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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寻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本文收集整理了 !! 个国家 #-8" %!"#'

年的相关数据"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再针对各个梯队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第一梯

队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

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 随后"本文对各梯队分别建立以城市化和服务业为因变量的面板回归# 研究结果表明!城

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从初期到高度发达过程中"其相互促进作用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且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之服务业

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当达到潜在最大城市化率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国目前$近期以及

将来的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阶段应以发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带动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服务

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当中国的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应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

级的重要引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当中国服务业与城市化达到高度发达时"应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

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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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是城市

化的基本力量!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工业和

服务业先后对城市化发展起着不同的促进作用" 根据城

市产业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城市分为制造业为主型的城

市+服务业为主型的城市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型的城

市" 目前!中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部分城市甚

至进入工业化的后期!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将成为城市化发

展的方向"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

长由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逐渐进入高效率+低成本的集

约型+可持续的稳态增长!服务业以其就业容量大的产业

特性而成为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城镇融合

发展%" 由此可见!推动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协同互动发展

成为#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基于全球化视角来探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

系!梳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对于促进两者之

间的协调互动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

形成了较多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演进的表象联系"

EC6365?最早研究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关联问题! 发现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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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也呈

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 F1=5考察了产业劳动力结构与

城市化联系紧密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现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得更为紧密(

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

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 M=3L6DHA33 研究了工业

化国家 #-!" %#-&" 年期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发现劳动

力在服务业部门相对集中)'* " IDAB> 和 [6==;65:13 重点考

察了城市规模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大规模城市的

主导产业多为现代服务业!而小规模城市多为制造业).* "

二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单向作用

机制" 国内外学者从两个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单向影响

机制" 其一是重点研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GA3=6D:等实证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发展水平与服务业

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

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 " [A55=:考察

了印度的城市化过程!指出城市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是

服务行业发展的核心载体)8* " Z66QD6和@ABCAH认为城市

化能够促进服务业知识外溢!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但是

人口向城市过度集中!则会对服务业发展带来限制)&* " 中

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发现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

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和住房成本对服务

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 " 顾乃华研究了中国 !$! 个城

市!发现各省市的不同制度会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而造成

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 曾淑婉通过建立静态与动

态的省际面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

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且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边

际作用递减)#"* " 其二是重点研究了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

进程的影响机制" ECA3L等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吸纳了城市化过程中大

量的劳动力)##* " 陈健和蒋敏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的关联效应!认为规模关联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其他关联效应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大)#!* " 曾国

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 !""" %!"## 年各省市服

务业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发现物质资本集聚度对城

市化发展的作用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作用呈上

升趋势!而就业密度对城市化发展呈负效应)#'* " 王为东

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对现阶段城市化进

程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部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城

市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作用相对减弱!竞争对城

市化进程的影响增强)#.* " 李逢春利用中国 $$ 个城市的

数据检验并分析了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机理!结果

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都对城市转型

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

三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双向作用机制"

9=UU63通过建立三部门模型来分析撒哈拉地区经济体!研

究结果表明转移到城市的农业劳动力规模与服务业发展

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关系)#8* " F6::=3A将政府部门规模作

为变量之一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部门规模+城市化水平与

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王向研究

了 #-.- %!"#" 年上海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

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要

强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于斌斌基于制

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视角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生演

化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主导性!而且制造

业与服务业的互惠效应越强!城市的整体经济容量就越

大)#-* "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

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如李程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与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互动关系!提出要以制度的

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建

立)!"*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

的研究!经历了从前期简单的现象描述到近期探究本质+

再到解释影响机理的过程" 通过梳理文献可发现!大多数

学者都在讨论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但是

实际上服务业与城市化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

该同时讨论两者的互动关系)!#* " 而从现有研究两者互动

关系的文献来看!都没有基于全球视角!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大样本进行分析!而仅仅以某个地方或国家为研究对象

来进行分析!这无法得到较为普适性+前瞻性的科学结论"

因此!本文收集整理了 !! 个国家 #-8" %!"#' 年的数据进

行面板回归分析!尝试解答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业与城市

化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揭示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的国家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影响程度是否具

有异质性和规律性及其原因!以期为处于#新常态%下的

中国提供促进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变量选取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 遵循统计口径统一的原则!本文

从世界银行 ^GV数据库 & C44S$gg;A4A+215D;QA3>+15Lg

41S=B'中选取有关国家的主要变量" 其中!核心变量是#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O5QA3'和#服务等!附加值&占

NG<的比例'% &:65R=B6'!控制变量是反映各国其他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标$实际NG<&5L;S'+实际人均NG<&BL;S'+

人口总数&<<'和国土面积&DA3;'" 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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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变量的含义及名称
9AQ+#*@AH6A3; ;6:B5=S4=13 1URA5=AQD6:

类型

9?S6
名称

@AH6
含义

G6:B5=S4=13

核心

变量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其中城市人口是指生
活在国家统计机构所定义的城市地区的人口"

服务业

发展水平

服务业增加值占 NG<的比例!其中服务业与
VMVE第 $" %-- 类相对应"

控制

变量

实际NG<

以购买者价格计算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

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任何产品税并

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的补贴" 数据以
!""$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实际人均

NG<
实际NG<除以年中人口总数" 数据以 !""$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人口总数

计算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合法身份
或公民身份!除了没有永久定居在避难国的难
民!一般被视为其祖籍国人口的一部分"

国土面积
指一国国土总面积!不包括内陆水体+提出主
权主张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研究样本和聚类分析

为了在全球大样本下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

动关系!并得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验!首先

要考虑的问题是选取哪些国家的样本进行研究" 其实!没

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全球所有国家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

是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 并不是所有国

家对中国都具有参考价值" 李浩将国土面积和 NG<作为

中国进行国际比较的重要参考指标!最后选取了 !. 个国

土面积大于 !"" 万 >H! 或 NG<总额大于 8 $"" 亿美元的

国家!形成了#!. 国集团%和三个梯队)!!* " 其研究思路的

可借鉴性在于缩小了样本国家的选择范围!但是笔者认为

其对三个梯队的划分标准过于主观+划分依据过于简单!

因此!本文在#!. 国集团%的基础上!剔除数据缺失严重或

差异性较大的加拿大+苏丹和刚果&金'!并加入#金砖五

国%的成员国南非!形成#!! 国集团%" 原始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GV数据库公布的 !"#' 年数值!度量标准选用平

方WOBD=;6A3距离!对原始数据进行b得分标准化后!再使

用^A5;法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后的树图见图 #"

从图 # 可以发现!!! 个国家被聚类为三个梯队!第一

梯队成员国有 #" 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韩国(第二梯队成员国有 #" 个$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

耳其+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俄罗斯(第三梯队成员国有

! 个$中国+印度"

图 #*!! 个国家的聚类分析树
,=L+#*EDO:465A3AD?:=:45661U!! B1O345=6:

!+'*描述性统计

在选取研究样本之后!现对#!! 国集团%和各梯队国

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 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观

察样本国家中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

现计算各梯队国家 #-8" %!"#' 年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的

均值!并绘制成时序图 !+图 '+图 ."

表 !*)!! 国集团*和各个梯队国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9AQ+!*G6:B5=S4=R6:4A4=:4=BAD56:OD4:1UN51OS !! A3;

4C566BA46L15=6:1UB1O345=6:

变量

XA5=AQD6:
类型

9?S6
!! 国

N51OS !!

第一梯队

,=5:4
BA46L15?

第二梯队

M6B13;
BA46L15?

第三梯队

9C=5;
BA46L15?

)34.&&5' 均值 8!6#&' (( &'6.!! && $(6"($ 8- !86#(# "-

标准差 #-6#8& &8 -6(#( $&- #&6#.8 .. -68"& -.

7%38-9%
&5'

均值 $$6#($ 88 886#(8 !& $#6!$" .# '(6##$ '

标准差 #.6.(! .# &6-&! $# #'6"-! &8 -68"& -.

3:;<
&Q=DD=13'

均值 # #'" # -8" !(& &'-

标准差 # -&" ! $8" !8# --#

=:;<& h ' 均值 #' (!8+-. !. !#.+&( $ "&-+&(# 8.8+$88

标准差 #! $#'+'8 #" ##'+"' ' ((!+&8' &#!+.&8

>.&;
&>H!'

均值 ' !&( 8.- # -!8 (!# . "'& '-. 8 #&$ "-#

标准差 . #." '$. ' !8- -!' . $&# "-( ' !#8 (&!

<<
&百万人'

均值 #$# &!6$ 8-6- -.8

标准差 !&" 88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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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年第一梯队国家服务业和
城市化水平均值的时序

,=L+!*)R65AL6:6fO63B61U:65R=B6=3;O:45?A3;
O5QA3=PA4=13 =3 4C6U=5:4BA46L15?B1O345=6:

;O5=3L#-8" %!"#'

图 '*#-8" %!"#' 年第二梯队国家服务业和
城市化水平均值的时序

,=L+'*)R65AL6:6fO63B61U:65R=B6=3;O:45?A3;
O5QA3=PA4=13 =3 4C6:6B13; BA46L15?B1O345=6:

;O5=3L#-8" %!"#'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最高
的是第一梯队国家!分别为$&'+.!! &&/和 88+#(8 !&/!
超过了整体均值的 ## 个百分点(第二梯队国家的城市化
水平和服务业水平与整体均值相当!而第三梯队国家的城
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远低于整体均值" 同时!将服务业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还可发现!两者几乎是同步发
展的!城市化率高的国家!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一定也很高(
反则依然" 实际NG<和实际人均NG<反映了一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第一梯队国家仍然排名第一!分别为$#-8" 美
元和 !. !#.+&( 美元!第二梯队国家的实际NG<远低于第
三梯队国家!仅为 !(& 美元!但是由于其人口总规模还不
到第三梯队国家的三分之一!因而导致其实际人均 NG<
远超于第三梯队国家" 再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看!第
三梯队国家排名第一!第二梯队国家和第三梯队国家逐步
递减" 总体而言!三个梯队分别代表了不同经济发展水

图 .*#-8" %!"#' 年第三梯队国家服务业和
城市化水平均值的时序

,=L+.*)R65AL6:6fO63B61U:65R=B6=3;O:45?A3;
O5QA3=PA4=13 =3 4C64C=5; BA46L15?B1O345=6:

;O5=3L#-8" %!"#'

平+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第一梯队处于经济高

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

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

有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

纵观图 ! 至图 .!通过比较两个变量的发展趋势可发

现!除部分年份出现背离外!整体上呈现同向的关系" 从

三个梯队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一梯队的城市化率曲线走势

逐步平缓!涨幅不大!而服务业在 #-&" 年之前出现大幅度

增加!之后增速放慢!但是仍然快于城市化率的变化!使之

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第二梯队的服务业发展

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虽然在样本期初服务业水平与城市化

水平相当!但是城市化发展速率一直快过服务业的发展速

率!致使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放大(第三梯队较为特别!服

务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城市化水平!并且城市化的增长速

率逐步加快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尽

管无法获得各个样本国家城市化率与服务业水平更早的

历史数据!也无法预测将来的数据!但是若用三个梯队分

别代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三个时期!则可以做出以下

推断$当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时&初期'!服

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发展水平(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

速&中期'!城市化发展水平开始赶超服务业发展水平(随

着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逼近潜在的最大值&最高城镇化

率'!其增长速率变缓!并且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不断减小(当城市化发展水平超过最大值之后&发达期'!

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比有可能出现减少趋势" 上述两者

的变化关系!可用图 $ 进行表示"

!+.*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图 !+图 ' 和图 . 的数据是各个样本国家的平均

值!图 $ 的推导也是基于平均值的分析!因而其结论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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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变化关系
,=L+$*ECA3L61U4C656DA4=13:C=S Q642663 :65R=B6

=3;O:45?A3; O5QA3=PA4=13

了时序或截面个体的差异性" 为了充分挖掘并论证两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模型!主要是因为面

板数据兼具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特性!一方面提供了更

完全+更有价值的信息!增加了变量之间的多变性!减少了

共线性!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检

测和度量单纯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观测

到的影响或关系"

模型&#'$

D3)34-?i9" j!"D37%3-?j!#D33:;<-?j!!D39:;<-?j!'D3<<-?

j!.D3(.&;-?j"-?j#-?

模型&!'$

D37%3-?i9# j$"D3)34-?j$#D33:;<-?j$!D39:;<-?j$'D3<<-?

j$.D3(.&;-?j%-?j&-?

其中!-和?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 D3)34-?和D37%3-?为核

心变量!分别表示各个国家在各年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比

的自然对数值(D33:;<-?+D39:;<-?+D3<<-?+D3(.&;-?是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实际人均 NG<+实际 NG<+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

积的自然对数值"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之上!模型&#'

把城市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探究的是服务业发展对城

市化的影响!而模型&!'将服务业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

探究的是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和 %-?+#-?和&-?

分别表示不可观察的各国个体差异和随机扰动项" 各国

的个体差异主要是由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经济体制+经

济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等所造成的不可观察的差异"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因变量的不平稳而引起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

出现偏差!本文分别采用两种类型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来

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第一个是原假设为相同单位根过程

的KKE检验(第二个是原假设为个体具有单位根过程的

V<M检验+)G,检验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各个结果

表明本文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表 '*单位根检验结果
9AQ+'*06:OD4:1UO3=4511446:4

变量

XA5=AQD6:
KKE检验
KKE46:4

V<M检验
V<M 46:4

)G,检验
)G,46:4

<<检验
<<46:4

结论

06:OD4

K37%3 %#+&!( #& %!+"$" .$ ("+'$# . #&-+&"( 平稳

&"+".! "' &"+"!" !' &"+""" &' &"+""" "'

K3)34 %.+$(. .$ %"+#8$ '( &-+'!- . '""+#.. 平稳

&"+""" "' &"+.'. '' &"+""" -' &"+""" "'

K3(.&; .+-.# .- "+.&& -( !$+"!# 8 (+"!( '. 平稳

&#+""" "' &"+8(' &' &"+"8- .' &"+-.( "'

K39:;< %(+'-' "( %'+"-" "" #!.+-&. #$(+!'! 平稳

& "+""" "' &"+""# "' &"+""" "' & "+""" "'

K3<< %$+.(. 8! %#+&## -( &.+.#$ ' '&8+8-' 平稳

&"+""" "' &"+".' $' &"+""# $' &"+""" "'

K33:;< %##+8$' 8 %$+!!# #8 #&'+'!8 #&&+"&. 平稳

&"+""" "' &"+""" "' &"+""" "' &"+""" "'

'+!*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序列相关性检验

面板数据存在截面相关或异方差时!容易造成参数估

计的有偏" 为此!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之前!先对面板数

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本文根

据^11D;5=;L6和 G5O>>65的检验方法)!' %!.* !使用 :4A4A软

件对面板数据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

验!结果见表 ."

表 .*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序列相关性检验结果
9AQ+.*06:OD4:1UC64651:B6;A:4=B=4?! B51:::6B4=13 B1556DA4=13

A3; :65=ADB1556DA4=13 46:4

组别

EA46L15=6:

异方差检验

[64651:B6;A:4=B=4?
46:4

截面相关性检验

E51:::6B4=13
B1556DA4=13 46:4

序列相关性

检验

M65=ADB1556DA4=13
46:4

!! 国集团 .+&6j"$ #-'+8#" (+.#$

&"+""" "' &"+""" "' &"+""( ''

第一梯队 '! '(&+!8 !"#+""! # .""+-(-

&"+""" "' &"+""" "' &"+""" "'

第二梯队 $$#+(" '!'+8-" $+!(-

&"+""" "' &"+""" "' &"+"8# #'

第三梯队 ## -!-+'! #&.+-$" #. ""#+$"-

&"+""" "' &"+""" "' &"+""" "'

结论 存在异方差 存在截面相关 存在序列相关

**注$表中序列相关性检验的数值为伍德里奇面板数据自相关检
验的 ,统计量(异方差检验的数值为似然比检验 K0的卡法统计
&BC=!'(I56O:BC\<ALA3 KF46:4的卡方统计&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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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样本组都存在异方差+截面相关

性和序列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6A:=QD6N6365AD=P6; K6A:4MfOA56:'进行面板数据的估计"

'+'*模型估计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即混合效应模型+固

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 ,统计量及

[AO:HA3检验来判断!模型&#'和模型&!'的检验及回归

结果分别见表 $ 和表 8"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仅有模型&!'中的第三梯队采用

随机模型!其他均采用的是固定模型" 首先!观察模型

**
表 $*模型&#'的回归和检验结果

9AQ+$*06:OD4:1U56L56::=13 A3; 46:41UH1;6D&#'

变量

XA5=AQD6:
!! 国

N1O5S !!
第一梯队

,=5:4BA46L15?
第二梯队

M6B13; BA46L15?
第三梯队

9C=5; BA46L15?

,W 0W ,W 0W ,W 0W ,W 0W

7%38-9% "6"!( ".

&"6!8&'

"6"(. &-

&"6""!'

%"6#8' (!

&"6"#''

%"6!#( ".

&"6"""'

"6".$ "-

&"6#8''

"6"8! "(

&"6"$&'

"6'-8 8#

&"6"""'

"6.#" ''

&"6"""'

3:;< "6!"& 8.

&"6#8&'

"6!!! -$

&"6#&.'

"6##. .-

&"68&#'

"6'8! !"

&"6!.#'

#68#" (

&"6-!#'
"6'#. &$

&"6"""'

%"6"-' !8

&"6''('

%"6"-' !8

&"6'(&'

9:;< "6".# -.

&"6&&-'

"6"$# --

&"6&.-'

"6'#- .&

&"6!'('

%"6"!" 8.

&"6-.&'

%#6'#' (

&"6-'8'

"6""$ #$

&"6(&''

"6'!( .#

&"6""#'

"6''" 8"

&"6"""'

>.&; %.6$(! .

&"6"#$'

%"6"#" ..

&"68!.'

%!86!.&

&"6"""'

"6"!" (.

&"6!.('

%#6&(( -

&"6$!''

%"6".8 (-

&"6.-8'

%86$-' 8

&"6".!'

"6#&. &-

&"6"""'

<< "6#'# -#

&"6'(!'

"6"#8 8"#

&"6-#-'

%"6.8" $!

&"6"-''

%"6..! ((

&"6#$$'

%#6!8" &

&"6-'('

%#6".'

&"6$#''

"6#'! #(

&"6#(&'

"6#"' .8

&"6'"!'

k9@&7 8"68!( '$

&"6"!''

%!6(&. !

&"6"""'

'$"6-$(

&"6"""'

!6-'# 88

&"6"""'

!#6.'. 8

&"68"!'

%'6&!- '

&"6"""'

#"#68''

&"6".!'

%!6(!$ !

&"6"""'

,统计 ,&!#! ($!' i#$'+#$

<51Q l,i"+""" "

,&-! '#$' i-$+$$

<51Q l,i"+""" "

,&-! .!(' i#.8+!$

<51Q l,i"+""" "

,&#! --' i.+.-

<51Q l,i"+"'8 8

BC=!&#' BC=!&.' i#!&+$'

<51Q lBC=! i"+""" "

BC=!&'' i((+(-

<51Q lBC=! i"+""" "

BC=!&'' i!$+('

<51Q lBC=! i"+""" "

BC=!&#' i.+'.

<51Q lBC=! i"+"'& '

&#'$#!! 国集团%的回归系数为 "+"!( ".!体现了样本国

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至第一

梯队的回归系数呈递减趋势!分别为 "+'-8 8#+"+".$ "-+

%"+#8' (!!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较为特别!符号为

负!且绝对值大于第二梯队!表明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

产生了阻碍作用!且阻力较大!即服务业占比每增加 # 个

百分点!其城市化率会减少 "+#8' (# 个百分点" 其次!观

察模型&!'$#!! 国集团%的回归系数是 "+"$# $$#!体现了

样本国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

至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分别为

"+('. ""!+"+#"" $!-+ %"+##( '#!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

数仍是负数!表明第一梯队国家的城市化对其服务业发展

同样也产生了阻碍作用" 最后!将模型&#'和模型&!'的

结果综合起来对比!可以发现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互动效应!且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也就是$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达到潜

在最大城市化率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会由推力转为阻

力!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且!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

仍处于正相关关系阶段!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大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发

展的初期和中期!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主要呈现出相互促

进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力度

逐渐减小!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时!两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正转负"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给出解

释$

一方面!考察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 按照

要素使用的特点!服务业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通常是指传统服务

业!如住宿和饮食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其特征是生产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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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模型&!'的回归和检验结果

9AQ+8*06:OD4:1U56L56::=13 A3; 46:41UH1;6D&!'

变量

XA5=AQD6:
!! 国

N1O5S !!
第一梯队

,=5:4BA46L15?
第二梯队

M6B13; BA46L15?
第三梯队

9C=5; BA46L15?

,W 0W ,W 0W ,W 0W ,W 0W

)34.& "6"$# $$#

&"6!8&'

"6#$# ''$

&"6"""'

%"6##( '#

&"6"#''

%"6!'" #$

&"6"""'

"6#"" $!-

&"6#8''

"6#.$ '&#

&"6"'.'

"6(.# -(!

&"6"""'

"6('. ""!

&"6"""'

3:;< "6.8( 8-$

&"6"!#'

"6.$. #(.

&"6"!&'

"6"!# (&.

&"6-!.'

%"6#-- (!

&"6$"8'

%#.6&"#

&"6$.$'

"6!#. -(

&"6"""'

"6$"8 $(.

&"6"""'

"6$". 8..

&"6"""'

9:;< %"6'&! #(

&"6"88'

%"6'8# ..

&"6"&8'

"6"$& #..

&"6(".'

"6.#. !!$

&"6#8.'

#.68&' (

&"6$.8'

%"6!!( $(

&"6"""'

%"6$(( '!

&"6"""'

%"6$(8 '&

&"6"""'

>.&; %"6.($ 8(

&"6(.-'

%"6"$. '-

&"6"#.'

%&6-($ !

&"6""!'

%"6"#' -8

&"6#!$'

-6"&8 .8

&"6"'"'

%"6"!' '-

&"6&&8'

"6-8$ '$'

&"6('-'

%"6'(. $$

&"6"""'

<< %"6!'- !-

&"6!.!'

%"6'"8 $"

&"6#'$'

"6$&- 8$'

&"6"#''

"6!-$ '.#

&"6''"'

#.6-$# .

&"6$'-'

"6#'! #&$

&"6.-#'

%"6.88 8.

&"6""#'

%"6.8" '-

&"6""#'

k9@&7 $68&' &$

&"6(&$'

"68&' '$'

&"6"&"'

-&6-.& $

&"6""''

#6.(& &&

&"6"""'

%#''6-$

&"6"!-'

%#''6-$

&"6-(.'

%#.6'(#

&"6(.$'

86.$# !#'

&"6-8''

, ,&!#! ($!' i&8+!!

<51Q l,i"+""" "

,&-! '#$' i$&+'&

<51Q l,i"+""" "

,&-! .!(' i$-+$&

<51Q l,i"+""" "

,&#! --' i"+"(

<51Q l,i"+&&& "

BC=!&#' BC=!&.' i!.+'&

<51Q lBC=! i"+""" #

BC=!&.' i#8"+(&

<51Q lBC=! i"+""" "

BC=!&.' i#"+'$

<51Q lBC=! i"+"'$ "

BC=!&#' i"+"(

<51Q lBC=! i"+&&$ .

依靠大量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使用程度较低(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即现代服务业!如信息和研发服务业+会计+金融

和法律服务等! 其特征是高素质+高智力的人力资源结

构!且产出附加值高!资源利用率高" 两种服务业的特征

直接决定了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效应和溢出

效应" 本文所称的集聚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发展使得劳

动力向城市集聚!这有助于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吸

纳城市化过程中从农业转移来的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问

题!传统服务业是发挥集聚效应的主要部门(而溢出效应

主要是指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效应!有

助于推动城市内部非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环境的

优化等!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发挥溢出效应的主要

部门"

另一方面!考察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方式" 城

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也有两种作用机制" 一种是正向的推

力机制!即从要素市场上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

力规模会扩大+其质量会逐步上升!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

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更多的资本会随之聚集在城

市!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若考虑制度因

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和市场制度也会越来越完

善!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从产

品市场来看!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的

消费需求!这无疑会加速服务业的增长" 另一种则是负向

的阻力机制!主要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负外部效应" 这

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

等" 它集中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逆城市

化%!就是因为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造成了交通拥堵+生

活成本上升+大气污染+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大城市

病%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还不是较高的现

阶段已经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所以呈现出

实证结果所显示的规律!主要是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城市化与服务业各自的两种作用机制的强弱变化所带来

的互动和对冲的结果所致"

首先!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阶段

时!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而溢出效应较低" 在这

一时期!经济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为主线!服务业规

模较小且结构偏低!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

发展滞后!但是此时的服务业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其就

业吸纳能力很强!对城市化可以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而

此时的城市人口容纳空间和产业容纳空间都很大!其外部

负效应并不明显(同时!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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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要素供给!并形成了对传统

服务业的庞大需求市场" 所以在这个阶段!城市化与服务

业发展的综合效应都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支撑作用"

其次!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时!专业化分工加深使传统服务业占比开始降低!而现

代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这直接导致服务业的劳动力集聚

能力下降!溢出效应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由于服务业结构

的升级!现代服务业逐步占主导地位!其对劳动力素质的

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劳动力需求由量到质的转变(与此

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提高了城

市运行和管理的效率!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进一步拓展

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容纳能力" 在此阶段!随着工业化水平

的提高!工业部门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逐步减少!第三产

业的人均收入和单位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甚至超过第二

产业!从而加速了要素向服务业流动!城市化对服务业发

展的推力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是!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

逐步达到一个较大的层级!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和资源约束

条件下!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矛盾突

出等外部负效应会日益突显出来!再加上服务业内部结构

升级所带来的就业门槛提高!这些因素必然会阻碍更多的

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或者迫使城市人口向外迁徙" 很多发

达国家曾经都出现过#逆城市化%现象!这种#逆城市化%

是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环境恶化下所做出的被动行为"

最后!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达到较高水平阶

段时!即城市化率达到 &"/和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

占比达到 &"/以上!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大幅度上升!而劳

动力集聚效应进一步下降" 此时!一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了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已经升级为高端

制造业!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器+计算机等现代装备取代

了人力操作" 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现代交通+信息+物

流+金融+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使得就业和生活方式发生

了较大转变!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电子商务+互联网以及

智能服务手段等更适合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技术进步

在更大程度上打破了空间枷锁和体制约束!有利于人口自

由地选择留在城市或是往城外迁移" 这与 !"世纪 (" %-"

年代在欧美等国发生的被动的#逆城市化%不同!此时的

#逆城市化%是主动的#逆城市化%" 反观城市化对服务业

发展的影响!由于本文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服务

业占比!并非服务业的绝对产值!而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主

要是人口的城市化!所以此时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实际上会减少服务业在整体 NG<中的占比!其主要原因

在于$在高度发达阶段!城市人口已经接近饱和甚至逼近

城市的最大承载值!此时城市人口规模的阻力弹性非常

大!即多一个百分点的人口进入城市!所带来的城市拥堵+

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问题都会非常严重" 一

方面!巨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现代物流网络+信息光

缆+交通设施等产业会产生不利影响!造成服务业绝对产

值的减少(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强大的知识和技术溢出

为制造业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多元化+高效率的融资

渠道!这都促使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最终形成资源利用

率高+环境污染少的现代高端制造业!升级后的制造业再

一次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使其在 NG<中

的占比重归主要地位!服务业占比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 !! 个国家 #-8" %!"#' 年服务业

规模和城市化率的面板数据!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

作为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服务业与城市化之

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 但是!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不同的

是$第一!系统聚类分析得出!在全球具有代表性的 !! 个

国家中!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

平偏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第二!根据描

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三

个时期(第三!从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到高度发达的过程中!

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由强到弱!且城市化对服

务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在达到

潜在最大值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正处于

第三梯队发展时期!其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相比第一梯

队+第二梯队国家呈现双滞后特征!均处于较低水平" 该

时期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最强!其核心

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城市化" 因此!中国现阶段应重点以发

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带动服务业

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

态"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均达到更高水平!进入

第二梯队时期!城市化的负效应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此

时的中国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通过提高现代服务

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改良传统工业生产模

式!促使装备制造业升级(同时不断优化城市规划设计!积

极承接更符合新型城市化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将现代服

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级的重要引擎"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均达到高度发达水平!

进入第一梯队时期!城市承载能力将逼近峰值" 那时的中

国应通过协调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

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周边流动!加强中

,$$!,

杨艳琳等!全球视角下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研究



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同时!在城市内

部!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或控制盲目的外延性扩张!综

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空间规划进

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从全球视角所揭示的有关服

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在中国还表

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以

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

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来合

理协调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是本文进一

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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