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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借助系统广义矩参数估计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口规模的
影响。 研究发现:首先,制造业通过“就业效应”影响城市流入人口规模。 其次,人口流动存在
“带动效应”,先期人口流入对后期人口流入有显著影响。 最后,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口规模的
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差异、区域位置差异和经济增长阶段差异。 较之低行政等级城市,高行政等
级城市的“就业效应”较小、“带动效应”较大;较之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就业效应”和
“带动效应”都较大;较之高增长阶段,中高增长阶段的“就业效应”较大、“带动效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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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流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 数据显示,截止

2017 年底,中国流动人口达 2. 44 亿,占中国人口的比重约为 18%,且这一趋势在未来 10 年会愈演
愈烈,2030 年预计达到 3. 27 亿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合理规划和引导,提升对流动人
口的社会治理能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对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有重要意义。 而如何对人口流动
进行合理规划,这有赖于识别影响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通过对相关因素施加影响,发挥对人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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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引导作用。 从这一点来看,制造业的发展可能是探究流动人口前置诱因的重要视角。 中国制
造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以就业为主的人口流动,特别地自 2015 年《 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出台后,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将对人口流动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因此,本文立足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探讨其
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
作为一个普遍且重要的社会现象,人口流动引发社会学、经济学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围绕影响
人口流动的因素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教育水
平、年龄、就业意愿、社会关系等来进行①;宏观层面则主要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交
通运输条件、文化气候因素等作为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②③④。 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一
是尽管当前研究立足微观与宏观因素对人口流动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如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等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被诸多研究所重视,但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口流动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鲜
有研究关注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特定行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事实上,行业聚集会产生资源活
化效果,有效提高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加之人们存在就业需求,因而人口流动会受到具有就业导
向的行业因素影响。 二是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当前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多数采用省级层面的截
面数据,过大的地域尺度和过小的时间尺度会导致变量遗漏,并影响研究的精确性。 因此,本文利
用城市级别的面板数据,着重探究制造业与城市人口流入的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有助于从行业
的中观层面形成对人口流动诱因的解读,丰富已有研究拘泥于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理论框架。
进一步来看,本文还将从城市等级、区域位置、经济增长阶段三个维度探讨其对制造业与人口
流动关系的边界作用。 从城市等级和区域位置角度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制
造业发展水平及其引发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而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间、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现
象也较为明显;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有所差异,对人口流动的引
导作用也有较大不同。 因此,不同等级城市、不同位置区域、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下制造业诱发人口
流动的作用不同。 有鉴于此,深入挖掘城市等级、区域位置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边界条件约束,制造
业对城市人口流入的不同影响,细化理论的适用边界和解释范围,有助于丰富制造业与人口流动关
系的理论内涵。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对城市人口流入的影响机制为主题,利用 2006 - 2016 年中国 285 个

城市的面板数据,以 system GMM 为主要分析工具,提出并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影响城市流入人口规
模的“ 就业效应” 和“ 带动效应” ,以及在城市等级差异、区域差异和时间差异条件下上述效应的变
化,尝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趋势变化提供更为丰富的解释。 研究发现,首先,制造业由于“ 就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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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应” 与城市流入人口规模正相关。 其次,人口流动存在“ 带动效应” ,先期人口流入对后期人口
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在城市等级差异、区域位置差异和经济增长阶段差异方面,较之低
行政等级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的“ 就业效应” 较小、“ 带动效应” 较大;较之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
区的“ 就业效应” 和“ 带动效应” 都较大;较之高增长阶段,中高增长阶段的“ 就业效应” 较大、“ 带动
效应” 较小。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制造业为切入点探讨了
中国城市流入人口问题,将制造业发展及其对就业机会的提供作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中观行业因素,
力争弥补微观上对个体就业概率预期的前因研究不足和宏观上对经济发展水平界定过于泛化的缺
失,为解释流动人口寻找更为精细化的影响因素;第二,本文提出了影响城市人口流入数量的“ 就业
效应” 和“ 带动效应” 及其生发过程,量化研究了两种效应的大小,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同时揭示两
种效应共同作用下制造业影响人口流入城市的机制;第三,本文不仅从整体上研究了制造业对城市
流入人口的一般性影响,还分别研究了在城市等级、位置区域和经济增长阶段异质性条件下制造业
对人口流入的具体影响,厘清了理论的边界条件,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二、文献综述
对关于人口流动的因素研究,源自 Ravenstein(1885) 对人口流动规律的系统性总结①,此后国内

外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原因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从总体上来看,已有研究呈现出两大研究脉
络。 一是围绕宏观因素展开研究,聚焦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交通运输条件等。
例如,Fei 和 Ranis(1989) 在 Lewis 提出的“ 二元经济模型” 基础上研究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对人口流
动的影响②,其后 Bogue(1959) 的“ 推拉理论” 全面分析了人口流动的宏观影响因素③。 综观这些因

素,经济因素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④,这意味着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人口流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经济水平差异,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是另一个重要的宏观因素,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之间、城城之
间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引发了公共服务水平较好的城市更
能够吸引外来人口的现象,这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⑤。

人口流动的宏观因素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整体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趋势,但仍难以揭示同

一地区个体的差异性流动行为,这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影响人口流动的微观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所
识别出的微观因素较为分散,从个体层面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到家庭层面的结构特征与决策模
式,都会对人口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 就个体层面而言,个体对收入最大化的预期作为理性因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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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Todaro(1969) 首次引入“ 就业概率” 变量,认为向城市转移的个体决策由个
体预期收入最大化所决定,而影响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因素则是城乡收入差距和个体在城市的就业
概率①。 国内研究亦表明,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体做出迁移决

策的重要理性诱因,因为“ 中国流动人口还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 ②。 除此之外,个体的感情、情绪、
舒适、自治、归属、道德等非理性因素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③。 就家庭层面而言,一方面,家庭规
模、结构、禀赋以及家庭生命周期都会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④;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会受到家庭成
员集体决策的影响,这源于对预期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两个因素的综合考量。 由家庭层面因
素延伸至人际关系网络,学者们开始关注人际网络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认为其可以有效降低人口流
动的风险和成本,增加人口流动的概率⑤,而且这种关系网络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具有累计放大效果,
较其他因素影响更显著⑥。 从总体上看,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出发来解释人口流动的原
因,使得对人口流动原因的解释更加精细化。

两大研究脉络已经对人口流动因素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但微观和宏观因素之间还缺乏有
效的连接,二者如何交互并触发人口流动决策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
尝试将城市制造业作为宏观上城市收入水平和微观上就业概率的结合点,立足于制造业的就业状
况,详细研究这一行业因素对城市流入人口的具体影响机制。 同时,本文还将根据制造业在不同等
级城市、区域位置和经济增长阶段上的发展路径与分布格局,考察这些边界约束对这一机制作用发
挥的差异化影响。
三、理论假说
根据 Todaro 的人口流动模型,真正引起人口流动的因素不仅仅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还包括流

动人口在城市中是否能顺利找到工作,即就业概率以及由此决定的预期收入。 因此即使城市间没
有明显的收入差距,只要就业机会不同,人口就会由就业机会小的城市流向就业机会大的城市。 由
于制造业提供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制造业越是发达的城市,制造业提供
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对外部人口的吸引力就会越大,从而形成城市人口流入。 过往的研究业已表
明,城市制造业的聚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⑦,即制造业通过“ 就业效应” 影响城市流入人
①

Todaro Michael-P. A model for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②

赵恢林、黄建忠:《 人口流动管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技能视角分析》 ,载《 南方经济》 2019 年第 12 期,第 1 - 16

③

Abel Guy-J. , Sander Nikola. Quantify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④

盛亦男:《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载《 人口学刊》2014 年第 3 期,第 7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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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 进一步讲,传统制造业与城市现代部门相比属于“ 次级部门” ,由于中国人口流动总体的趋
势是由农村到城市,由西部到东部,由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而“ 次级部门” 提供的就业机会会对以
就业为目的的流动人口产生吸引力。 因此即使存在一定的城市失业,只要作为“ 次级部门” 制造业
能提供就业机会,就依然能对流动人口产生吸引力。 马银坡等(2018) 的研究也显示,制造业容纳了
30%的流动人口就业①。 因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1 为:

假说 1: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城市流入人口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人口流动而形成的人口聚集,会因着亲属、友情、乡邻等关系构建出特殊的
社会关系网络②。 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使得当期流动人口和潜在流动人口获得前期流动人口在
工作机会、居住安置、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协助,从而引致后续的人口流动。 换言之,人口流动虽然受
到城市间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部分影响,但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通过信息的传达和实质性帮助加
速人口流动的实现。 这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的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自我复制能力,能够促使
关系网络与人口流动的螺旋增长。 从历次中国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迁移数据得知,人口迁移的大
致原因可分为“ 工作调动” “ 分配录用” “ 务工经商” “ 学习培训” “ 投亲靠友” “ 随迁家属” “ 婚姻嫁娶”

“ 拆迁搬家” 以及“ 退休” 等类别,就业并不是人口流入城市的唯一原因。 虽然人口流动的首要原因
是由就业机会导致的预期收入增加,但城市流入人口的成功就业对其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乡
亲等存在示范性的“ 带动效应” 。 这意味着,先期流动人口成功进入城市之后,其他人也会通过“ 投
亲靠友” “ 随迁家属” 等方式流入城市,形成持续流动的格局。 因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2 为:
假说 2:城市流入人口会对后期的人口流入产生正向作用。

制造业对流动人口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城市差异的边界影响。 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
政府针对具有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制度安排、权利配置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上下
级城市间在资源分配和资源管理的关系上存在行政中心偏向,使得城市资源向行政等级较高的城
市集聚③。 在这种情况下,在行政等级体系中居于较高位置的城市,往往享有各种优质资源的分配
权,这进一步会影响到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高行政等级城市在资源优势条件下,制造业发展趋
于高端化,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因此,较之高行政等级城市,低行政等级城市制造
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城市流入人口有更大的吸引力。 同时,由于流入人口更倾向于选择低行政等
级城市,低行政等级城市更容易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并引致以就业为目的的人口流入,使得低行政等
级城市制造业“ 带动效应” 更为显著。 但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蔓延,高行政等级城市在资源上的优
势逐步显现,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将会对后续人口流入产生更大影响。 据此,本文有如下假说:
假说 3a:较之低行政等级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制造业的“ 就业效应” 更小,“ 带动效应” 更大。

从制造业发展状况看,其在数量、质量和类型上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在

①
②

马银坡、陈体标、史清华:《 人口流动:就业与收入的区域差异》 ,载《 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 5 期,第 80-91 页。

蒋小荣、汪胜兰:《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网络研究———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的分析》 ,载《 中国人口科学》2017 年第 2 期,第

35-46,127 页。
③

王垚、王春华、洪俊杰等:《 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 ,载《 管理世界》2015 年第 1 期,第 4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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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区域形成差异化的聚集效果,产生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多元极化效应①,改变了制造业的就业
结构和数量,并对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产生重大影响。 自 2005 年起,中国制造业的区域分布格局是能
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扩散,但提供丰富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②。 产业的聚集能提高流动生产率,进而促使均衡工资和就业的同时增加③。
因此,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依然能提供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的前提下,流入人口异地成功就业概率保
持较高水平;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由于偏向资本、技术以及能源密集型,在制造业就业人口基数相
对较少的情况下,人口流入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不高成为必然的结果。 同时,发达地区的城市公共资
源更具优势,人口流动的带动效应会更加显著。 据此,本文有如下假说:
假说 3b:较之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制造业的“ 就业效应” 和“ 带动效应” 都更大。

制造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 中国在近十多年间经历了从高增长阶段到中高增长阶
段的过渡,期间制造业也在经历蜕变。 中国在 2002 - 2011 年期间的 GDP 增长率保持在 9%以上,其中
大部分年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处于“ 高增长阶段”。 此后中国逐渐步入了“ 中高增长阶段”,2012 -

2016 年年均 GDP 增长率在 8%以下。 在第一阶段,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制造业以传统的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发展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抑制城市人口流入。 但自 2012

年国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国制造业以高质量绿色化发展为主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
了转型升级之路④,不再单纯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之路。 一方面作为现代经济主驱动力的制造
业,在由生产型逐步向服务型过渡之后,开始逐步摆脱传统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⑤,对劳动力的
需求重新增加;另一方面,在经过前一期的高增长阶段之后,流动人口经历了劳动技能和素质的迭代更
新,开始逐步适应和匹配现代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新要求。 这两方面因素的交织放大了制造业就业对流
入人口的促进作用,使制造业重新成为人口流入城市的主引擎。 同时,在经过前一期的快速城市化之
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流动人口日益年轻化的双重趋势日益显现,流入人口“ 举家搬迁” “ 携亲
带友”的情况将会减少,即带动效用开始减弱。 据此,本文有如下假说:

假说 3c: 较之高增长阶段,中高增长阶段的“ 就业效应” 较大,“ 带动效应” 较小。
四、研究设计
( 一) 变量、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1. 变量

①

梁军、从振楠:《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载《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②

王国霞、李曼:《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载《 地理科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83-194 页。

6 期,第 1-9 页。
③

Moretti Enrico,Thulin Per. Local multiplier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3,

22(1) :339-362.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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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民春、赵一帆:《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效应》,载《工业技术经济》2019 年第 11 期,第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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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 “ 城市流入人口” ( migration,单位万人) 变量的统计口径是后续实证分析的重要

基础。 由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流动人口数据缺失,现有文献在省级层面对“ 城市流入人口” 的计算
方式在本文无法直接使用。 本文借鉴吕炜等(2017) 的方法①,将城市流动人口视为城市常住人口和

城市户籍人口之差,即城市流动人口数量 =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 年末户籍人口数量。 自 2006 年始,
官方测算城市人均 GDP 的人口口径统一调整为“ 常住人口” ,因此可以利用公式( 1) 测算城市流动
人口数量。

(1)

migration it = gdp it / pgdp it - population it

式(1) 中,migration 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流动人口数量,gdp 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国内生产

总值,pgdp 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opulation 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年末户籍人
口数量。 进一步,由于(1) 式中的结果正负皆有可能,即城市既存在流入也存在流出情况,根据本文
的研究主题只选取 migration it 大于 0 的情况,即只选取人口流入的城市样本,就可以测算“ 城市流入
人口”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 制造业就业数量” ( employment,单位万人) 。 由于难

以直接获取地级市“ 制造业就业数量” 统计数据,本文选择可以获得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数
量” 作为制造业就业数量的代理变量,主要因为:一是从工业门类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包括采矿
业、制造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 3 大门类,2006 - 2016 年间制造业企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比重均达 92%以上( 见表 1) 。 二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是劳动
力就业和获得收入的重要部门,对人口流动亦有重要影响。 因此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数量”
近似代替“ 制造业就业数量” 具有合理性。
表1
年份
%

2006

92. 48

2007

92. 95

中国制造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 单位:%)
2008

93. 15

2009

93. 28

2010

93. 30

2011

92. 59

2012

92. 72

2013

92. 75

2014

93. 24

2015

93. 61

2016

93. 90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7-2017) 相关数据计算。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下列控制变量,包括:(1) 城市收入水平。 城市收入水平是人口做出迁

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选取职工年工资( wage,单位元 / 人) 来测量城市收入水平。 (2) 城市公
共财政支出水平。 城市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满足城市居民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而公共服务是影
响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表征城市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的变量包括公共财政支出( expenditure,
单位亿元) 。 (3) 教育和医疗状况。 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而非简单的“ 收
入最大化” ,尤其是涉及到家庭成员迁移时,城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表征城
市教育资源的变量包括普通中学数( school1,单位个) 、普通小学数( school2,单位个) 、中学专任教师
数( teacher1,单位人) 、小学专任教师数( teacher2,单位人) 。 表征城市医疗资源的变量包括医院床

①

吕炜、姬明曦、杨沫:《 人口流动能否影响社会信任———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的经验研究》 ,载《 经济学动态》 2017 年第

12 期,第 6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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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 hospital,单位个) 、执业医生数( doctor,单位人) 。 (4) 城市技术水平。 城市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对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数量均有重要影响。 表征城市技术水平的变量包括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 book,单位册 / 百人) 。

2.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2007 - 2017) 。 根据前述各变量的

设定以及数据可得性,数据起始年份设定为 2006 年,数据区间为 2006 - 2016 年。 (2) 样本情况。 由
于在这 11 年间部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数据严重缺失,本文删除了 12 个城市
样本①。 同时,由于本文只研究人口流入城市的情况,因此删除了人口流出年度的城市样本,因此得
到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②。 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 3) 数据预处理。 为减小异方差影
响,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migration

1044

69. 07

146. 434

0. 00

12. 49

981. 73

wage

1044

42425. 34

16734. 520

7378. 00

40437. 00

122749. 00

1044

209. 45

141. 680

10. 00

175. 00

801. 00

employment
expenditure
school1
school2

teacher1
teacher2
hospital
doctor
book

1044
1044
1044

25. 69

373. 23
599. 31

36. 091

631. 389
511. 351

0. 08
5. 76

18. 00

10. 90

202. 75
446. 00

258. 80

6918. 94
3826. 00

1044

16539. 59

11358. 692

877. 00

13262. 00

64549. 00

1044

20291. 08

18949. 344

940. 00

13879. 50

126838. 00

53. 29

937. 24

1044
1044
1044

16611. 46
10992. 41
92. 83

11168. 751
10983. 658
120. 024

791. 00
377. 00
1. 74

13896. 00
7408. 00

55843. 00
96445. 00

( 二) 计量模型设定及估计策略
1.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述假说内容,城市流入人口规模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函数。 但上

述大部分变量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反映在:(1) 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 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流速、规模等会影响制造业就业情况,二者存在交互响应③④。 ( 2)

控制变量内生性问题。 例如,由于公共财政支出、教师数量、医生数量、医院数量的当期值不能及时
对城市流入人口变化当期值作出反应,往往需要时间才能做出充分调整,即存在时滞。 寻找合适的
①

海南省三沙市、儋州市,贵州省毕节市、铜仁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青海省海东市,新疆自治区吐鲁番

②

虽然非平衡面板可以进一步处理为平衡面板,但这一过程会丢失样本容量并影响估计效率,本文不做如此处理。

④

王国霞、李曼:《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载《 地理科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83-194 页.

市、哈密市。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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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但要同时找出制造业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工具变量,在现
实中存在很大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 system GMM 参数估计方法①。 system GMM 模型将水平方程和差分

方程结合起来估计,同时增加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对应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集,以内
生变量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只要能通过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就不需要额外的工具变量。 因此,
在 system GMM 模型中,解释变量可以包括被解释变量的多阶滞后期。 此外,本文的数据特征为典
型的“ 短面板” 数据,也适宜采用 system GMM 估计。
因此,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lnmigration it = α +
+

 plnmigration
p

1

 τ j lncontrol j,it +
p

1

it -p

+ β 1 employment 1,it +

 γ lncontrol
p

1

j

j,i,t -p

 φ employment
p

1

1

+ c i + μ t + ε it

j,i,t -p

(2)

式(2) 中,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lnmigration 是被解释变量,lnmigration i,t-p 是滞后 p 期的被

解释变量,lnemployment 是核心解释变量。 lncontrol 是控制变量。 由于解释变量中存在内生性变量
和先决变量,因此均采用其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的方法。 c i 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μ t 代表
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趋势,ε it 代表扰动项。
2. 估计策略

首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基准回归, 以此作为参照系。 其次, 在

Hausman 检验基础上,根据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 DIF -GMM、system GMM 模型做进一步
基准回归。 最后,按照前述假说对样本分类,对各类子样本进行 system GMM 回归分析,尽可能全面
深入地分析制造业对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影响。 此外,在后续所有回归结果中,偶数列模型为奇数
列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其策略是替换部分控制变量,即中学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数、执业医生
数分别替换普通中学数、普通小学数、医院床位数。
五、计量分析与检验结果
( 一) 基准回归
1. 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

表 3 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3) 的 Hausman 检验结果为

882. 07,p 值为 0;模型(2) 、模型(4) 检验结果为 898. 04,p 值为 0。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应该选择
模型(1) 和模型(2) ,即固定效应模型。 从系数检验结果看,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核心解释变量制
①

Arellano Manuel,Bond Stephen.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1991, 58(2) : 277-297.

Blundell,Richard,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

(1) : 115-143.

147

2020 年第 3 期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造业就业数量虽然了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公共财政支出、城市收入水平等变量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
问题,不符合经济理论,说明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寻找效率更高的模型测算制造业
对城市流入人口的影响程度。
表3

基准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

(1)

lnmigration
lnexpenditure
lnwage

0. 290

Adj. R

0. 296

∗

(1. 96)

-0. 739

∗∗∗

( -2. 73)

∗∗∗

( -2. 85)
-0. 122

0. 038

(0. 07)

( -0. 22)

0. 39

0. 39

1044

样本量
R2

(2)

∗

(1. 88)

-0. 711

随机效应

1044

0. 22

2

0. 22

(3)

0. 571

(4)

0. 531 ∗∗∗

∗∗∗

(5. 77)

(5. 41)

0. 109

0. 003

(0. 51)

1. 513

(0. 01)

1. 597 ∗∗∗

∗∗∗

(3. 51)

(3. 74)

1044

1044

-

-

-

-

注:1. 括号中数值为 t 值。 2.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2. DIF -GMM 模型和 system GMM 模型

表 4 显示了 DIF -GMM 模型与 system GMM 模型的回归结果。 为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将制

造业就业数量、城市收入水平设为内生变量,其余控制变量设为先决变量。 此外,当 DIF - GMM 模型
与 system GMM 模型都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序列相关检验时,回归结果以 system GMM 模型为准,原
因在于 system GMM 模型具有更高的估计效率。
表4

lnemployment

(5)

-0. 023

( -0. 23)

DIF-GMM

(6)

(7)

system GMM

(8)

-0. 077

0. 524 ∗∗∗

0. 541 ∗∗∗

( -0. 60)

(12. 01)

(18. 67)

L. lnmigration

-0. 131 ∗∗∗

-0. 149 ∗∗∗

0. 182 ∗∗∗

0. 122 ∗∗∗

L2. lnmigration

-0. 115 ∗∗∗

-0. 119 ∗∗∗

0. 133 ∗∗∗

0. 093 ∗∗∗

lnwage

0. 186

-1. 771 ∗∗∗

3. 458 ∗∗∗

2. 786 ∗∗∗

-0. 705∗

-0. 454

-1. 467 ∗∗∗

0. 203

L. ln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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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91)
( -14. 97)
(0. 43)

( -1. 92)

( -11. 31)
( -10. 45)
( -3. 38)
( -1. 24)

(29. 31)
(31. 63)
(12. 03)

( -5. 15)

(25. 19)
(30. 10)
(12. 20)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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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expenditure

-0. 698

∗∗∗

L. lnbook

-0. 968

∗∗∗

L. lnschool1

1. 735

L. lnschool2
L. lnhospital
L. lnteacher1

( -8. 21)
( -8. 40)
∗∗∗

DIF-GMM

-0. 576

∗∗∗

-0. 606

∗∗∗

( -5. 01)
( -7. 28)

(3. 41)

-2. 023

system GMM

(5. 02)

-0. 287

∗∗∗

( -4. 23)
2. 728

∗∗∗

0. 278 ∗∗∗
(6. 60)

-0. 325 ∗∗∗
( -8. 04)

(6. 42)

1. 197 ∗∗∗

∗∗∗

( -4. 63)

(4. 63)

-0. 545∗∗
( -1. 97)

0. 293

∗∗∗

0. 600 ∗∗∗
1. 030

∗∗∗

(3. 60)

(2. 95)

1. 194 ∗∗∗
(7. 22)

L. lnteacher2

0. 849 ∗∗∗

1. 778 ∗∗∗

L. lndoctor

-0. 946 ∗∗∗

-0. 115

(2. 64)

(8. 61)

( -5. 71)

( -1. 49)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9

379

528

528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序列相关检验 p 值

0. 9733
0. 2517

0. 9261
0. 8151

0. 9025
0. 8700

0. 9455
0. 9049

注:1. 括号中数值为 z 值,下同。 2. L. 、L2. 表示滞后 1 期、滞后 2 期,下同。 3. 限于篇幅和理论原因,回归结果仅报

告控制变量滞后 1 期参数估计情况。

核心解释变量制造业就业数量的回归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模型(7) 显示,

制造业就业数量系数符号为正(0. 52)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p<0. 01) ,表明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城市流
入人口数量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 1。 同时作为内生变量的城市收入水平系数符号为正
( β = 3. 46,p<0. 01) ,表明除了就业岗位之外,工资水平高低也是流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较高的
工资水平对城市吸纳流动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模型(8) 也验证了这一点。 在
模型(7) 中作为解释变量的城市流入人口滞后 1 期和 2 期的系数符号均为正( β = 0. 18,p<0. 01;β =

0. 13,p<0. 01) ,验证了假说 2,说明人口流入具有强烈的“ 带动效应” ,且具有持续性。 至于这种“ 带

动效应” 在城市等级异质性条件下的不同特征,将在本文后面部分详细说明。

在模型(7) 中,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符合预期。 公共财政支出滞后 1 期的估计系数

符号为正( β = 2. 93,p<0. 01) ,表明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对城市流动人口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公共财政
支出可以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促使更多人口流入公共服务水平较好的城市。 城市技术水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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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值的系数符号为负( β = - 0. 29,p<0. 01) ,表明城市技术水平对吸纳流动人口存在反向作用,原因
是流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低技术劳动力,城市技术水平进步会对这类劳动力产生明显的排斥
作用,“ 机器代替人力” 趋势会在一定时间域内减少就业机会从而削弱人口流入的动力。 普通中学
数和普通小学数的当期值符号均为正( β = 2. 73,p<0. 01;β = 1. 20,p<0. 01) ,表明城市教育资源是吸
引流动人口的又一因素。 医院床位数滞后 1 期系数符号为正( β = 0. 60,p<0. 01) ,显示医疗资源对
流动人口有显著吸引力。 综上,表征公共服务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说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通过
当期或滞后的正向促进作用扩大了城市流入人口规模。
( 二) 边界约束作用检验
由于样本存在显著异质性,深入研究异质性条件下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口的影响成为必需。
这些异质性条件包括:城市等级差异、区域位置差异和经济增长阶段差异。
1. 城市等级差异

依据假说 3a 的表述,按照城市等级划分出 2 个子样本———地级市与非地级市( 包括直辖市、副

省级市和省会城市) 。 表 5 为按城市等级区分样本的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模型(9) 显示,地级市制造业就业数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与基准回归一致( β = 0. 47,p <

0. 01) ,说明地级市制造业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影响了流入城市人口的规模。 但模型(11) 则显示在非

地级市样本中,该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β = 1. 92,p>0. 1) 。 这说明地级市的就业效应大于非地
级市,假说 3a 得以验证。 这种差异说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背景下,城市制造业对就业者素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流入人口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这一要求①,抑制人口流动的现象在高行政等级城
市比在低行政等级城市更加突出。

表5

按城市等级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地级市

(9)

非地级市
(10)

lnemployment

0. 473 ∗∗∗

0. 371 ∗∗∗

L. lnmigration

0. 204 ∗∗∗

0. 173 ∗∗∗

L2. lnmigration

0. 134 ∗∗∗

0. 130 ∗∗∗

(6. 25)

(13. 66)
(13. 96)

(11)

1. 922

(12)

0. 201

(5. 57)

(0. 70)

(0. 12)

(17. 04)

(0. 63)

(0. 33)

(15. 82)

0. 137

0. 424∗∗
(1. 96)

0. 064

0. 364∗∗
(2. 57)

地级市和非地级市的带动效应也有明显差异。 回归结果显示,地级市人口流入滞后 1 期和滞

后 2 期的值都是显著的( β = 0. 20,p<0. 01;β = 0. 13,p<0. 01) ,但非地级市只有滞后 2 期是显著的( β

= 0. 42,p<0. 05) ,这说明地级市“ 带动效应” 的发生快于非地级市。 其次,非地级市城市流入人口滞

后 2 期的回归系数大于地级市,说明非地级市的“ 带动效应” 虽然慢于地级市,但高行政等级城市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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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一旦前期流入人口能够在高等级城市稳定,“ 带动效应” 的力度将会比低等
级城市更强。
2. 区域位置差异

中国地域广阔,制造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地域差别,这对人口迁移决策存在影响。 本文按假说

3b 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惯例,将中国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等 3 个子样本。① 表 6 为按区域位置划
分样本的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表6

按区域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西部
lnemployment
L. lnmigration
L. lnmigration

中部

(13)

(14)

0. 159

0. 218

(0. 80)

0. 270

(1. 00)

0. 244

∗∗∗

(3. 20)

∗∗∗

(2. 81)

0. 072

0. 098

(0. 98)

(1. 29)

(15)

0. 250

(0. 77)

0. 277

∗∗∗

(2. 79)

0. 226

∗∗

(2. 51)

东部
(16)

(17)

0. 339

(0. 96)

0. 347

0. 161

∗∗∗

0. 128

∗∗∗

(4. 61)

∗∗∗

(3. 47)

0. 194

0. 759

∗∗∗

(3. 57)

∗∗

(2. 18)

(3. 03)

(18)

0. 452 ∗∗∗
(2. 71)

0. 167 ∗∗∗
(3. 63)

0. 117 ∗∗∗
(2. 72)

在控制其余变量影响的条件下,分区域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3) (15) 和(17) 显示,制造

业就业数量当期值的系数只有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性( β = 0. 76,p<0. 01) ,西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制造
业的就业规模对人口流入并无显著影响,说明发达地区的就业效应大于欠发达地区。 从带动效用
看,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整体的带动能力也大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这一结论也符合中国人口
流动持续由西向东、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内陆地区往沿海地区集聚的现实状况②。 此外,中
部和东部地区人口流动的“ 带动效应” 比西部地区更具持久性,表明中东部地区更为完善的公共服
务体系驱动着人口不断流入这些地区的城市。 综上,假说 3b 得到验证。
3. 经济增长阶段差异

按前面的分析 将 样 本 分 为 两 个 子 样 本: 高 增 长 阶 段 ( 2006 - 2011) 和 中 高 增 长 阶 段 ( 2012 -

2016) 。 表 7 为按经济增长阶段差异划分的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表7

lnemployment

(19)

0. 092∗∗
(4. 36)

按经济增长阶段 system GMM 回归结果
2006-2011

(20)

0. 265

∗∗∗

(6. 28)

(21)

0. 526

2012-2016

∗∗∗

(8. 81)

(22)

0. 586 ∗∗∗
(8. 39)

①

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

②

高春亮、李善同:《 人口流动、人力资本与城市规模差距》 ,载《 中国人口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40-52,127 页。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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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migration

0. 306

∗∗∗

L2. lnmigration

0. 368

∗∗∗

2006-2011

(9. 23)

(21. 78)

0. 393

∗∗∗

0. 376

∗∗∗

(26. 25)
(19. 44)

0. 154

∗∗∗

0. 103

∗∗∗

(20. 04)
(15. 25)

2012-2016

0. 057 ∗∗∗
(4. 67)

0. 031 ∗∗∗
(4. 61)

模型(19) 和(21) 显示的结果验证了假说 3c。 两个阶段中的制造业就业数量的系数均为正且

与基准回归一致( β = 0. 09,p<0. 05;β = 0. 526,p<0. 01) ,表明在任一经济增长阶段制造业均会通过
“ 就业效应” 促使人口流入城市。 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中高增长阶段的制造业就业规模对人口流
动的影响明显大于高增长阶段,即就业效应在增强。 城市人口流入的“ 带动效应” 在两个时期均显
著存在,但后一阶段的“ 带动效应” 开始减弱。 可以预计的是,人口流入的“ 带动效应” 在未来还将进
一步减弱。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中国制造业对人口流动影响的理论假说,利用 2006 - 2016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假说。 研究发现,城市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增加了流动人口的
收入,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吸引力。 更进一步讲,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城市人口流入规模正相关,就业
效应明显;同时人口流动具有惯性,前期城市流入人口对当前和潜在的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带动
效应。 在加入城市等级、区域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三个边界约束条件后,制造业对城市人口流入的
影响呈现出差异化。 具体而言,第一,由于流动人口更容易在低等级城市的制造业获得就业机会,
低等级城市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大于高等级城市,但高等级城市的公共资源优势使得其带动效应强
于低等级城市。 第二,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了发达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欠发达地区以
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分布格局,发达地区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和带动效应均大于欠发达地区。
第三,由于不同时期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差异,中高经济增长时期的制造业对城市流入人
口的就业效应强于高经济增长时期,但带动效应弱于高经济增长时期。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坚持制造业与城市人口协调发展理念。 新时代中国产业发展战略之一是制造业转型
升级,无论是先进装备制造业还是智能制造,都注重朝服务型制造业转向。 这一过程短期内可能会
抑制城市人口流入,但长期来看依然会促进城市人口流入,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是要根据十九届四
中全会关于“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精神,依靠和利用各
类社会性组织,确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和方式,着力培养新时代产业工人,克服人口流动中的自
发性和盲目性,优化人口资源的合理配置。
其次,要注重城市公共资源的吸引作用。 人口之所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城市流向发达
城市,从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目的地拥有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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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市发展中需要执行就业与公共服务并举的发展战略,根据在地级市人口流入对公共基础设施
更具弹性的特点,要特别注重地级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对流动人口的
容纳作用。
最后,要注意制造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从均衡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角度出发,西部地区制造业
的引入与发展要适度,结构升级的步伐要稳健,注意提升制造业升级对就业的催化作用,避免单纯
资本化、技术化的转型方式对人口流入的不利影响,避免由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造成人口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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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help of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 system GMM)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the size of urban inflow

popula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ffects the size of urban

inflows through the “ employment effect” . Secondly, there is a “ driv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the inflow of people in the early stag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flow of people in the later stage.

Final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on the scale of urban inflows. Compared with low-administrative-level cities,
high-administrative-level cities have smaller “ employment effects” and larger “ driving effects” ; compared

to less-developed regions, the “ employment effects” and “ driving effects” in developed regions are larger;
During the high-growth phase, the “ employment effect” in the middle- and high-growth phase is greater
and the “ driving effect” is sm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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