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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 major problem that Chinese society stability will inevitably face and need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patial varying-coefficients autoregressive model,
we adop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ata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in 2015 to study the macro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visualize the relat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utpu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foreign investment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inhibi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Per capita GDP and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have
shown stro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2) In the western region (Gansu, Ningxia, etc.), the central region (Shanxi, Henan, etc.) and the eastern region (Zhejiang, Liaoning, etc.),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for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s decreased successively; 3) In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economic growth has obvi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However, it has little or even negative correlation effect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economically especially developed regions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 make a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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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基于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
通过采用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人口城镇化数据，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城镇化宏观因素并对相关结果进
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1) 第三产业产出、外商投资明显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抑制
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产出则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2) 西部地区(甘肃、
宁夏等)、中部地区(山西、河南等)和东部地区(浙江、辽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依次减弱。3) 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然而在经济特发达地区和经济
欠发达地区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甚至是负相关关系，基于上述结论，作出相应的分析并提出
合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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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增加、
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1]。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势头十分凸显，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区位，对人类进步具有
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调结构、稳增长”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在此背景下，厘清影响城镇化主要因素及区域差异，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
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专家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人口可能达到 60%，从
全国 14 亿人计算，将有 8.4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农村人口仍有 5.6 亿[2]。围绕中国城镇化空间布局、动
力机制及影响因素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学者们对于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布呈现东、中、
西不均衡的格局，基本达成共识。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动力要素，大多认为城镇化早期动力主要为工业化，
而后期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3] [4]。而且未来第三产业将进一步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5] [6]。
张利霞[7]指出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
平波动的贡献率较大。而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朱孔来[8]建立了固定效应变系数模
型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从弹性角度分析，认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可以维持 7.1%的经济增长。叶阿忠等[9]和杨浩昌[10]都认为经济增长明显促进城镇化，且存在明显的区
域差异，中部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较大。
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文献都在理论和经验上证实了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促进了人口城镇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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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有模型大都忽略了数据的空间位置属性，只表征了在平均意义下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不能有效
反映回归关系的空间非平稳性特征，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数据的空间属性纳入回归模型，利
用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化与各影响指标回归关系随位置而变化的特征，为制定政策提
供理论依据。

2. 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的估计
自回归模型在经济和地理学科中应用非常广泛，具有良好的解释性。空间变系数模型把数据的地理
位置引入到回归系数中，基于回归系数函数的估计分析回归关系的空间非平稳性特征[11]，将空间地理位
置引入自回归模型中得到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允许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随地理位置的变化
而变化。具体形式为：
n

k

Yi = ρ ( ui , vi ) ∑ wij Y j + ∑ X ip β p ( ui , vi ) + ε i
=j 1 =
p 1

其中 Yi 是响应变量， ρ ( ui , vi ) 为 ( ui , vi ) 点的空间效应系数，权数 wij 是个体 i 和个体 j 之间的邻接关系，

相 邻 取 1 不 相 邻 取 0 。 β p ( u , v )( p = 1, 2, , k ) 是 系 数 函 数 ， ε i 是 扰 动 项 。 估 系 数 函 数 ρ ( ui , vi ) ，

β p ( u , v )( p = 1, 2, , k ) 的估计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12] [13] [14]。本文所有的系数函
数估计和可视化都是基于 R 软件实现的。

2.2.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首先对学者们研究的影响人口城镇化率的因素做一个梳理，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城镇化之间存
在显著空间相关性，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且东、中、西部城镇化与城
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15] [16]。曹飞[17]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经济外向度、信息化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对本省区的人口城镇化具有积极影响。
蒋伟[18]将各省的人均 GDP、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文盲半文盲
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秦佳和李建民[19]认为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
GDP 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研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第三产业产出(SER)、人均第二产业产出
(INR)、人均外商投资(FDI)、城乡收入差距(URR)对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采用 2015 年的 31 个省、市和
自治区的数据来分析大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借鉴冒小栋等[15]和 Zhang K H 等[20]的研究方法，将所有解释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利用 Eviews
软件对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建立空间变系数自
回归模型。

= ρ ( u , v ) W ⋅ URB + β1 ( u , v ) LNSER + β 2 ( u , v ) LNINR + β3 ( u , v ) LNFDI +
URB

β 4 ( u, v ) LNURR + β5 ( u, v ) LNGDP + ε

其中 ρ ( u , v ) ， β p ( u , v ) ( p = 1, 2, ,5 ) 为各指标在 ( u , v ) 处的空间效应系数， W 是空间权重，若第 i 个省份
和第 j 个省份若拥有共同边界，则空间权重 wij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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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efficient estimates and goodness of fit for the model
表 1. 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和拟合优度
数量

C

LNGDP

LNSER

LNINR

LNFDI

LNURR

W.URB

R2

线性回归模型

−1.076

0.163

0.089

−0.047

0.038

−0.085

0.059

0.965

−0.076

0.216

0.018

0.044

−0.140

0.154

0.953

自回归模型

0.955

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

Table 2. Estimation of coefficient function of spatially varying-coefficient autoregressive model
表 2. 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的系数函数估计值
回归系数

最小值

1/4 分位数

中位数

3/4 分位数

最大值

LNGDP

−0.1888

−0.0148

0.0542

0.0919

0.1851

LNSER

0.0378

0.1249

0.1547

0.1980

0.3025

LNINR

−0.0520

−0.0289

−0.0148

−0.0019

0.0434

LNFDI

0.0353

0.0440

0.0485

0.0508

0.0584

LNURR

−0.2040

−0.1844

−0.1740

−0.1606

−0.1229

W.URB

0.0282

0.0748

0.0878

0.1092

0.1452

3. 实证结果分析及可视化
3.1.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自回归模型、以及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对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
由表 1 可得线性模型中第二产业对于人口城镇化率表现出抑制作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人均生产总值对人
口城镇化的影响为负值，这不太符合实际。两个模型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出对城镇化水平有较强的正的影
响，符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5] [21]。外商投资提高会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差距制约人口城镇化
的发展。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模型，进一步说明该模型的合理性。

3.2. 实证结果可视化
由图 1 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省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较大，其中北京、天津、辽宁、上海、
广东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安徽、湖北、江苏、湖南、陕西、山东等省人口城镇化率处于中等地位，而
西藏、甘肃、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城镇化水平较低。 因此研究每个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很有必
要。
由图 2 和表 2 可知，外商投资推动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强度为 0.0353 ~ 0.0584 ，城乡收入差
距明显抑制城镇化的发展，具体为 −0.2040 ~ −0.1229 。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比西
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大，这完全符合郭军华等的观点。第二产业与城镇化没有严格
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对于发达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模式没有起到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作用。
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强度为 0.0378 ~ 0.3025 ，西部地区(甘肃、宁夏、西
藏等)、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河北等)和东部地区(浙江、辽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依
次减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尚未成熟，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可能会拉动
经济增长，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就业机会，进而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
展趋于成熟，所以影响已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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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 个地区城镇化图

图例
0.4~0.49
0.49~0.5
0.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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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0.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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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人口城镇化预测图

Figure 1. Rea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map and forecas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map
图 1. 真实人口城镇化率图和预测人口城镇化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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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均生产总值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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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均第三产业产出系数图

图例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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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均城乡收入差距系数图

Figure 2. Coefficient function graph of spatially varying-coefficient autoregressive model
图 2. 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的系数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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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城镇化的影响有正有负，表现出了强烈的空间非平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甘肃、
新疆、宁夏、广西、云南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对人口城镇化具有负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经济较
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限制了经济增长对于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经济特发达的地区(上海、北京)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抑制城镇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已经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而高房价、重污染等因
素使得原本的城镇化人口迁移到其他城市。相邻省份城镇化发展也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形成服务业聚集，从而促进本省城镇化的发展。

4. 结论
本文利用 2016 年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因素，结果表明：
1) 从整体上看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城镇化，经济欠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
影响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差异，着重加大经济欠
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的投资，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
形成城市聚集效应，从而推动人口城镇化。
2)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化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提高城镇化水平最
有效的途径。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定价农产品价格，减少各种中间费用，引导农产品的合理耕种，利用各
种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从而促进居民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消费。同时吸引外商在中国投资，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以增加经济收入，进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3) 空间变系数自回归模型比普通空间自回归模型有更好的解释能力，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差
异，为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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