然估计，所得到的似然比 LR 可以用
来检验两个假设：H0:θ = 0 和 H0:θ + ρβ = 0，其中，H0:θ = 0 是用来检验 SDM 是否可简化为 SLM，H0:θ +
ρβ = 0 是用来检验 SDM 是否可简化为 SEM。如果两个假设均被拒绝，那么就说明 SDM 模型最优；如果
第一个假设未被拒绝并且上面的稳健性检验 Rbust LMlag 也选择了 SLM，那么就说明 SLM 最优，这两个
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否则应选择 SDM。类似地，如果第二个假设未被拒绝并且稳健性检验也指向 SEM，
那么说明 SEM 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数据的生成过程，若两条件中有一个不满足，应选择 SDM。

3.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考虑到《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关于各省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的完整性，因此本文
选择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5~2015 年的 11 年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区间。本文计量模型所使
用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Y

人均实际 GDP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 = 100)来计算环比 GDP 平减指数,然后将各个人均实际时期环
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来求得以 2000 年为基年的定基指数,通过名义 GDP 除以 GDP 平减指
数(2000 = 100)得到各地区实际 GDP 最后将其除以人口数。

X1

劳动力质量

(未受教育人数*0 + 小学学历人数*6 + 初中学历人数*9 + 高中学历人数*12 + 大专及
以上学历人数*16)/总受教育人数

X2

城市化率

X3

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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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所说：所有的事物或现象在空间上都是有联系的，但相距近的事物或现象之间
的联系一般较相距远的事物或现象间的联系要紧密。故本文所选取的权重矩阵的元素定义为：

1, i地区与j地区相邻
wij = 
0, i地区与j地区不邻

4. 空间相关性分析及模型选择
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 Moran I 指数是用来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本文全局 Moran I 指数全部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且值大约在 0.43~0.47 之间，表明我国各省域人均实际 GDP 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
相关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的 GDP 并不具有随机特征，而是在 GDP 相似的省域具有显著的地理
集中趋势，即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域在地理上相互邻近，而经济增长相对较低的省域在地理上也趋于集中。
本文选取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局部 Moran I 分析，见图 1。我们将省域划分为 4
个象限：第一象限(HH)表示高—高的正相关，第二象限表示(LH)低—高的负相关，第三象限(LL)表示低
—低的正相关，第四象限(HL)表示高—低的负相关。由于 Moran I 的值全部大于 0，经济增长地理分布上
呈现正相关关系，由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一象限的点上本空间单元 GDP 高的区域周围区域的 GDP 也相应
较高，落在第三象限的区域，本空间单元 GDP 低，那么相关的邻接区域的 GDP 也相对较低。而第二、
四象限为非典型观测区域。

4.2. 模型选择
由于存在着空间自相关，OLS 的参数估计将不一致。因此对于上述空间模型的估计一般采用广义矩
(GMM)估计或者是极大似然(ML)估计。本文采用 ML 估计方法，用 Matlab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由表 2 可以看到，针对面板数据的四类模型进行了诊断性检验，依次为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固定效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LMlag 检验仅在时间固定效应中不显著，LMerror
仅在时间固定效应不显著，结合四类模型的 Robust LM 检验，可以判断需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其次，建立空间杜宾模，本文建立三类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依次为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经过
Moran’s I: 0.46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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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ata for 2005, 2010, and 2015 Local Moran I
图 1.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局部 Mor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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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patial diagnostic test
表 2. 空间诊断性检验
Determinants

混合最小二乘
***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时空双固定效应

26.7416
(0.000)

174.1048
(0.000)

0.3625
(0.547)

20.4887***
(0.000)

LM Spatial Error

20.6947***
(0.000)

52.3763***
(0.000)

0.7614
(0.383)

25.7245***
(0.000)

Robust LM Spatial lag

23.4848***
(0.000)

122.5326***
(0.000)

1.5571
(0.212)

0.1589
(0.690 )

Robust LM Spatial Error

17.4379***
(0.000)

0.8041
(0.370)

1.9560
(0.162)

5.3947
(0.020)

LM Spatial lag

***

865.558***
(0.000)

空间固定效应 LR-test

时间固定效应 LR-test

450.0042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着性检验，括号内为显着性水平 P 值，下同。

误差修正的时空固定效应和空间随机时间固定效应，最后模型的选择，在 5%显著性水平下，Wald 和 LR
检验均显著，即拒绝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最优。同时，根据 Hausman test =
27.7132(***)的判断，选择空间随机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表 3 是三类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 Elhorst [9]给出的模型类型，本文的模型形式如下：
N

Y=
ρ ∑ wij Y jt + β1 X 1it + β 2 X 2it + β3 X 3it + ci ( optional )
it
j =1
N

+ ∑ wij (θ1 X 1it + θ 2 X 2it + θ3 X 3it ) + α t ( optional ) + vit
j =1

4.3. 结果分析
空间随机时间固定效应 SDM 模型的结果即表 3 第三列所示，某一空间单元的 GDP 不仅受本空间单
元的解释变量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还受相邻空间单元 GDP 和解释变量的影
响。GDP 空间滞后项对空间单元 GDP 的影响系数为 0.250，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省
经济发展联动性较强，各省经济协同发展。本空间单元劳动力质量对自身经济发展影响为 0.214 且在 1%
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相邻空间单元劳动力质量对本单元 GDP 影响为 0.423 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
验，这表明各区域劳动力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且邻近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增加有助于带动周
边经济发展。本空间单元城市化水平对自身经济发展影响为 0.061 且在 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相邻
空间单元城市化水平对本空间单元 GDP 的影响为 0.005 检验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城镇化进程
中，一些地区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可能造成对相邻区域
的影响不明显。本空间单元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经济发展影响为−0.126 且在 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相邻单元城乡收入差距对本单元 GDP 的影响为−0.078 且在 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相邻区
域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如各区域财富分配不均、教育制度不公平和人口流动等因素[7]，对
GDP 的影响是具有负的效应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对 GDP 的影响具有相反的作用，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故劳动力质量、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对本空间单元经济和相邻空间单元的经济影响较为显著。
根据 LeSage 和 Pace (2009)提出利用自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来检验空间相关性。由表 4 的结果可以
看出，劳动力质量的直接效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和总效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劳
动力质量促进本省经济发展，影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对于城市化水平，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
总效应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且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 4.697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 14.4687，总效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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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urbin model estimates conta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effects
表 3. 包含空间和时间特定效应的杜宾模型估计
变量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经过误差修正的时空固定效应

空间随机效应时间固定效应

X1

0.2326436*** (2.579405)

0.227135** (2.364762)

0.214294** (2.359482 )

X2

0.044961

***

**

(2.713844)

0.045391 (2.572364 )

0.061015*** (3.743098)

X3

−0.131789*** (−6.479729)

−0.129119*** (−5.969709)

−0.125685*** (−6.065538)

W*X1

0.422522** (2.326776 )

0.413511** (2.138132)

0.422951** (2.335716)

W*X2

−0.045881 (−1.587541)

−0.044507 (−1.446089)

0.005166 (0.219385 )

*

W X3
W*dep.var

−0.124867

***

−0.115514

***

(−3.532744)

0.025353 (0.33116)

(−3.089253)

0.090895 (1.215528)

R

2

0.250342*** (3.699570 )
0.052086*** (5.573936)

phi
σ2

−0.078296** (−2.403366)

0.0025

0.0028

0.0026

0.9926

0.9926

0.9885

Corrected R2

0.2520

0.2558

0.6572

Log L

541.69028

541.69178

435.57093

***

***

11.8841***

Wald test spatial lag

16.0784

12.6666

LR test spatial lag

11.5319***

11.5302***

11.1155**

Wald test spatial error

18.3789***

16.3184***

24.3709***

LR test spatial error

10.5400**

10.5424**

34.2874***

Table 4.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DMs that contain space and time-specific effects
表 4. 包含空间和时间特定效应的 SDM 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劳动力质量(X1)

0.1413777*

3.445070**

3.586448**

城市化率(X2)

4.6975317**

14.468709***

19.166241***

城乡收入差距(X3)

−0.1051343***

−2.5618968***

−2.667031**

归系数为 19.1662。这表明本省的城市化水平每增加 1%，可以对 GDP 产生 19.1662%的总经济增长效应.
其中对本区域 GDP 增长的直接效应 4.6975%，对邻近区域 GDP 增长的间接效应为 14.4687%。可以看出，
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外溢。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 1%的水平下显著，总效应在
5%水平下显著，且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0.1051，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2.5619，总效应为−2.6670，表明
城乡收入差距对本省经济发展有负效应，对空间单元之间的影响也存在负效应。即本省的城乡收入差距
每增加 1%，可以对 GDP 产生−2.6670%的总经济增长效应.其中对本区域 GDP 增长的直接效应−0.1051%，
对邻近区域 GDP 增长的间接效应为−2.5619%。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外溢。

5.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力质量、城市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各省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关
系，且各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受益于本地的劳动力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也受到本地城乡收入差距的限制，
另一方面明显受益于邻近省的劳动力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也受到邻近省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限制。于此同
时，各省之间存在显著地空间相关性，各省与邻近省经济互动明显。为了缩小各省经济发展差距，提出
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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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减少对我国经
济的不利影响，政府部门和社会企业等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此提高劳动力的
技术水平。
2) 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客观存在，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加速经济增长。所以在我国，除了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之外，应该特别注意调整
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真正实现各省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一方面有意识引导部分人才流向
中小型城市，减少过多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负担。做到上述，我国的城市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3) 通过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对经济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并在不同
类型地区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由于不同地区在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所以应该因地制宜，
努力协调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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