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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吸”还是“扩散”：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
张奕辉  博士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内容摘要：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格局的动态演化，进而推动城市规模的变迁。

本文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双重路径探讨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影响机制，进而构建动态空间杜宾

模型（DSDM），就二者的非线性关联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存在“倒 U”型曲线关系，

商贸流通业集聚初期会促进城市规模扩张，但商贸流通业集聚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则会抑制城市规模扩张；商贸流

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特征；进一步地，商贸流通业集聚能够通过创业

活力提升和土地使用成本增加等路径影响城市规模。明晰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与城市规模的内在关联，对于流通

业发展布局和城市建设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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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商贸流通业长

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十四五”以来我国社

会消费品总额接近四十万亿，同比增速长期保持在 10% 以

上，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和快递业等发展迅猛，为新常态下

的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心剂”。与此同时，商贸服务业及

货物贸易的蓬勃发展对于流通业发展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

运输效率的不断改进、运输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绿色物流

的不断推广成为物流业当前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有效推

进商贸流通业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围绕商贸流通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然而，受制于地

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运输需求等差异，地区间商贸

流通产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而流通业发展亦随之呈现集

聚特征。“商贸流通业集聚”是指依托于零售、物流及餐

饮等产业在空间范围内的关联与聚合所形成的经济体系，

其具有空间凝聚性、地区根植性、资源共享性等诸多特征。

文献梳理
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能够加速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

转配置，打破地区发展的空间界限与隔阂，进而重塑既有

的经济地理格局。与此同时，商贸流通业集聚程度的不断

提高，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格局的演化产生着重要

影响，诸多研究为此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基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多维内涵，陈丽芬（2015）将

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增

长、就业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角度对二者的协同耦合程度

予以考察；熊曦等（2015）利用协同效应分析模型实证检

验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推进的内在关联，结果发现二

者存在较强的协同性，其中人口要素是实现其协同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吴盼（2016）则立足于流通业发展对新型城

镇化功能的释放效应，从产业效率、公共设施和产业规模

等多个维度讨论改善商贸流通业发展环境的具体举措。

进一步地，王世进和司增绰（2017）聚焦江苏省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实际经验，理论分析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城

镇化推进的影响机制。另外，翟羽（2016）等以城乡二元

结构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发现商贸流通业发展能够破解

城乡发展的分割局面，进而实现城乡统筹。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既有的研究对于商贸流通业

集聚发展及其城镇化效应予以充分的关注，但却鲜有考察

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与城市规模的内在关联，对于二者潜

在的非线性关系考察更为匮乏。同时，较少研究将流通业

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量。因此，本文主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拓展：本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商

贸流通业集聚发展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进而将其分解为直

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就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与城市

规模的非线性相关性展开分析，进而具体考察其作用路径。

商贸流通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的机制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 - 外围”理论为地区间的

经济发展差距提供了解释（Krugman，1991），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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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适用于商贸流通业集聚下的城市规模问题。就商贸流

通业发展所连接的不同区域而言，核心区域相较于外围区

域往往更具发展前景，因此外围区域的创新要素更倾向于

向核心区域流动（丁任重等，2021），从而扩大区域间的

发展差距。商贸流通业虽然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商贸流通业集聚

容易引致城市发展的“虹吸效应”（Qin，2014）。这是

因为流通业集聚使得城市拥有更为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同时会加速资本、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向当地的流入，从而

产生地区间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彭向和蒋传海，

2011），推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但新古典区域均衡理

论则进一步指出，长期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逐利性会

引致全局收益的均等化，进而实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收敛，

即长期来看流通业集聚发展背景下城市规模的差距将趋于

消弭（卞元超等，2018）。商贸流通业集聚能够通过基础

设备建设和设施共享等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通过推动城市

群的一体化协调发展来实现“扩散效应”。同时，商贸流

通业集聚在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会诱发“集聚不经济”效

应，过度流通业集聚容易引致城市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严重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土地使用成本等随之增

加，进而形成制约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拥堵效应”，

进而加速集聚状态下的流通产业向外转移形成扩散效应，

推动周边城市规模的扩张。据此，可以提出本文的两条理

论假说：

假说 1：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具有“先促进、

后抑制”的“倒 U”型关系；

假说 2：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周边城市规模具有空间溢

出效应。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既有的研究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存在显著

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忽略其在空间维度上的关联特征将导

致估计结果有所偏误。同时，考虑到城市规模在时间维度

上具有“锁定”特征，本文将其滞后一期项（SIZEi,t-1）纳

入考量并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SIZEi,t=β0+β1 SIZEi,t-1+ρ1 ∑ωij SIZEj,t+β2 LTi,t+β3 LT 2
i,t+ρ2 ∑ 

ωij LTj,t+ρ3 ∑ωij LT 2
j,t+β4 Xi,t+ρ4 ∑ωij Xj,t+vt+μi+εi,t                （1）

上式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SIZEi,t 表示城市规

模；LTi,t 表示商贸流通业集聚水平，考虑到商贸流通业集

聚发展与城市规模存在 “ 倒 U” 型曲线关系，本文将其二

次项引入式（1）；ω ij 表示经济与地理复合权重矩阵。其

中地理距离权重矩阵采用城市间地理距离的倒数来表示，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则采用城市间人均 GDP 差值的倒数来

表示。考虑到影响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同时引

入一组控制变量 X，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

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等。

进一步地，为了有效识别商贸流通业集聚如何影响城

市规模，本文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	（2018）的做法构建两

阶段传递效应模型：

第一步，检验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创业和土地使用成本

的影响：

Channeli,t=β0+β1 Channeli,t-1+ρ1 ∑ωij Channelj,t+β3 LTi,t+ β4 

LT 2
i,t+ρ2 ∑ωij LTj,t+ρ3∑ωij LT 2

j,t+β5Xi,t+ρ4∑ωij Xj,t+νt+μi+εi,t（2）

第二步，考察创业和土地使用成本与城市规模的关联：

SIZEi,t=β0+β1 SIZEi,t-1+ρ1 ∑ωij SIZEj,t+β2 Channeli,t+ρ2 ∑ωij 

Channelj,t+β3 Xi,t+ρ3 ∑ωij Xj,t+νt+μi+εi,t                                （3）

上式中 Channeli,t 依次表示创业和土地使用成本等影

响机制。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为我国 273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样本周期为 2004-2019 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货币指标均以 2004 年作为基期进行

平减处理。相关指标的具体说明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SIZE）。城市规模扩张具

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本文参考柯善咨等（2014）的

做法，采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SIZE1）对城市规模予以

表征。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非农业人

口（SIZE2）作为城市规模的替代性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集聚（LT）。既有研究

中普遍采用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等方法对流通业集聚水

平予以测度，但上述方法却存在数据获取困难以及忽视流

通产业规模差异特征等缺陷，因此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对我

国城市层面流通业发展的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其测度方程

如下：

Giniij= (Rj -Xj)
2                                                           （4）

式（4）中 R 代表某地区流通业与全国流通业的就业

人数之比，X 则代表某地区与全国的就业人数之比。一般

来说，Gini系数值越大则集聚度越高，其范围在0-1内波动。

3. 中介变量：创业（CY）和土地使用成本（FJ）。

参考既有的研究，本文采用城市每年新增注册企业的数

量对创业活力予以表征，而土地使用成本则直观反映为

房价的变动，因此采用城市年均房价水平对土地使用成

本进行表示。

4. 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人均

GDP 来表示；外商投资（FDI）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产业结构（IS）采用工业增加值与

商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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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的比值来测度；固定资产投资（IFA）采用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额来测度。

实证分析及讨论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1 汇报了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影响。作为

对比，本文同时列出采用 OLS、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静态空

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具有正向的

时间滞后特征，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范围

内城市规模扩张具有正向的溢出影响。同时，忽略城市规

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得到截然相反的估计结果。由模型

3 和模型 4 来看，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的一次项和二次项

均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分别为正值和

负值，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对于城市规模具有“先促

增、后抑制”的动态影响，这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1 不谋

而合。同时，以非农业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表 1   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影响估计结果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 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或 z 值。下表同。

表 2   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 3   商贸流通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

Mercanti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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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即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存

在“倒 U”型曲线关系。与此同时，流通业集聚发展的空

间溢出项的一次项均能够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

过检验且为正值，但二次项却未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能够发挥“扩散效应”，推动周边城

市规模的扩张，由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2 得证。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化特征，本文分别考察东中

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商贸流通业集聚

发展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即呈现“倒

U”型曲线关系，同时对周边城市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溢

出效应。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现阶段

对于城市规模扩张仅仅表现为单一的促进效应，同时亦能

够推动周边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对比东中西部地区商贸流

通业集聚发展的边际效应，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

的边际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究其原因，

这与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相对落后密切相关。

（三）机制分析

表 3 汇报了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影响城市规模的影响

机制分析结果，本文重点考察创业活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两

条路径的作用。可以看出，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以新增注

册企业数量所表征的创业活力具有显著的“倒 U”型影响，

即商贸流通业集聚初期能够吸引较多的企业注册，然而集

聚程度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则会抑制企业注册。不同的是，

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土地使用成本却呈现单一的促增效

应，即商贸流通业集聚会导致当地土地使用成本的快速增

加，而土地使用成本的增加在长期内必然会阻碍企业发展

进而抑制城市规模扩张。另外，创新活力和土地使用成本

对于城市规模分别具有促增效应和抑制效应。由此，商贸

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 U”型关系得以解释。

同时，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的创业活力具有显著的

促进效应，而对于周边地区土地使用成本的影响则并不显

著，由此证明，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对周边城市规模扩张

的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创业路径。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聚焦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城市化推进的内在关联，本文

基于集聚所带来的“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层面检验流通业集聚发展对城市规模影响及其

内在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与城市规模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当商贸流通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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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将从促增作用转变为抑制效应。

第二，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周边地区城市规模存在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一溢出效应显著为正。

第三，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在东中西

部地区间存在区域异质特征，其中东中部地区商贸流通业

集聚具有稳健的“倒 U”型影响，西部地区则呈现单一的

促增效应。

第四，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主要基于

创业路径和土地使用成本变迁路径，而商贸流通业集聚的

溢出效应则主要来源于创业路径。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主要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强化流通业产业的跨区域一体化

发展，通过产业扶持和政策引进等手段推动流通产业的集

聚发展，一方面形成流通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制，另

一方面释放流通产业集聚发展对周边城镇发展的溢出效应。

同时，还要完善区域间的流通业发展协作机制，积极

建设产业发展的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产业要素的自由流转

和高效配置，打破传统的市场壁垒。另外，以流通业集聚

发展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还需要以交通基础设施的网

络化建设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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