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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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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信息化影响城市化的三种机制，建立了城市化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３０个省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邮电业务总量每增加１％，城市化率
增加大约０．００７％。对东、中、西三个区域进一步的考察结果显示，信息化对西部城市化的促进作
用大于东部和中部。最终研究结论表明信息化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与其他影响城市化因

素相比其促进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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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是指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
础上实现信息的传递、存储和交流的数字化及电子

化，并以此为基础达到对整个经济体系自动化和网

络化的控制［１］。它反映了可触摸的物质产品起主

导作用向难以触摸的信息产品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

转变［２］。

关于信息化浪潮对城市的影响曾一度引起过国

外学术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能

够实现远距离商务，弱化了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

理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最终将会消亡；另

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科技人员面对面的交流

方式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信息溢出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信息化带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会增加城市的

集聚作用［３］。Ａｕｄｉｒａｃ认为信息化对城市的影响既

有分散作用，又有集聚作用［４］。Ｃａｓｔｅｌｌｓ认为商业领
域的重要决策需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做出决

定，面对面同样是科技人员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因

此城市仍然会存在而不会被广泛分散［５］。Ｋｏｔｋｉｎ和
ＤｅＶｏｌ认为在信息化时代，城市的机会在于能够产
生具有创意的隐性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隐性知
识一般只能通过面对面直接的、经常性的交谈来产

生，这也催使了高新技术企业在城市集群化的发

展［６］。Ｍｏｓｓ，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信息技
术和城市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１）互联网消除了
许多对于偏远地区地理上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减少

人们和商业在城市集聚的需求；２）信息技术并不会
削弱大型中心城市的相对优势。

Ｇａｓｐａｒ和Ｇｌａｅｓｅｒ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考察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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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改善对城市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电信手段可

能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是面对面交流方式

的补充，不会对其产生强烈的代替作用［３，７］。

最终争论的结果是信息化的发展不会使城市消

亡，而是通过两种机制增加了城市的集聚效应：一是

增强了高新技术企业在城市的集聚；二是随着电信

设备的不断增长，加强了以电信方式进行的商业交

流，进而增加了商业谈判在城市发生的机会，强化了

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关于信息化对城市化的促进

作用国内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回答两个问题，即：１）中国的信息化提高是否
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２）如果具有促进作用，其
促进程度如何。

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是由

经济驱动并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过程［８９］。除经

济因素外，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以及高等教育都是

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１０１４］。工业和服务业

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

另一方面能够吸收大量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产生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吸引

企业进行投资；较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和大量高等素

质人才也能够吸引经济向城市集聚；高度市场化的

经济更活跃，对于企业也更具有吸引力；高度的信息

化能够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在城市的集聚并强化城市

的商业中心作用，并增加信息流动，促使大量农村剩

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１　模型、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１．１　城市化影响因素模型
根据上述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本研究建立

经验计量模型为：

ｌｎｕｒｂ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ｉｃｔｉ，ｔ＋　
β３ｌｎｓｉｉ，ｔ＋β４ｌｎｔｉｉ，ｔ＋β５ｌｎｍａｒｉ，ｔ＋
β６ｌｎｅｄｕｉ，ｔ＋β７ｌｎｉｎｆ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β０和ｕｉ，ｔ分别表示
常数项和误差项；β１ ～β７表示各影响因素变化对城
市化增长贡献的不同程度；被解释变量ｕｒｂｉ，ｔ表示城
市化水平，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较多，考虑到数据

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城镇人口 ／总人
口”（％）衡量城市化水平；解释变量ｇｄｐｉ，ｔ表示经济
发展水平，采用地区人均ＧＤＰ（元）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运用 ＧＤＰ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统一折算为
以２０００年为基准年的不变价格；ｉｃｔｉ，ｔ表示信息化水
平，理论界对信息化指数的测算方法较多，但是指标

选取和权重确定具有一定差异，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建立的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和客观［１５］，但是只测算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的信息化指数，数据严重不足。在统
计年鉴中能够近似衡量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中，

邮电业务总量最具有代表性和解释性，因此本研究

选取邮电业务总量（亿元）衡量地区信息化水平；

ｓｉｉ，ｔ表示工业发展水平，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比重（％）表示；ｔｉｉ，ｔ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采
用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表示；ｍａｒｉ，ｔ
表示市场化程度，采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比重［１６］（％）表示；ｅｄｕｉ，ｔ表示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采用地区每万人中大学生的人数来衡量；ｉｎｆｉ，ｔ表
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采用（铁路里程＋公路里程＋
内河航道里程）／国土面积衡量［１７］，其单位

为ｋｍ／ｋｍ２。
１．２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周年统计

资料汇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各省份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历年统计年鉴，各省份国土面
积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面
板数据包含中国３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港澳台
地区除外），由于重庆地区统计数据缺乏连续性和

完整性，故没有包含在样本中。表１列出了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

表１　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解释变量 样本数 ／个 均值 中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ｕｒｂ／％ ３００ ４３．６３ ４０．４６ ８８．６ ２３．２０ １４．３６
ｇｄｐ／元 ３００ １４３７６．０４ １１０２０．３３ ６７９３６．３５ ２７５９．００ １０８１９．７０
ｉｃｔ／亿元 ３００ ４１８．３７ ２７０．１４６ ３９３８．１５ ３．８４ ４９７．４０
ｓｉ／％ ３００ ４４．７８ ４５．７７ ６０．１３ １９．７３ ８．３７
ｔｉ／％ ３００ ４０．５８ ３９．５１ ７５．５３ ２７．６０ ７．５４
ｍａｒ／％ ３００ ７６．７７ ８３．３５ ９５．９７ ３７．１３ １６．４６

ｉｎｆ／（ｋｍ／ｋｍ２） ３００ ０．７３ ０．６９ ２．９０ ０．０２ ０．４８
ｅｄｕ／人 ３００ １２７．９５ １０１．４６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９ １１０．９８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历年统计年鉴，各
省份国土面积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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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量检验及结果

２．１　信息化对城市化影响的总体性分析
用信息化ｉｃｔｉ，ｔ对城市化 ｕｒｂｉ，ｔ进行时间序列的

总体性分析，考察信息化对于城市化是否起到促进

作用及该作用的程度。运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全国邮
电业务总量对全国城市化率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结果见表２）。
为避免异方差带来的有偏估计，采用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

方法消除异方差。回归１中ＤＷ值只有０２６５５１１，
表明存在严重自相关，回归２中加入一阶自相关项
ＡＲ（１），ＤＷ值为１．２４３８２０，自相关程度虽然减弱
但仍然存在，回归３中加入二阶自相关项 ＡＲ（２），
ＤＷ值为２．５６０３７５，基本消除自相关。

回归方程３的结果显示邮电业务总量每增加
１％，城市化率增加约０．１３％，并且通过了１％的显
著检验。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信息化对城市化具有

促进作用，与信息化促进城市化的理论预期相符。

表２　信息化对城市化的时间序列总体回归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ｉｃ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

常数项

回归１ 回归２ 回归３
２．６００７３１

（３６．２４１２２）
２．４６３２３９

（１８．４６２４８）
２．４９５０４７

（４３．１００１５）

ｌｎｉｃｔ ０．１２０６４７

（１４．９９１１４）
０．１３４９４８

（１０．４５６９０）
０．１３２３２９

（２２．４９４２６）
一阶滞后项

ＡＲ（１）
－ ０．７２８５５９

（７．６４７７８４）
１．０９９４７９

（７．２８３３６０）
二阶滞后项

ＡＲ（２）
－ － －０．４２７７５４

（－３．３５２２８８）
调整Ｒ２ ０．９６５４８８ ０．９９１９３２ ０．９９３５４８
ＤＷ值 ０．２６５５１１ １．２４３８２ ２．５６０３７５

注：①本表的估计均由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包完成；②表中括号内列
出的为系数的ｔ统计值；③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
２．２　信息化与城市化的面板数据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回归４采用了变截距的固
定效应模型，包含了前述分析影响城市化的因素，其中

经济、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结果不显著，其他各因素在

１％水平显著，ＤＷ值为０．６８７０９３表明存在自相关。

表３　信息化对城市化的面板数据回归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ｉｃ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

常数项

回归４ 回归５ 回归６ 回归７
０．８３７７８３

（３．３２１２９４）
１．９８１０２９

（５．３０４３４７）
３．８９５８４７

（１０．１７２１２）
３．５０３９６２

（１２．７４０２２）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２５７５５
（１．１１３７９６）

０．１６９３９９

（６．３６８６４９）
－ －

ｌｎｉｃｔ ０．０４２０２５

（４．３３２７４６）
－０．００２９４３
（－０．３８８１９７）

０．００５６３７

（２．０１２１４３）
０．００６６５２

（２．７７２２７８）

ｌｎｓｉ ０．２０７１４８

（５．４６７２１５）
０．０１９８２４
（０．３２０３５２）

０．０６６２４１
（１．１０５３９８）

０．１２７０１２

（２．５９６２０７）

ｌｎｔｉ
０．０５９１７４
（１．８０６４５５）

－０．０３１４１３
（－０．６０５９６１）

－０．０１３５８８
（－０．２４９９９４）

－

ｌｎｍａｒ ０．２７４１１６

（１３．１０５４２）
０．０６８０６８
（１．７５８９７２）

０．０４２９５４
（１．８９１０８３）

０．０５５０１６

（２．０８４４０２）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５４９５８

（９．３７８４４６）
－０．００２８０７
（－０．１９１２８７）

－０．０２０６１９
（－１．６８３７０５）

－０．０２２６０４

（－２．０１５０２８）

ｌｎｉｎｆ
０．０２８８５８
（１．６０４２２６）

－０．０２５９８２
（－１．３１５７５３）

－０．００７４７５
（－０．３７１２４９）

－

一阶滞后项ＡＲ（１） － ０．８５９２６８

（３７．１２１３１）
０．９４１０２５

（８８．６２８７７）
０．９４０１３９

（７７．８１２４７）
调整Ｒ２ ０．９９２１７５ ０．９９７８３９ ０．９９７６７７ ０．９９６９４０
ＤＷ值 ０．６８７０９３ ２．５０３９１４ ２．０９８９９６ ２．０８１６３５

注：①、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５％；②本表的估计均由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包完成；③表中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ｔ
统计值。

　　为消除自相关在回归５中加入一阶自回归项
ＡＲ（１），ＤＷ值为 ２．５０３９１４，基本消除了自相关。
但只有常数项、经济发展和一阶自回归项显著，其他

影响因素均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与城市

化互相影响产生内生性，同时经济发展与工业和服

务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从而产生多重共线性。

因此，在回归６中剔除经济影响因素 ｇｄｐ，信息化从
不显著变为在５％水平显著。根据回归４，服务业和
基础设施对于城市化的作用均不显著，因此在回归

７中剔除这两项因素。考虑到影响直辖市城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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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除经济外政治等影响也较为强烈，因此将北

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剔除，得到回归７，所有
因素均在５％以上显著。

计量结果显示信息化的系数为 ０．００６６５２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化对城市化具有一定促进
作用。但是与回归３系数的０．１３２３２９相比，相差
将近２０倍，表明加入多种因素后，信息化对城市化
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小。考虑到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市发展差异巨大，本研究将我国省份按照

东中西三部分进行回归，试图得到更精确的信息化

对城市化的影响系数。

２．３　分地区考察信息化对城市化作用
如表４所示，回归８、９、１０分别为对东、中、西部

的回归。

表４　分地区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回归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ｉｃ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常数项

回归８ 回归９ 回归１０
３．８３１２９５

（８．６４６０８４）
４．４９６９６２

（１９．５９０４４）
１．６１８９６４

（６．１５３１６５）

ｌｎｉｃｔ ０．０２９２３３

（３．２７５０３５）
－０．０１７２３６

（－１．８８４５５０）
０．０６８３２９

（５．７５２１５７）

ｌｎｓｉ
－０．０２２８８７
（－０．５６３１８０）

０．０５４６８６
（１．６３８２２１）

０．１８０４５４

（２．３４２５５４）

ｌｎｍａｒ
０．０３３５６１
（０．４４６８７２）

０．０１００２３
（１．００９０８０）

０．１５８６５０

（３．９９９８１６）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４４２４
（０．１０７４４５）

－０．００５０７８
（－０．２４７２９３）

０．０６４３２２

（１．８１５２２４）
一阶滞后

项ＡＲ（１）
０．８６３５８７

（５２．００８４７）
０．９６４５７８

（８２．８６６４３）
０．７００４３８

（１１．０５１７９）
调整Ｒ２ ０．９９７０１２ ０．９９７３３３ ０．９９０４０９
ＤＷ值 ２．２１８９３３ １．９４００８９ ２．０６１２２８

注：①、、分别表示显著水平１％、５％、１０％；②本
表的估计均由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包完成；③表中括号内数值为系数
的ｔ统计值。

　　回归９的信息化指标通过了１０％显著水平检
验，回归８和回归１０都通过了１％显著水平检验。
从系数上来看中部信息化的系数为负数，且未通过

５％显著水平检验，东部和西部的回归系数都大于回
归７中全国数据回归的系数。东部和中部的系数小
于西部，原因可能是东部省份信息化程度较高、信息

基础设施较好、信息流动较高，因而城市化程度已经

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增加对城市化的影响相对不大。

西部省份的信息化对城市化影响较高，且工业和市

场化程度都通过了５％水平的检验。其原因可能是
西部省份的城市化率还较低，处于城市化发展初级

阶段，经济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工

业的发展。同时在信息化程度和信息流通相对滞后

的情况下，信息化对城市化提高的边际效应较大。

３　结　论

运用面板数据针对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

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

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但是效果有限。全国面板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邮电业务总量每增加１％，城市化率
只增加０．００７％，小于工业和市场化因素对城市化
的影响。分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化

对西部省份城市化的促进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根

据上述结论，得出政策启示为：

１）为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应加大对全
国范围内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应该向西部倾

斜。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

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缺

乏的情况下，来自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信息不畅

通，对本省及相邻省份的用工情况缺乏了解，盲目向

东部省份流动。虽然东部省份经济活跃、劳动力需

求庞大，但是过度的劳动力供给也会造成劳动力市

场的饱和，近些年来的产业机构升级和２００８年全球
经济危机更是减少了东部沿海对劳动力尤其是低端

劳动力的需求。因此需要加强西部省份信息基础设

施的建设，使得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利用信息

设备获取地方用工信息，从而使劳动力有序流动。

２）加强农村低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的
信息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人与人

之间传递信息最基本、有效的电信设施是电话。来

自日本和美国的数据显示，电话普及率和城市化之

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２００９年我国城市固定电话
普及率为３４．１％，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
话１８１部，农村这两项指标分别为１４．３％和１１５部。
从这组数字来看，城乡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拥有

率差距依然存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从城市

到农村的信息流动。因此国家应增加针对农村固定

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投资和补贴，提高农村电话普

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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