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是否有助于出口扩张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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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运用 Ｈｅｃｋ⁃
ｍａｎ两步法模型探讨了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动态影响和

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我国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均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趋势， 在区分了企业所处区位、 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生产规

模的差异之后， 此结论依然稳健。 其次， 根据测算结果， 目前我国少数省份的企业

出口二元边际由于多中心程度过高而受到抑制。 最后， 机制检验显示， 市场一体化

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重要途径。 本

文为我们从出口扩张视角思考区域空间规划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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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梳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中型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发展， 以及过去较长时期内

大量生产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的快速汇聚带来的空间挤出效应， 使得多中心空间结

构成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以城市网络为依托， 以产业集群为主体

的贸易竞争力新模式日益凸显， 过去单纯依靠本地市场和传统资源优势的城市竞争

面临着挑战。 同时， 以经济集聚为代表的空间外部性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已

得到众多学者的检验和证明 （Ｒｉｚ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 周沂和贺灿飞， ２０１８［２］ ）， 结

合党中央、 国务院在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中强调

的 “加强区域内部城市间的紧密合作，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进而带动区域发展”
这一战略方针， 这为我国从多中心空间结构视角塑造促进出口扩张的新型动力提供

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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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本质是要素在超越城市的更大地理范围内的多中心集聚， 关

于空间集聚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空间集聚

能够通过规模经济、 技术溢出等渠道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扩张。 比如， Ｋｏｅｎｉｇ 等

（２０１０） ［３］指出， 特定范围内出口企业的集中有助于从业人员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

换， 企业生产率因此受益并增加其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 此外， 集聚也能够通过

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形成出口信息溢出效应， 进而促进企业的出口扩张

（Ｋｎ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７） ［４］。 沈鸿和顾乃华 （２０１７） ［５］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证明

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张的积极作用。 佟家栋和刘竹青 （２０１４） ［６］从融资约束视

角证明了地理集聚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正向激励作用。 然而， 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 集聚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推动作用， 过高的集聚水平可能

会由于市场拥挤削弱企业的出口绩效。 比如， Ｒｉｚｏｖ 等 （２０１２） 指出， 当区域内经

济密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 企业的出口绩效与集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复存在。
对于中国而言亦是如此， 企业扎堆使得部分地区由于过度集聚而出现负向溢出， 企

业出口二元边际由此受到抑制 （陈旭等， ２０１６） ［７］。
正是由于日益增加的拥挤成本， 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从中心大城市向周边

次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迁移， 并逐步形成多中心城市网络。 在多中心空间结构

中， 相邻城市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分享集聚经济和降低拥挤成本， 更大程度

地发挥城市空间外部经济效应 （孙斌栋和丁嵩， ２０１６） ［８］。 因此， 在不稀释中心大

城市集聚经济和辐射带动效应的前提下打造多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成为未来城镇化

发展模式的重要选择 （Ｃａｍａｇ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９］。 在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形成过程

中， 经济效率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点关注内容， 但目前观

点并未达成一致。 以 “规模借用” 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

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生产效率。 在多中心空间结构中， 中小城市可以共享周边中心

大城市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 而集聚带来的拥挤成本则局限在大城市内部 （Ｐｈｅｌｐｓ
ａｎｄ Ｏｚａｗａ， ２００３） ［１０］， 区域内整体的生产效率借此得以改善。 正如 Ｍｅｉｊｅｒｓ 和

Ｈｏｏｇｅｒｂｒｕｇｇｅ （２０１６） ［１１］所强调， 相比于 “一城独大” 的单中心空间结构， 多中心

城市网络可以作为城市内部集聚经济的一种替代， 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外部经济效

应。 此外， Ｍｅｒｊｅｒｓ和 Ｂｕｒｇｅｒ （２０１０） ［１２］从城市层面同样发现， 多中心空间结构能

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 且这一现象在小城市中尤为明显。 类似的， Ｖｅｎｅｒｉ和 Ｂｕｒ⁃
ｇａｌａｓｓｉ （２０１２） ［１３］基于意大利城市数据验证了多中心空间结构与生产效率之间的正

向联系。 除了 “规模借用”， 多中心空间结构中不同层级的城市在产业方面的深度

分工能够产生 “１＋１＞２” 的空间外部性放大效应， 进而获取更高的经济绩效 （刘
修岩等， ２０１７） ［１４］。

还有一种观点则指出， 由于缺乏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引领， 多中心空间结构反而

会通过稀释中心大城市的集聚经济导致经济效率受到损失。 Ｐａｒｒ （２００２） ［１５］研究发

现， 相比于单中心模式， 多中心空间结构往往导致较低的通勤效率和更高的交通成

本， 不利于知识技术的学习和溢出。 比如高密度、 面对面式的交流活动等在多中心

空间结构中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类似的， Ｍｅｉｊｅｒｓ （２００８） ［１６］基于荷兰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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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研究发现， 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地区在文化、 休闲以及体育等方面的娱乐活

动明显少于单中心地区， 这无疑将减少知识的流动和溢出。 张浩然和衣保中

（２０１２） ［１７］基于我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单中心区域空间结构更

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其主要原因在于，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群仍存在 “大
城市发展不足、 中小城市规模偏大” 的失衡状态 （潘士远等， ２０１８） ［１８］。

目前来看， 一方面，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 且主要落脚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目前关于空间集聚对企业出

口影响的研究均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 忽视了区域内部空间形态的差异。 企业的出

口活动能否受益于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同样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鉴于此， 本文将运

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模型探讨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动态

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路径， 进而为我们从促进贸易增长视角思考中国的区域空间规

划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 机制分析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能够发挥正向外部性的重要基础是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

互动， 基于现有相关研究， 本文认为， 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可能是多中心空间结

构影响区域内企业出口活动的重要途径， 具体而言：
（１） 在市场一体化方面。 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是损害我国资源配置效率

和阻碍企业参与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分割的市场导致竞争力较高的企业不断扩大

国内市场， 而竞争力较低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出口来拓展自身的市场份额 （叶宁华

和张伯伟， ２０１７） ［１９］。 这无疑抑制了我国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随

着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逐步形成， 适度的城市差距使得中小城市能够有足够的技术和

配套设施承载来自大城市的产业转移， 进而逐步推动城市之间产业分工的协同合作

模式和市场一体化进程， 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张学良等， ２０１７） ［２０］，
企业参 与 出 口 的 积 极 性 由 此 得 以 提 升 （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 ［２１］。 正 如 钱 学 锋 等

（２０１６） ［２２］所指出， 资源误置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人均产出的下降， 进

而损害了企业出口绩效。 此外， 市场分割的另一种特征便是户籍限制， 这在无形中

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并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企业出口竞争力由此受到抑制

（王明益， ２０１６） ［２３］。 因此， 打破市场分割、 促进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是促进我国

出口增长的有效途径。 而在多中心城市网络中， 不同层级城市之间在人口和市场上

的良性互动显著加快了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进程， 并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和边际产

出， 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借助规模经济和技术扩散实现出口扩张。 比如， 原倩

（２０１６） ［２４］以中国城市群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 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是多中

心空间结构发挥正外部性的重要途径。 洪银兴、 吴俊 （２０１２） ［２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的研究指出，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能够进一步强化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因此，
市场一体化可能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路径。

（２） 在要素流动方面。 在单中心空间结构中， 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过大

的发展差距容易形成 “虹吸效应”， 优质生产要素往往会快速集聚在中心城市。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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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容易导致中心城市出现市场拥挤而抑制企业出口参与 （陈旭等， ２０１６）， 也会导

致中小城市的企业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失而难以实现出口扩张。 为避免城市之间发展

差距过大而导致要素流动不足， 陆铭和向宽虎 （２０１４） ［２６］提出， 通过促进人口和资

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提升我国产业和贸易竞争力。 随后， 张明志和陈榕景

（２０２０） ［２７］发现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快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 相比于单中心结构， 多

中心空间结构有助于中心城市、 次级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小城市之间形成分工有序的

垂直合作体系， 加快了要素、 信息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Ｇｌｅａ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８］， 企业出口竞争力由此获得强化。 同时， 在多中心空间结构中， 次级中心

城市作为连接中小城市和中心大城市之间的重要枢纽， 能够进一步放大中心城市正

向溢出的范围和力度， 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 （殷德生等， ２０１９） ［２９］。 此外， 在城市

分工体系较为成熟的多中心网络中， 大城市数量的增加缩小了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

动半径并提高了要素流动频率 （Ｍｅｉｊ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ｏｇｅｒｂｒｕｇｇｅ， ２０１６）， 企业中间投入的

采购半径和生产成本随之降低， 这将有助于企业跨越出口市场的成本门槛并积极参

与到国际市场中。 因此， 要素流动可能是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企业出口扩张的另一

重要路径。
尽管目前部分研究认为控制中心大城市规模的过快扩张， 避免 “一城独大”

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企业出口的有效手段。 但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并非是 “万
能钥匙”， 过于均衡的扁平化空间发展模式反而抑制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 导致

区域内产业组织形态和要素分布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 要素利用效率由此受到抑

制。 一方面， 目前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过早地引导

生产要素向中小城市流动以人为塑造多中心空间结构反而错失了集聚经济对生产效

率的推动作用 （孙斌栋和李琬， ２０１６） ［３０］， 进而损害了企业出口绩效。 正如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１］所指出， 从长期范围看，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还是需要中

心大城市产生的带动作用。 而在区域大城市发展过程中， 限制大城市扩张所需要的

人口、 资金乃至土地资源， 不仅弱化了中心城市的 “领头地位”， 更是限制了企业

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出口规模的扩张。 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 “城市竞争” 这一思想

的影响， 导致各次级中心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忽略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 加快

新城区的土地供给和建设， 以期实现对中心大城市的接近和赶超。 然而， 由于新建

城区往往与城市中心距离较远， 这便导致了明显的城市蔓延， 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出

口二元边际因此受到抑制 （陈旭等， ２０１８） ［３２］。 在此过程中， 过于均匀的城市规模

分布体系导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过于相似， 反而加剧了市场分割和阻碍了要素流

动。 因此， 适度的多中心水平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张， 但过于均衡的多中心空间

结构反而通过加剧城市竞争和抑制要素流动阻碍企业的出口扩张。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１： 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可能存在先促进后抑

制的倒 Ｕ型特征。
假说 ２： 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通过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这两大途径影响

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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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企业出口集约边际这种连续数据， 也包括企业出口扩展

边际这种离散数据。 考虑到企业的出口行为并非完全随机， 而是可能与其所在地区

的空间结构存在密切联系， 为了避免选择性偏差，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模型

来估计。 模型如 （１）、 （２） 两式所示。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ｐｏｌｙｉ， ｔ－１ ＋ α２ ｐｏｌｙ２ｔ－１ ＋ α ＣＶｉ， ｔ－１ ＋ ξ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 （１）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ｐｏｌｙｉ， ｔ －１ ＋ β２ ｐｏｌｙ２ｔ －１ ＋ β ＣＶｉ， ｔ －１ ＋ ξ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 （２）
其中， （１） 式是选择方程， 用于检验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

影响。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表示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企业存在出口行为时， 取值为 １； 反

之， 取值为 ０。 （２） 式是出口方程， 用于检验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的影响。 ｅｘｐｏｒｔ 表示企业出口集约边际， 本文以企业销售总额中出口额占比来表

示。 ＣＶ 表示本文设定若干能够反映区域和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 ε 表示随机误差

项。 根据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３３］的研究， 如果这两个误差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则意味着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 这种情况下选择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更为合理。 同时，
根据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选择方程中至少存在一个变量未被包含在出口方程中。 为

此， 本文将企业是否存在出口行为的滞后一期加入选择方程， 这样做的同时也能够

观察过去的出口行为对当期出口决策的影响。 此时， （１） 式进一步调整为：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α０＋α１ｐｏｌｙｉ，ｔ－１＋α２ｐｏｌｙ２ｉ，ｔ－１＋α ＣＶｉ，ｔ－１＋α３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１＋ξｙｅ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

（３）
考虑到解释变量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往往存在时间上的滞后， 本文将自

变量的滞后一期带入到计量模型中。
（二） 指标构建

１ 多中心空间结构

结合本文的数据特征， 我们运用城市的序位规模分布从形态上来衡量地区的多

中心空间结构水平， 测度公式如 （４） 式所示：
ｌｎ Ｒｍ，ｔ ＝ Ｃ － ｐｌ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ｔ （４）

其中， Ｒ 表示城市 ｍ 的人口规模在全省范围内的排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ｔ 表示 ｔ 年
第 ｍ 位的城区常住人口数量， Ｃ 是常数。 在对每个省份内各城市的城区人口由高

到低排序之后， 带入 （４） 式回归估计， 得到不同省份在不同年度中的 ｐ 值。 一般

认为， ｐ 值越大， 意味着省份内规模排名前几位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较小， 整体空

间形态趋向于多中心模式。 此外， 为了使得不同省份的多中心指数更具有可比性，
本文对各省份内城区人口排名前两位至前四位的城市分别进行回归估计， 然后取 ｐ
的平均值作为各省份的多中心指数。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使用的城区人口数据来自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库

而非统计年鉴。 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 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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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户籍人口， 难以准确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真实规模。 相较之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运用

ＧＩＳ和遥感等创新方法， 统计了各城市每个栅格 （大约一平方公里） 中的人口数

量， 是目前最为准确和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库。 其二， 我国城市外围相当多的区域

尽管在行政上属于城区， 但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和人口活动， 甚至仍处于未开发状

态， 这也就不应当被定义为经济学层面的 “城区”。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能够克服行政区划的

限制， 重新定义经济学层面的城区范围和测算真实城区人口数量。
借鉴刘修岩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本文将每平方公里人口大于等于 １０００ 的区域

定义为城区，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提出和计算出每个地级城市的城区人口， 进而基于式

（４） 计算出每个省份的多中心指数。 同时借鉴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３４］的思想， 本文

用 １减去省份内规模最大的城区人口数量占全省城区人口总和的比重计算变换的首

位度， 以此作为多中心指数的替代指标。 表 １展示了样本期内我国多中心指数排名

前十的省份。

表 １　 中国多中心指数前 １０ 位省份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１年
宁夏 １ ８９８ 宁夏 １ ９９５ 宁夏 １ ７４６ 宁夏 １ ５４７
湖南 １ ４１３ 湖南 １ ４２１ 湖南 １ ４２０ 山东 １ ３４６
山东 １ ３６２ 山东 １ ３８２ 山东 １ ３８３ 江苏 １ ３３９
河北 １ ３５６ 安徽 １ ３１０ 安徽 １ ３１１ 湖南 １ ３３０
四川 １ ３３８ 广西 １ ２６４ 河南 １ ２５２ 安徽 １ ２５７
安徽 １ ３３６ 四川 １ ２５９ 四川 １ ２３３ 河北 １ ２３１
广西 １ ２４４ 江苏 １ ２２５ 江苏 １ ２１５ 四川 １ ２０３
福建 １ １６３ 河南 １ ２０５ 河北 １ １７３ 辽宁 １ １６９
辽宁 １ １４５ 河北 １ １６６ 辽宁 １ １６８ 江西 １ １６４
河南 １ １４４ 辽宁 １ １５１ 广西 １ １６６ 河南 １ １４０

２ 其他变量

本文同时选取若干可能会影响企业出口的控制变量。 生产率 ｐｒｏ， 本文用企业

人均产出来衡量。 人均资本 ｋｌ， 本文以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来表示。 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本文使用人均薪酬福利来衡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本文以企业员工数量来体现。 政府

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如果存在补贴， 赋值为 １； 反之， 赋值为 ０。 为了降低变量之间可能

存在的异方差， 除了政府补贴这一虚拟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了两个中介变量。 一是市场一体化 ｉｎｔｅｇ， 本文

按照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 ［３５］的方法计算出各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 然后对此市场

分割指数的倒数开根号来获得各省份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二是要素流动 ｆｌｏｗ， 本文

用各省份的客运量来体现。
本文数据来自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以及

《中国统计年鉴》， 年份跨度为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１。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由于北京、 上

海、 天津、 重庆是直辖市， 西藏、 新疆、 青海以及海南的地级城市数量过少而无法

计算多中心空间结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了这八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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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全样本检验

首先我们观察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全样本检验结果， 如表

２所示。 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 （如 （１）、 （２） 两列所示）， 多中心指数

一次项估计系数在出口方程和选择方程中分别为 ８ ５６０ 和 １ ４９９， 相应的平方项的

估计系数则为－３ ４３４和－０ ５９６，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在出口

方程和选择方程中， 多中心指数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与方向并未发

生变化。 这意味着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我国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

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特征。 假说 １ 得到了验证。 此外， 本文使用变换的首位度作为

多中心指数的替代变量， 估计结果如 （５）、 （６） 两列所示， 变换的首位度估计系

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依然未发生变化， 假说 １体现出强烈的稳健性。 本文对此结果理

解为， 在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形成初期，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适度差距有助于

形成高效的垂直分工合作体系， 技术溢出、 规模借用等正外部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

挥， 进而实现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然而， 当区域多中心水平过高时， 过于扁

平化的城市规模体系容易导致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 地方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

和要素流动受阻等损害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由此受到抑制。

表 ２　 全样本检验

变量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ｔ－１
　 ８ ５６０∗∗∗ 　 １ ４９９∗∗∗ 　 ７ ８６７∗∗∗ 　 ３ ３６９∗∗∗ 　 １２ ６７３∗∗∗ 　 ２５ １０４∗∗∗
（０ ２５５） （０ ２５４） （０ １９７） （０ ２６５） （１ ４３０） （０ ７９９）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３ ４３４∗∗∗ －０ ５９６∗∗∗ －３ １０７∗∗∗ －１ ５８３∗∗∗ －１０ ４６６∗∗∗ －１８ ２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４） （０ ０８９） （０ １１８） （０ ９５４） （０ ５２８）

ｐｒｏ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ｋｌｔ－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ｗａｇｅｔ－１
－０ ０３４∗∗∗ ０ ２７２∗∗∗ －０ ０８７∗∗∗ ０ ２６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ｓｉｚｅｔ－１
０ ０３３∗∗∗ ０ ２２１∗∗∗ ０ ０８２∗∗∗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ｔ－１
－０ １６３∗∗∗ ０ ２３２∗∗∗ －０ ２０５∗∗∗ ０ １９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ｔ－１
１ １３１∗∗∗ １ ２７２∗∗∗ １ １８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常数项
７ ０１３∗∗∗ －０ ８７５∗∗∗ ６ ９４６∗∗∗ －４ ４０１∗∗∗ －５ ８５４∗∗∗ －９ ９４１∗∗∗
（０ １６３） （０ １４９） （０ １３１） （０ １６３） （０ ５４６） （０ ３０３）

λ －１ ７９４∗∗∗ －１ ３４１∗∗∗ －２ ６３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６）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５５ ４６０ ３５５ ４６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５ ４６０ ３５５ ４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标准差， 所有回归均控制年份、 省
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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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呈倒 Ｕ 型特征， 那么目前我

国是否存在由于多中心水平过高而导致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受到抑制的省份？ 为此，
本文根据基准回归结果计算出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拐点， 进而

找出多中心水平过高的省份，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可以发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超过拐

点的省份主要包括宁夏、 山东、 江苏和湖南。 这表明， 各地区要注意保持中心城市

与次级中心城市之间的适度差距， 避免空间结构过于扁平化而带来负面影响。

表 ３　 超过拐点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１年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宁夏 （１ ８９８） 宁夏 （１ ８９８） 宁夏 （１ ６５６） 宁夏 （１ ６５６） 宁夏 （１ ５４７） 宁夏 （１ ５４８）
湖南 （１ ４１３） 湖南 （１ ４１３） 湖南 （１ ４０１） 湖南 （１ ４０１） 山东 （１ ３４６） 山东 （１ ３４７）
山东 （１ ３６２） 山东 （１ ３６２） 山东 （１ ３８６） 山东 （１ ３８６） 江苏 （１ ３３９） 江苏 （１ ３４０）
河北 （１ ３５６） 河北 （１ ３５６） 安徽 （１ ３１５） 安徽 （１ ３１５） 湖南 （１ ３３０） 湖南 （１ ３３１）
安徽 （１ ３３６） 安徽 （１ ３３６）
四川 （１ ３３９） 四川 （１ ３３９）

注： 括号里的数字表示多中心指数。

关于控制变量的结果。 生产率 ｐｒｏ 的估计系数在集约边际中显著为负， 在扩展

边际中则显著为正。 这表明尽管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跨越生产率门槛而选择

出口， 但对于已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反而出口规模越小。 出现

此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获取一定的出口份额之后便怠于进行技

术创新， 导致其生产率并未随着出口规模的增加而提升； 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出口

补贴和退税， 低生产率企业也贸然增加出口。 人均资本 ｋｌ 的估计系数表明， 资本

深化促进了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 但抑制了出口集约边际。 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和政府

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规

模越大的企业更加倾向于扩张出口二元边际， 原因可能在于， 规模扩张能够通过规

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 进而增加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 企业

是否出口滞后一期的结果表明， 上一年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 下一年选择出口的可

能性更高。 最后， λ 估计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本文运用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模型是合适的。
（二） 分地区检验

由于区位优势， 我国出口企业主要分布于沿海省份， 那么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

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将样本划分

为沿海和内陆地区， 分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 可以发现， 不论是在沿海地区还

是内陆地区， 多中心指数一次项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方程和选择方程中均显著为正，
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则显著为负。 这表明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

扩展边际的倒 Ｕ型影响并不会因为区位不同而存在差异。 假说 １ 再次得到了验证。
同时，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５） 至 （８） 列展示了以变换的首位度替代多

中心指数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之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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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持着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

表 ４　 分地区检验

变量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ｙｔ－１
　 ９ ７４６∗∗∗ 　 ６ ３２６∗∗∗ 　 ４ ５５４∗∗∗ 　 ２ ６００∗∗∗　 ２９ ６０７∗∗∗　 １３ ６５３∗∗∗　 ４ ７２３∗∗∗ 　 １９ ０４９∗∗∗

（０ ３７１） （０ ３５５） （１ ０３５） （０ ５２５） （５ ０２３） （２ ５９２） （１ ４８５） （１ ２８３）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３ ８４５∗∗∗ －２ ８３１∗∗∗ －１ ８６７∗∗∗ －０ ９７４∗∗∗ －１３ ８５５∗∗∗ －７ ６４０∗∗∗ －２ ８４０∗∗∗ －１４ ３７５∗∗∗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２） （０ ４２８） （０ ２２６） （３ ２２８） （１ ６５８） （１ ０４２） （０ ８９１）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８ １０３ ３０８ １０３ ４６ ２６７ ４６ ２６７ ３０８ １０３ ３０８ １０３ ４６ ２６７ ４６ ２６７

（三） 分行业检验

除了在宏观地区层面，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否会因为

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也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为此， 本文将样本划分

为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 相应的分样本估计结果如表 ５所示①。
可以看出， 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 多中心指数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在出口方

程和选择方程中均分别为正数和负数，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如 （１）、 （２） 两列

所示）。 在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行业中， 多中心指数的回归系数依然如此 （如 （３）
至 （６） 列所示）。 这表明，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倒 Ｕ 型影

响并不会由于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 假说 １的稳健性从行业层面

得到了验证。

表 ５　 分行业检验②

变量

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ｔ－１
７ ８０８∗∗∗ ３ １５７∗∗∗ ７ ７６１∗∗∗ １ ８５８∗∗∗ ７ ８９８∗∗∗ ５ ７５８∗∗∗

（０ ３６７） （０ ４９７） （０ ２９１） （０ ４２９） （０ ３６８） （０ ４８０）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３ ０９８∗∗∗ －１ ４４９∗∗∗ －３ ０８６∗∗∗ －０ ９２７∗∗∗ －３ ０６７∗∗∗ －２ ６９１∗∗∗

（０ １６５） （０ ２２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９１） （０ １６７） （０ ２１６）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１９ ８４０ １１９ ８４０ １０９ １７４ １０９ １７４ １２２ ４８１ １２２ ４８１

（四） 分生产规模检验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市场一体化产

生的外部规模经济。 由于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水平的内在规模经济， 因

此，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否会因为生产规模不同而存

在差异？ 为考察这个问题，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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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行业分类标准未在正文中展示， 备索。
限于篇幅， 以变换的首位度替代多中心指数的回归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 备索。



行回归估计，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在 （１） 至 （４） 列中， 不论是对于大中型企业亦

或是小型企业， 多中心指数及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方程和选择方程中均分别

为正值和负值， 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即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出口二元边

际的影响在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中均表现出显著的倒 Ｕ 型特征。 以变换的首位

度替代多中心指数之后的结果依然如此。 假说 １ 在企业生产规模层面再次得到了

验证。

表 ６　 分企业规模检验

变量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大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ｌｙｔ－１
　 ５ ８９９∗∗∗ 　 ２ ０１０∗∗∗ 　 ８ ８３８∗∗∗ 　 ４ ００１∗∗∗　 １４ ５６１∗∗∗　 １９ ８６５∗∗∗　 １４ ３０７∗∗∗　 ２６ ７７２∗∗∗

（０ ４９８） （０ ５３９） （０ ２５０） （０ ３１０） （３ ６２１） （１ ４９８） （１ ７５８） （０ ９７８）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２ １７７∗∗∗ －０ ９０３∗∗∗ －３ ５８１∗∗∗ －１ ８８９∗∗∗ －１１ ３１６∗∗∗－１４ ４３０∗∗∗－１１ ６９４∗∗∗ －１９ ３６９∗∗∗

（０ ２２３） （０ ２３８） （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９） （２ ４５９） （１ ０１５） （１ １６３） （０ ６４１）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７９ ０１０ ７９ ０１０ ２７５ ３６０ ２７５ ３６０ ７９ ０１０ ７９ ０１０ ２７５ ３６０ ２７５ ３６０

五、 作用机制分析

在证明了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倒 Ｕ 型影响之后， 我们

还需要探究该影响背后的具体路径。 首先，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分别将市场一

体化与要素流动这两个中介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之间

的联系。 其次，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这两个中介变量是否

为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渠道。 最后， 再引入多中心空间结构与

中介变量的交互项， 来检验二者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协同效应。
（一） 中介效应检验

ｌｎｉｎｔｅｇ ＝ ω０ ＋ ω１ ｐｏｌｙｉ，ｔ ＋ ω２ ｐｏｌｙ２ｉ，ｔ ＋ ε （５）
ｌｎｆｌｏｗ ＝ γ０ ＋ γ１ ｐｏｌｙｉ，ｔ ＋ γ２ ｐｏｌｙ２ｉ，ｔ ＋ ε （６）

在 （５）、 （６） 两式中， 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 估计结果

如表 ７所示。 在 （１）、 （２） 两列中， 不论是多中心指数还是变换的首位度， 其一

次项、 二次项估计系数分别为正值与负值， 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随着多

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 市场一体化呈现出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 Ｕ 型变化趋势。 类

似的， 根据 （３）、 （４） 两列， 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水平与多中心空间结构之间同样

存在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 此结果初步表明， 市场一体化与要素流动可能是多中心

空间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渠道。
接下来， 本文首先分别考察两个中介变量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如果多

中心空间结构通过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那么我们预计市场

一体化和要素流动估计系数将显著。 其次， 为了考察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在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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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发展模式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过程中是否为完全中介效应， 我们再将两个中

介变量同时加入到基准回归模型中， 观察多中心指数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是否发生

变化。

表 ７　 中介变量的检验

变量

市场一体化 要素流动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多中心指数 变换的首位度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 ０ ４２０∗ ０ １３２∗ ０ ７６０∗∗ ７ ４９３∗∗∗

（０ ２２６） （０ ０７３） （０ ３０４） （２ １８８）

ｐｏｌｙ２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１∗ －０ ２５１∗∗ －７ ２５３∗∗∗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７） （１ ６２９）
样本量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根据表 ８ 我们发现， 在 （１）、 （２） 两列中， 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方

程和选择方程中均显著为正； 在 （３）、 （４） 两列中， 要素流动的估计系数在出口

方程和选择方程中亦显著为正。 这表明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和要素流动加快是多中

心空间发展模式促进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重要途径， 假说 ２ 得到了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 在 （５）、 （６） 两列中， 中介变量估计系数显著的同时， 多中心指

数的估计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在多中心空间

发展模式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完全中介效应， 可能存在其他中

介因素未被本文捕捉到。

表 ８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ｙｔ－１
５ ９５２∗∗∗ ３ ３７４∗∗∗
（０ ２１０） （０ ２６８）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２ ２９３∗∗∗ －１ ６０１∗∗∗
（０ ０９５） （０ １２０）

ｉｎｔｅｇｔ－１
１ １８４∗∗∗ ０ ２９５∗∗∗ ０ ５５２∗∗∗ ０ １７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０）

ｆｌｏｗｔ－１
１ ５５０∗∗∗ ０ ６０８∗∗∗ ０ ３７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二） 协同效应检验

本文进一步考察两个中介变量与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能够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

的协同效应。 为此， 本文分别将多中心指数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 （ｐｏｌｙ×ｉｎｔｅｇ）、
多中心指数与要素流动的交互项 （ｐｏｌｙ×ｆｌｏｗ） 加入基准回归方程中， 结果如表 ９ 所

示。 根据 （１） 至 （２） 列， 多中心指数与市场一体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方

程和选择方程中均显著为正； 在 （３）、 （４） 两列中， 多中心指数与要素流动交互

项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方程和选择方程中依然显著为正。 这表明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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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动加快能够进一步释放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积极效应。
（５） 至 （８） 列中， 变换的首位度与市场一体化、 要素流动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同样

为正数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假说 ２再次从协同效应层面得到了验证。

表 ９　 协同效应检验

变量

多中心指数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ｙｔ－１
１２ ７８８∗∗∗ １１ １７８∗∗∗ １０ ５６０∗∗∗ ８ ０５２∗∗∗
（０ ３９１） （０ ４６５） （０ ３６１） （０ ５７２）

ｐｏｌｙｔ－１ ２
－３ ４０４∗∗∗ －２ ４１０∗∗∗ －０ ６１４∗∗∗ －２ ２２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９７） （０ １４０）

ｐｏｌｙｔ－１×ｉｎｔｅｇｔ－１
１ ２５９∗∗∗ １ ７５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８）

ｐｏｌｙｔ－１×ｆｌｏｗｔ－１
１ ８４２∗∗∗ ０ ４８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２）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３５４ ３７０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探讨了多中心

空间发展模式对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１） 多中

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特征，
在区分企业所处区位、 所在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生产规模的差异之后， 该结论依然

稳健。 （２） 测算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少数省份的企业出口活动由于空间结构多中

心水平过高而受到抑制， 这意味着我国在塑造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过程中， 要注意城

市规模体系过于扁平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３） 在作用机制方面， 市场一体化和要

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重要路径， 且市场一体

化、 要素流动与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协同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提升贸易竞争力视角为我国区域空间形态的发展模式提供了

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其一， 对于多数省份而言， 应当逐步有序地打造多中

心空间结构， 同时注意保持中心城市与次级中心城市之间的适度差距， 切勿为了追

求均衡分布而违背市场力量将要素均匀分配， 比如宁夏、 江苏、 安徽等地需要适当

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首位度。 其二， 通过推动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和经济交流逐步

消除市场分割， 进一步释放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我国贸易竞争力提升的积极作

用。 各省份内不同城市的经济诉求不尽相同， 这便要求建立跨城市的区域发展规划

体系， 为通过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扩张提供明确统一的政策环

境。 其三， 多中心空间结构发挥贸易促进效应离不开要素的充分流动。 在我国新基

建战略方向下， 继续完善公路、 铁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网络的同时， 还应注重发展物

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网络建设， 进一步降低城市之间的交流沟通成本， 促进

要素流动， 最大程度地发挥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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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 ａ ｆｅ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ｏｌｙ⁃
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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