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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来自陕西省１０７个区县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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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提出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说，根据陕西省１０７个区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

现：①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不显著，简单地调整户籍并不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②人

口城市化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以此二者为中介促进了经济增长；③人口城市

化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正向调节了工业化进程、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但是针对工业化进程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而针对后三者的调节作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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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安部颁布《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１９９７）以来，中国全面加速户籍管理制度改

革，将人口城市化视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

大引擎”［１］，期望以此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

“扩大内需”，这使得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从３０．８９％

（１９９９年）迅猛增长到５７．３５％（２０１６年）。与此同

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８．９３％（１９９９—

２０１６年）的增长奇迹。这两类高度协同的数据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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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隐藏着内在联系？是否积极推进人口城市化就

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大量研究从促进资源配置、加

快要素积累、改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等方面，采用地

级市及以上空间尺度数据检验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机制及效果，发现作用效果存在争议［２５］，少

有研究关注更微观区域的作用机制及效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城市化率虽然年年上升，

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现趋异：在国家和省域尺度

上，区域总人口与人口城市化率大多同时增长；在地

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尺度上，部分城市出现总人口减

少与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并存的现象；在更微观的县

级尺度上，这种总人口减少与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并

存的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大量出现。

因此，论文的主要贡献之处在于：首先，探讨了

人口城市化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和机

制；其次，在县级区域层面上研究这种作用，更全面

地反映作用机制的地域性特征及效果；最后，鉴于经

济增长和城市化存在空间依赖性，引入空间计量模

型避免估计误差。

１　文献述评及假说提出

当前研究从三方面分析了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可能作用：１）直接作用。通过人口资源优

化配置，提高生产的规模报酬和生产效率，进而促进

经济增长［４，６，７］。２）中介作用。①以要素积累和创

新为中介：人口城市化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与交流

协作的便利，加快物质、人力和知识资本的积累，促

进创新能力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５，８］。②以经

济结构为中介：人口城市化通过影响需求结构和投

入结构等路径改变区域经济结构，加快价值链和技

术链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８，９］。③以城市内

需为中介：人口城市化通过增加城市居民消费和政

府部门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促进

经济增长［１０，１１］。３）调节作用。城市的人口集聚吸

引（创办）新企业进入城市，扩大了上游企业生产中

间产品的当地需求，减少了下游企业生产最终产品

的投入运费，这都有利于上游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和

下游企业效益提升，进而吸引新企业进入城市展开

新的企业间联动。人口城市化通过调节投资、产业

集聚、消费、创新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间

接促进经济增长［１２，１３］。

当前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大量研究没有展

开人口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也没有控

制数据的空间依赖性；第二，少有研究从地级市以下

空间尺度考察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也没有考虑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是否会随时间的变化

而动态调整。基于前述研究，论文提出人口城市化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机制假说（见图１）：Ｈ１、

Ｈ２、Ｈ４、Ｈ５：人口城市化会促进要素积累、创新能

力、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需等因素发展（实线画出）。

Ｈ３、Ｈ６、Ｈ７、Ｈ８、Ｈ９：人口城市化、要素积累、创新能

力、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需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线

画出）。Ｈ１０、Ｈ１１、Ｈ１２、Ｈ１３：人口城市化作为调节变

量正向影响要素积累、创新能力、经济结构和城市内

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虚线画出）。

图１　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说

Ｆｉｇ．１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２　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２１　模型构建

使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指数检验数据是否存在空间

依赖性，如果存在则应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全局

Ｍｏｒａｎ指数计算过程见文献［１４］。

模型采用对数形式降低异方差和非平稳性，基

本空间计量模型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和空

间误差模型（ＳＥＭ）。

空间自回归模型：

ｌｎ犢 ＝β０＋ρ犠ｌｎ犢＋∑β犻ｌｎ犡犻＋ε （１）

　　空间误差模型：

ｌｎ犢 ＝β０＋∑β犻ｌｎ犡犻＋ε

ε＝λ犠ε＋
烅
烄

烆 μ

（２）

式中，犢 表示区域经济增长；犡犻 表示影响区域经济

增长的第犻类因素；ε是随机误差项；β０ 是截距项；β犻

是相应的回归系数，反映影响因素犡犻 对因变量犢

的影响；犠 为狀×狀阶的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自

相关回归系数；λ为狀×１阶的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

差系数，用于度量空间关联地区关于经济增长因变

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μ为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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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２２　指标选择

论文参考沈坤荣［５］、Ｋｏｌｏｍａｋ
［７］、马忠玉［１２］等

有关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兼顾中国县级空间单元数

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为：经济增长水平（犢），采

用地区人均ＧＤＰ表征；工业化程度（犐犇犝２），用所在

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征；

投资水平（犐犞犛），用所在地区的人均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表征；人力资本水平（犎犝犕），基于县级尺度

上数据的可获得性，用所在地区普通中小学在校人

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劳动力投入（犔犃犅），用所

在地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表征；创新能力水平

（犆犚犈犃犜），用所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数表征；

人口城市化率（犝犚犅），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表征；消费水平（犆犝犛），用所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表征；政府支出水平（犌犗犞），用所在地区

的地方政府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健康

服务水平（犎犃犔），用所在地区的每千人拥有医院卫

生院床位数表征。另外，论文引入虚拟变量（犇犝犕）

检验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行政区

域空间差异，市辖区设为１，而市辖县设为０。

２３　数据说明

参考民政部备案的２０１８年２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论文构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

陕西省区县层面１０７个区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库。原

始数据来自各年份《陕西统计年鉴》及《陕西区域统

计年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

因原始统计缺失，而采用指数平滑法获得。专利数

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根据专

利的地理位置（经纬度），自行抓取整理。另外，论文

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对相关数据进行消胀处理。

３　计量结果分析

３１　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利用 ＧｅｏＤａ软 件，计 算 陕 西 省１０７ 个 区 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实际人均ＧＤＰ全局 Ｍｏｒａｎ值，发现

均为正值（见图２），且都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因此考察期内区县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影响其邻

近区县，也会受到其邻近区县的影响，即经济增长表

现出正向的空间集聚。

３２　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机制检验与分析

　　利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予以估计，论文根据文献

［１４］的 原 则，运 用 两 个 拉 格 朗 日 乘 子（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简称ＬＭ）检验，即比较ＬＭｓａｒ检验和

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以及稳健的 ＬＭｓａｒ检验、稳健的

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结果，选择空间面板误差模型进行

报告。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陕西省区县人均ＧＤＰ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指数

Ｆｉｇ．２　ＷｈｏｌｅＭｏｒａｎ’ｓ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ＧＤＰ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５
　

３２１　作用机制检验

１）直接作用与中介作用检验

ｌｎ犢＝β０＋β１ｌｎ犝犚犅＋ε

ε＝λ犠ε＋
｛

μ

（３）

　

ｌｎ犢＝β０＋β１ｌｎ犝犚犅＋β２ｌｎ犐犇犝２＋β３ｌｎ犐犞犛＋

β４ｌｎ犔犃犅＋β５ｌｎ犎犝犕＋β６ｌｎ犆犝犛＋

β７ｌｎ犌犗犞＋β８ｌｎ犆犚犈犃犜＋β９ｌｎ犎犃犔＋

β１０犇犝犕＋ε

ε＝λ犠ε＋

烅

烄

烆 μ

（４）

检验过程：第一步，利用式（３）检验人口城市化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应。第二步，检验人口城市

化是否分别影响工业化进程、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

本积累、城市内需和创新能力，判断假设 Ｈ１、Ｈ２、

Ｈ４、Ｈ５ 是否成立，第三步，利用式（４）检验各因素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判断假设 Ｈ３、Ｈ６、Ｈ７、Ｈ８、Ｈ９ 是

否成立，如果 Ｈ３ 不成立，则说明不存在直接作用。

第四步，对比前述结果，如果总效应存在，再检查第

二、三步中各变量的系数是否都显著不为零，若是则

存在中介效应；若系数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参考文

献［１５］进行Ｓｏｂｅｌ检验，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

存在；如果存在中介效应，结合前述检验，若 Ｈ３ 成

立，那么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Ｈ３ 不成立，则存在

完全中介效应。

第一步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对数似然函数检

验值（犔狅犵犔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较大且拟合度（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较高，犝犚犅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考察期内人口城

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存在且显著，而且总效应

随着时间不断增强。

３７３赵璟，等：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表１　陕西省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应

Ｔａｂ．１　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变量
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常数项
８．９２５

（８４．５３）

９．９８８

（５８．２１）

９．８４８

（１３６．０８）

犝犚犅
０．５１７

（８．０４）

０．８３９

（７．０９）

０．８８４

（２１．０６）

λ
０．１４４

（１．８６）

０．３０９


（３．５５）

０．３１７


（７．８７）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８７８ ０．５９２ ０．６０４

犔狅犵犔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４４２．０９１ ５２６．９６２ ５５８．３８４

　　注：表中（）内的值为狋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二步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考察期内区县人

口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城市内需和

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对工业化进程和

物质资本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陕西省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工业化、要素累积、城市内需、创新能力的影响检验

Ｔａｂ．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５

变量 犐犇犝２ 犐犞犛 犎犝犕 犔犃犅 犆犚犈犃犜 犆犝犛 犌犗犞

犝犚犅
０．２９８

（１３．４５）

１．１０２

（５２．９９）

０．０５８

（０．３２８）

３．２７６

（０．９２７）

０．８７９

（０．６２６）

０．２３５

（０．７９９）

０．０２８

（０．９１８）

λ
０．４１４

（１０．５１）

０．２５７

（３．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５）

０．３４７

（６．５４）

０．２０３

（２．６８）

０．２９３

（４．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５）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７９０ ０．８８１ ０．６８４ ０．５６９ ０．６７１ ０．７１３ ０．５８９

犔狅犵犔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１１２．１７７ ４５．７７８ ５４．４４５ ７７．７４６ ９５．５２１ １１５．１３６ ９６．１４５

　　注：表中（）内的值为狋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三步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总体来看，人口城市化没有直接作用于陕西区

县的经济增长（即Ｈ３ 不成立）。其中，工业化程度、

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劳动力投入的系数为负且不显

著，因此Ｈ６ 部分成立，Ｈ７、Ｈ８ 成立。但是消费水平

的系数显著为正、政府支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

方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反而阻碍了陕西区县的经

济增长（Ｈ９ 部分成立），而且这种阻碍作用在减弱。

另外，描述行政区划差异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说明

市辖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为了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的路径，以经济增长

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做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见表４，其中

犪和犫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狊犪和狊犫分别是犪和犫

的标准误差，狊狅犫犾犲是根据文献［１５］计算出的中介效

应检验值，狆ｖａｌｕｅ表示统计检验的概率值），均接受

原假设，表明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内需

和创新能力均不是中介变量。结合表２、表３、表４

结果可知，人口城市化通过促进工业化进程和投资

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完全中介作用。

２）调节作用检验

　

ｌｎ犢＝β０＋β１ｌｎ犝犚犅＋β２ｌｎ犐犇犝２＋β３ｌｎ犐犞犛＋β４ｌｎ犔犃犅＋β５ｌｎ犎犝犕＋β６ｌｎ犆犝犛＋β７ｌｎ犌犗犞＋β８ｌｎ犆犚犈犃犜＋

β９ｌｎ犎犃犔＋β１０犇犝犕＋β１１ｌｎ犝犚犅×ｌｎ犐犇犝２＋β１２ｌｎ犝犚犅×ｌｎ犐犞犛＋β１３ｌｎ犝犚犅×ｌｎ犔犃犅＋

β１４ｌｎ犝犚犅×ｌｎ犎犝犕＋β１５ｌｎ犝犚犅×ｌｎ犆犝犛＋β１６ｌｎ犝犚犅×ｌｎ犌犗犞＋β１７ｌｎ犝犚犅×ｌｎ犆犚犈犃犜＋ε

ε＝λ犠ε＋

烅

烄

烆 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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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未考虑调节效应的陕西省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效果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

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５

变量
ＳＥＭ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含犇犝犕 项）

犝犚犅
０．１３１

（０．５０７）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６

（０．３４７）

０．１７９

（０．４５７）

犐犇犝２
１．５７９

（１０．８４１）

０．９９２

（６．０５８）

１．０１２

（７．４１５）

１．１８５

（１．７２２）

犐犞犛
０．１４８

（２．６４０）

０．０８８

（２．４７１）

０．２３４

（１１．４４０）

０．２２６

（９．６３１）

犔犃犅
－０．０４５

（１．７７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３

（０．３７４）

－０．０９４

（－０．８２２）

犎犝犕
２．０４１

（１．７４９）

－０．７０１

（０．５８７）

１．４０２

（２．５２８）

１．４２９

（３．９８１）

犆犝犛
０．１３１

（１．８６６）

０．２２８

（２．３１１）

０．３５２

（５．００１）

０．３９５

（４．９８４）

犌犗犞
－２．７０８

（３．８０３）

－０．１９４

（０．４９２）

－０．１９６

（２．３３５）

－０．１９５

（２．０３６）

犆犚犈犃犜
０．０３１

（２．２２９）

０．３５０

（２．４３１）

２．６１２

（３．３８８）

０．６０３

（５．５７２）

犎犃犔
０．２５８

（７．０３１）

０．２７１

（２．４７２）

０．０２７

（１．８９３）

０．１５８

（１．４４２）

犇犝犕
０．２７７

（１．７７９）

λ
０．３８５

（０．０６５）

０．５９４

（０．１１９）

０．７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７２５

（０．０８８）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７９８ ０．７００ ０．８１８ ０．８８４

犔狅犵犔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７．４５１ －２３．６３５ －１２．８８９ －３５．６５２

　　注：表中（）内的值为狋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　中介变量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ｂｅ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犪 犫 狊犪 狊犫 狊狅犫犾犲 狆ｖａｌｕｅ 结论

犔犃犅 ２．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８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９ ０．８４２２ 中介效应不显著

犎犝犕 ０．０５４ １．３７１ ０．５１１ ０．７８１ ０．１０５ ０．９１６０ 中介效应不显著

犆犝犛 ０．２０７ ０．３０１ １．８２４ ０．５８２ ０．１１１ ０．９１１７ 中介效应不显著

犌犗犞 ０．０２５ －０．２７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４ ０．８８５１ 中介效应不显著

犆犚犈犃犜 ０．５０７ ０．１０５ １．８７３ ０．７９３ ０．１１９ ０．９０５３ 中介效应不显著

　　通过式（５）中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判断调节作

用是否存在，另外将式（５）与式（４）结果对比，检验加

入调节变量后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见表５）。

５７３赵璟，等：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考虑调节效应的陕西省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效果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５

变量
ＳＥＭ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含犇犝犕 项）

犝犚犅
５．５４０

（０．４４１）

１１．８１５

（０．２２７）

３．４１２

（０．３８３）

２．１７８

（０．６０３）

犐犇犝２
１．５９７

（２．６４９）

０．４８８

（２．４７１）

１．１０８

（４．３７７）

０．３５８

（２．１１０）

犝犚犅×犐犇犝２
２．９１１

（２．４７４）

２．１７７

（２．２２４）

１．６６５

（２．３１６）

１．３３２

（－２．７３１）

犐犞犛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４）

０．８２７

（１．９１７）

犝犚犅×犐犞犛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７）

１．０８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８

（３．８３２）

犔犃犅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１

（０．５９８）

－０．０４１

（０．４２０）

－０．１７８

（－０．６０２）

犝犚犅×犔犃犅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７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７

（１．３８２）

犎犝犕
２．２８０

（０．０２７）

１．８９７

（０．０３４）

２．１３８

（０．０３０）

２．６５６

（－２．３４８）

犝犚犅×犎犝犕
１．０８６

（１．８８９）

１．２８１

（２．２２９）

２．０２６

（１．９１８）

１．１０２

（－５．２６）

犆犝犛
０．０５１

（５．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１．９１５）

０．３３６

（９．４０８）

０．４５５

（２３．７１２）

犝犚犅×犆犝犛
０．８３４

（０．３６７）

１．０８３

（０．４７３）

０．１１８

（０．７２４）

０．０９８

（１．４７７）

犌犗犞
－２．５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７８１

（０．４３０）

－０．９３１

（０．０８８）

－１．３３２

（－２．７３２）

犝犚犅×犌犗犞
－２．３８９

（０．７５４）

－６．２２３

（０．２６０）

２．７６９

（０．９３８）

２．０４８

（１．１５）

犆犚犈犃犜
４．０８２

（０．００７）

０．２８６

（０．０２１）

０．２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９７７

（１．７７２）

犝犚犅×犆犚犈犃犜
１１．５１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１

（１．７４４）

１．５６３

（２．１１８）

１．３５８

（２．３１５）

犎犃犔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１１

（１．３６１）

犇犝犕
０．３５２

（１．９１０）

λ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３）

０．５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７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３９２

（０．０２１）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２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９

犔狅犵犔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２．１１２ －９．８８５ １５．２７８ ２１．２１４

　　注：表中（）内的值为狋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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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西省县级尺度上，检验调节作用发现：

第一，人口城市化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交叉项

系数前半期为负，后半期为正，在整个考察期为正；

人口城市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交叉项系数大部分

显著为正，但是与劳动力投入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且

不显著，说明人口城市化正向调节物质资本投资与

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不调节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Ｈ１０部分成立）。

第二，人口城市化率与创新能力的交叉项系数

大部分显著为正，说明人口城市化促进了技术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Ｈ１１成立）。

第三，人口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程度的交叉项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城市化显著正向调节工业

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Ｈ１２成立）。

第四，人口城市化率与居民消费、政府支出的交

叉项系数有正有负，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

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受到

人口城市化的调节影响（即Ｈ１３不成立）。

第五，对比两个考察时段的结果发现：随着时间

推移，人口城市化的调节作用逐渐增强的对象是物

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而作用逐渐

减弱的对象是工业化程度。

另外，对比表５与表３可知，加入虚拟变量后各

解释变量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基本不变，表明模型

的稳健性较好，而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

辖区比市辖县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３２２　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３．２．１节检验结果，在陕西省县级尺度上，

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归纳为：

第一，人口城市化没有显著地直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人口城市化显著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并以此二者为中介变量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人口城市化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正向调节

了工业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

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详见图３）。

图３　陕西省县级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

Ｆｉｇ．３　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ｃａｌｅ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　结论与启示

结论：

１）在陕西省县级空间尺度上，经济增长存在显

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

２）人口城市化并不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却

会显著促进工业化进程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且

以此二者为中介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完

全中介效应，但是工业化进程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在逐渐减弱。

３）工业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积累

和创新能力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这些促进作用

都受到了人口城市化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且调节作

用也在发生变化：人口城市化针对工业化进程的调

节作用随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逐渐减弱，而人口

城市化针对后三者的调节作用却在逐渐增强。

启示：

１）在城市化率较低的区县，积极推进工业化和

人口城市化同步发展，建议彻底放开落户限制，取消

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的限制性就业政策，提升健康

服务水平，并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

围，释放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需求。

２）在城市化率较高的区县，人力资本积累和创

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建议

这些区县重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营造从业人员积

极参加在职培训及各种再教育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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