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倡议如何影响城市
创新集聚方向

———来自我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张　 涵　 　 杨晓昕

摘要： 本文以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 探析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

市多样化与专业化创新集聚的政策效应与驱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有效提升了重点城市的创新集聚水平， 且对 “一带” 地区城市或中型城市的

多样化与专业化创新集聚、 对大型城市的多样化创新集聚均具有提振作用， 但对

“一路” 地区专业化创新集聚产生了抑制作用；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贸易畅通、
知识溢出、 资金融通三种机制对城市创新集聚发挥出差异性作用， 其中仅知识溢出

机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全局调节效应， 由于创新要素流动的负向中介调节， 这种正

向作用可能会受到一定阻滞甚至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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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 我国经济由 “封闭” 走向 “开放”，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

出， 标志着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全新阶段。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２８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 ２０１６年 ９月， 科技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了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科技部还专门组织研究制定了 《 “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

作行动计划》， 包括开展科技人文交流、 共建联合实验室、 科技园区合作、 技术转移

４项行动。 ２０１７年 ５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

启动 “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并于 ２０１９年 ４月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了未来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点， 决定加强全方位、 多领

域合作。 但受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 经济基础等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始终呈现出

东快西慢、 海强陆弱的空间格局， 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合理、 福利分配不均衡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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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而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战略决策的叠加对接， 不仅对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动力， 而且

助推了中、 西部内陆城市的经济开放， 为缩小东、 西部地区差距提供了契机。 从以往

文献来看，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宏观与微观效应均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虽然少数学

者也从中观层面探讨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效应， 但多以省域作为研究对象

（孙春东， ２０１７［１］； 郭爱君等， ２０１９［２］）。 从城市层面将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因子的研究相对匮乏， 这就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一、 文献综述

集聚经济是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中最核心、 最普遍的研究课题之一 （张
苹， ２０１８［３］； 张国峥等， ２０１７［４］）， 城市经济学家将城市看作是集聚经济与拥挤成

本折中的结果， 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愈邻近， 相互交流的机会就愈多， 集聚效应

愈加强烈 （Ｒｏｓｅｎ ｔｈ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５］。 研究表明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集聚性特征，
企业或科研人员在空间上的集聚也同样有利于创新 （Ｂｕｚ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６］。 创新

集聚表现为各种创新要素通过经济活动而集聚在特定地理范围内， 并经过有效的组

合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和协同创新作用， 提升产业或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创新水平以

及经济质量。 创新集聚可以划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 前者是同类产业或生产

相似产品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２０） ［７］详细论述了专业化集聚经济

的微观基础， 他指出当某类企业选择了特定地方后， 就会从邻近区位获得拥有相关技

能的劳动力， 共享投入要素和专业劳动力市场，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 “面对面” 交

流的成本， 形成集聚经济外部性； 而后者是不同产业或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或城市规

模自身形成集聚。 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 ［８］强调城市化经济或多样化经济的重要作用， 他认

为多样化经济环境有助于不同思想、 知识的交流融合。
在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对比研究中， 何者对城市创新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这一命题， 仍未达成共识。 Ｍａｒｒａ 等 （２０１７） ［９］、 陈长石等 （２０１９） ［１０］、 陈大峰等

（２０２０） ［１１］发现专业化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２） ［１２］、
Ｆｅｌｄｍａｎ和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 ［１３］、 Ｈａｎｌｏｎ 等 （２０１７） ［１４］经实证研究发现多样化集聚更

有利于城市的创新发展。 由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并不依赖于城市创新发展目

标， 有利于建立 “一带一路” 倡议与城市创新集聚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方面， “一带

一路” 是开放性、 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倡议， 提升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开放度， 在对外

创新投资、 创新交流合作等方面也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 扩展了城市创新价值链的广

度， 因此一些 “一带一路” 重点区位城市可能会选择多样化的创新集聚路径； 另一

方面，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 区位上的劣势使其对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创新合作

机遇更加敏感， 会更加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对接 “一带一路” 倡议， 以专业化创新为

切入点， 充分释放内在创新潜力， 以快速实现本地区的专业化创新集聚。
为了深入探讨 “一带一路” 倡议是否影响我国城市创新集聚模式、 通过何种

机制路径产生影响、 是否存在地区间异质性等问题。 本文将 “一带一路” 倡议看

作一项准自然实验， 以我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采用双重 差 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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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对我国城市创新集聚模

式的影响方向与内在机制， 以期厘清当前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效果及潜在问

题， 为后续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 本文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 从贸易畅

通、 知识溢出、 资金融通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 “一带一路” 倡议作用于城市创新

集聚方向的内在机理， 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实证检验了研究假说， 丰富了研究视

野； 其二， 本文从集聚经济视角切入， 借助 ＤＩＤ 方法研究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

的外生冲击， 并进行了多重稳健性检验， 准确识别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重点城

市与非重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效果， 拓展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研究外延； 其

三， 本文验证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不同区位、 不同规模城市的创新集聚所具有

的异质性特征， 细化了城市层面下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效应的评估维度， 为后

续相关政策实践提供了可靠依据。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围绕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

相通 （后文简称 “五通” ） 打造国际创新合作新平台， 优化城市创新布局， 延伸

创新价值链， 拓展创新开放空间， 不仅改变了我国城市创新集聚的空间格局， 而且

有助于消除创新型企业对外投资、 交流的不确定性。 本文结合 “一带一路” 倡议

所提出的 “五通” 内容， 尝试从贸易畅通、 知识溢出、 资金融通三个方面阐释

“一带一路” 倡议如何影响城市创新集聚的方向与模式。
（一） 贸易畅通机制

王春晖和赵伟 （２０１４） ［１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实， 在区域开放条件下， 区域内

厂商以集聚和协同集聚两种方式分别获得专业化与多样化的集聚外部性， 从而提升

地区经济绩效。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国家开放政策， 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 鼓励

创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 有利于转

移我国创新企业的过剩产能， 实现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Ｂｌｏｏｍ 等 （２０１６） ［１６］分析发

现， 贸易一体化或贸易自由化会加剧市场竞争强度， 产生竞争效应与选择效应， 淘

汰低效企业， 保留高效企业。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既能促使规模较大、 创新高

效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又能倒逼一部分低效企业通过在地理范围内集聚， 形成专

业化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 以提升创新生产率， 增强国际竞争力 （刘磊等，
２０１８） ） ［１７］。 由此， 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一带一路” 倡议会通过提升城市的贸易畅通水平， 促进城市的创新

集聚， 尤其是专业化集聚。
（二） 知识溢出机制

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 的外部性理论认为， 大量不同产业的集聚能促进知识溢出、 产业

关联性溢出和市场性溢出， 实现创新集聚增长。 其中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才流动、 信

息交流、 技术交易等形式进行； 产业关联性溢出则是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和技术特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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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行业之间的合作进行的； 市场性溢出主要基于共同的市场需求或贸易活动来实现

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ａｎｎｅ， ２０１４） ［１８］。 Ｌｅｉｐｏｎｅｎ （２００５） ［１９］则强调大量的人才集聚， 增进了

“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 尤其促进了缄默知识的扩散。 同时， 企业家创业或职员跳槽

也会促进本地的知识溢出。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 （１９９６） ［２０］、 郭嘉仪和张庆霖

（２０１２） ［２１］还发现区际知识溢出是引起创新集聚的重要原因， 即知识溢出在生产中的

作用越显著， 创新集聚度越高。 “一带一路” 倡议积极推进重点城市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地区间的创新合作， 加强信息互动与知识共享， 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 使

得大量创新人才、 资本等要素得以重新配置。 开放型经济的集聚过程实质就是要素

沿着更高等级生产要素方向持续攀升的动态过程。 创新要素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
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搭建的开放性合作平台， 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 有效提升

城市的创新集聚水平。 由此， 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推动城市创新集聚， 若 “一

带一路” 倡议能促进创新要素流动， 那么这种推动效应将更为显著。
（三） 资金融通机制

资金融通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大量配套金融服务，
为提升重点城市在创新合作、 海外投资、 “一带一路” 示范区建设等方面提供金融

支持。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一带一路” 资金融通的重要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 （简称 “亚投行” ） 成立。 截至 ２０２０年， 亚投行成员已超过 １００ 个， 共批准了

８７个项目， 涉及 ２４ 个经济体， 投资总额超过 １９６ 亿美元。 以往研究显示， 一方

面， 金融发展能够为创新集聚提供有力外部支持与良好融资环境， 而集聚本身能够

显著降低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３） ［２２］； 另一方面， 政府干预性

的信贷扩张政策也会降低创新主体的内部关联， 形成表面上的空间集聚 （师博和

沈坤荣， ２０１３） ［２３］， 甚至不利于提升企业自发创新的动机与集聚意愿 （丁重和邓可

斌， ２０１４） ［２４］。 尤其对进行高难度、 长周期研发的创新型企业而言， 指令性政府金

融支持所产生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由于金融发展导致了企业创新更加追求短期利

益， 形成创新融资约束， 提高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成本， 从而导致了产业集聚背景

下的 “创新惰性” 问题 （万道侠和胡彬， ２０１８） ［２５］。 由此， 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资金融通对城市创新集聚的提升效应有限， 甚

至还可能产生抑制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２０１５年 ３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并选取了 １８ 个省、 直

辖市、 自治区作为 “一带一路” 重点省份①。 因此， 本文将位于这些省份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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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省份具体包括： 东部 ５省、 直辖市 （上海、 福建、 广东、 浙江、 海南）、 西部 １０省、 直辖市、 自治区

（新疆、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内蒙古、 广西、 云南、 西藏、 重庆）； 东北 ３省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重点城市。 相比于非重点城市， 重点城市在对外贸易、 物

流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本文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 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我国 ２８５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探究 “一带一路” 倡议对我国城

市创新集聚的政策效应与驱动机制。 文中城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研究数据平台的创新专利研究库 （ＣＩＲＤ）， 其他数据皆来源于全球统计数据分

析平台 （ＥＰＳ） 数据库。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 Ｌｕ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６］的做法， 选取我国 “一带一路” 重点城市作为

处理组， 非重点城市作为对照组， 构建如下 ＤＩＤ模型：

ａｇｇ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γ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δｔ ＋ σｉ ＋ εｉｔ （１）

其中， ａｇｇ 表示城市创新集聚水平， 具体分为城市专业化集聚 （ａｇｇ＿ｓｐｅ） 和

城市 多 样 化 集 聚 （ ａｇｇ ＿ ｄｉｖ ） 两 种， ａｇｇ ＿ ｓｐｅ 表 达 式 为： ａｇｇ＿ ｓｐｅｉ ＝

∑
ｎ

ｊ ＝ １

ｘｉｊ

∑
ｎ

ｊ ＝ １
ｘｉｊ

－
∑
ｍ

ｉ ＝ １
ｘｉｊ

∑
ｎ

ｊ ＝ １
∑
ｍ

ｉ ＝ １
ｘｉｊ

， 其中， ｘ ｊ为各市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以及发明专利申请

数量在全国中的占比， ｘｉｊ为各市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以及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在 ｉ 城

市中的占比； ａｇｇ＿ ｄｉｖ 表达式为： ａｇｇ＿ ｄｉｖｉ ＝ １ ／ ∑
ｍ

ｊ ＝ １， ｊ′≠ｊ

ｘｉｊ

ｘｉ － ｘｉ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 ｔｒｅａｔ 为虚拟变

量， 若地级市位于 “一带一路” 倡议重点省份， 则 ｔｒｅａｔ ＝ １， 否则 ｔｒｅａｔ ＝ ０； ｐｏｓｔ 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虚拟变量， 若年度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即 “一带一路” 倡

议写入官方文件及以后年度， 则 ｐｏｓｔ ＝ １， 若年度为倡议提出之前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则 ｐｏｓｔ＝ ０； 交互项 ｐｏｓｔ× ｔｒｅａｔ 为度量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效果的估计量，
也是 ＤＩＤ回归估计的核心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代表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 政府支持水平

（ｇｏｖｅ）， 使用科学事业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 创新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 采用

电信业务总量来表征； 产业结构水平 （ ｉｎｄｕ）， 使用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与第二产业

从业人数之比来衡量； δｔ代表时间效应， σｉ代表个体效应， εｉｔ代表随机扰动项。 此

外， 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 所有变量取对数

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ａｇｇ＿ ｓｐｅ 专业化创新集聚 ４ ２７５ ２ ９６２ ０ ２１６ ２ ３８１ ２ ９５１ ３ ６２８
ａｇｇ＿ｄｉｖ 多样化创新集聚 ４２７０ １ ５３３ ０ ４３８ ０ １７９ １ ６５０ ２ ２３２
ｐｏｓｔ 时间虚拟变量 ４ ２７５ ０ ２００ ０ ４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ｔｒｅａｔ 组间虚拟变量 ４ ２７５ ０ ４７４ ０ ４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ｇｏｖｅ 政府支持水平 ４ ２７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
ｉｎｆｒ 创新设施水平 ４２４５ １２ ５０５ １ ２３５ ９ ４３６ １２ ５２０ １５ ４６８
ｉｎｄｕ 产业结构水平 ４ ２７５ ０ ８４３ ０ ３２６ ０ ２６１ ０ ７９３ １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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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将解析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对我国城市创新集聚的政策效应。 表 ２ 列

出了 ＤＩＤ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 其中，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是以多样化创新集

聚 （ａｇｇ＿ｄｉｖ） 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是以专业化创新集聚

（ａｇｇ＿ｓｐｅ） 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均没有加入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 所有模型中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

提出后， 重点省份城市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创新集聚水平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而且显

著高于非重点省份城市。 控制变量方面， 政府支持水平 （ｇｏｖｅ） 与两种城市创新集

聚均呈现显著负向关系， 可能是因为政府支持与城市实际创新需求不匹配， 而且具

有政治关联的创新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 扭曲了创新要素资源配置， 对城

市创新集聚带来了一定的 “挤出” 效应； 产业结构 （ ｉｎｄｕ） 与城市两种创新集聚

均呈正相关关系， 表明各城市应注重扩充服务类产业规模， 为城市创新集聚提供良

好服务环境与资本积累； 创新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 仅与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呈正相关

关系， 可能是由于创新基础设施的改善是要素流动的先决条件， 完善的基础设施为

创新主体间的专业性合作提供了便利， 提升了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水平。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１１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６ ６５） （４ ９８） （４ ４６） （２ ３３）

ｇｏｖｅ －１０ ６０８∗∗∗ －１６ ９０７∗∗∗
（－２ ９５） （－９ ０５）

ｉｎｆ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７１） （２ ６９）

ｉｎｄｕ ０ ６３６∗∗∗ ０ ４０６∗∗∗
（１６ ６１） （２８ ２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５２３∗∗∗ １ ０８６∗∗∗ ２ ９５８∗∗∗ ２ ４７４∗∗∗
（４４４ ３４） （８ ４１） （１ ６９４ ９３） （３９ ６１）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Ｒ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５５ ０ ８０６ ０ ８６３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后续所有回归均包含控制变量回归结
果， 且控制了时间和个体效应， 受篇幅限制， 不再重复汇报。

（二） 稳健性分析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在运用 ＤＩＤ分析方法时， 处理组与控制组需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结果见图 １和
图 ２①。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期间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皆不显著， 而 ２０１４年之后， ｐ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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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这里平行趋势检验以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时点前 １期作为基准组， 因此图中未出现倡议 ｐｏｓｔ＿１期
的数据。



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是部分显著。 因此总体只有部分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基准

回归结果并非完全有效。 为此， 本文进一步采取其他方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图 １　 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２　 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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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慰剂检验

首先， 本文构建虚拟外生冲击， 即假设 “一带一路” 倡议推行设定在 ２０１５ 年

之前， 检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是否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显著性影

响。 本文将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时间设定为 ２００６年。 可以发现， 表 ３ 第 （１）
列多样化创新集聚模型中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可排除其他潜在因素的影

响， 但表 ３第 （４） 列专业化创新集聚模型中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 进而， 本

文又将数据按照城市分组， 然后从每个城市组内的年度变量中随机抽取某一年份作

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设定时间， 重复 ５００ 次抽样进行安慰剂检验 （见图 ３ 和图

４）。 可以发现，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没有显著偏离零点， 且绝大部分 ｐ 值大于 １０％。 同

时， 图 ３和图 ４中 ｐｏｓｔ× 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在安慰剂检验中均属于异常值。 由此可见，
ＤＩＤ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３　 安慰剂、 ＰＳＭ－ＤＩＤ以及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 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

２００６年 ＰＳＭ－ＤＩＤ ＩＶ ２００６年 ＰＳＭ－ＤＩＤ Ｉ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９∗∗∗ ０ ２３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０ １１４∗∗∗

（０ １９） （３ ８６） （７ ８５） （２ ６７） （１ ３１） （５ ９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１７０∗∗∗ １ ０７１∗∗∗ ２ ５１５∗∗∗ ２ ５７２∗∗∗ ２ ４９６∗∗∗ ２ ５１５∗∗∗

（８ １３） （８ ４２） （４０ ５０） （３７ ９８） （３８ ６２） （４０ ５０）
Ｎ ３ ４２０ ２ ２４２ ４ ２７５ ３ ４２０ ２ ２７７ ４ ２７５
Ｒ２ ０ ８７６ ０ ８５９ ０ ８５８ ０ ８７６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６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这里将 “一带一路” 倡议时间设定为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２）、 （５）、 （６） 列分别汇报了估计结果。

图 ３　 随机分组下多样化创新集聚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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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随机分组下专业化创新集聚安慰剂检验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为最大程度减少处理组和对照组系统性差异所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 本文重新

配比了对照组进行 ＰＳＭ－ＤＩＤ回归检验， 把在政府支持水平 （ｇｏｖｅ）、 创新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 产业结构水平 （ ｉｎｄｕ） 三个方面倾向得分最为接近的样本作为处理组的配

对样本， 剔除与处理组存在明显差异的样本后再次进行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检验。 从表

３第 （２）、 （５） 列可以看出，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符号依然为正， 且第 （２） 列模型

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体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４ 工具变量法检验

借鉴吕越等 （２０１９） ［２７］的研究， 本文将古代 “丝绸之路” 途径省份 （陕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海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中的城市

作为处理组的工具变量， 因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是基于古代 “丝绸之路”，
因此， “一带一路” 重点城市选择与古代 “丝绸之路” 途径地区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 而且古代 “丝绸之路” 并不会直接影响城市创新集聚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

响应程度。 从表 ３ 第 （３）、 （６） 列可以看出，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在

缓解了处理组选择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城市区位异质性

受资源条件、 经济基础、 区位特征等影响， 考虑到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地区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将按照 “一带”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重庆市、 陕西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 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与 “一路”
（上海市、 福建省、 广东省、 浙江省、 海南省） 两种区位来讨论 “一带一路” 倡议

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异质性政策效应 （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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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城市区位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 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

“一带” 地区 “一带” 地区 “一带” 地区 “一带” 地区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１∗∗∗

（６ ５０） （－０ ２９） （７ ５７） （－７ ８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１３５∗∗∗ １ １３５∗∗∗ ２ ４６１∗∗∗ ２ ５０１∗∗∗

（８ ８２） （８ ８２） （３９ ８４） （４０ ４０）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Ｒ２ ０ ８５６ ０ ８５４ ０ ８５５ ０ ８５３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４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 倡议会显著提升 “一带” 地区的城市多样化与

专业化创新集聚水平， 且对多样化创新集聚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主要是因为

“一带” 地区主要分布在中、 西部内陆地区， 这些地区的城市创新集聚水平普遍滞

后且结构相对单一，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创新机会更加敏感， 因此会更加

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而对 “一路” 地区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未对城

市的多样化创新集聚产生有效影响， 而对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产生了显著抑制作

用， 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均处在东南沿海开放地区， 创新集聚方式多元化，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冲击作用不太敏感。 而且目前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在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能源资源的开发合作， 相对于 “一路” 地区的创新产业主

要集中在物流、 金融、 服务等领域， “一带” 地区的城市在重型装备制造业、 能源

矿产开发和深加工方面更具有创新集聚的比较优势。
２ 城市规模异质性

本文按照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我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
万）、 大型城市 （５００万＜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 中型城市 （３００ 万＜城区常住人

口≤５００万）、 小型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 四类。 表 ５回归结果显示， “一带

一路” 倡议对重点省份大型和中型城市的多样化创新集聚、 对中型城市的专业化创

新集聚均具有显著提振作用， 可能是由于大型城市具有较好的创新环境， 创新产业门

类较为齐全， 有助于多样化知识外溢。 一方面，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创新人才更容

易寻求到相匹配的工作职位， 其信息、 知识等搜索成本更低， 从中获益更多， 城市能

快速实现创新集聚 （田相辉和徐小靓， ２０１５） ［２８］； 另一方面， 规模较大城市竞争更为

激烈， 低效创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被兼并或淘汰， 使得存活下来的高效创新企业

从集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伴随贸易成本的持续下降， 高效率企业将更加倾向于选择

拥有更大市场的区域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１８［２９］； 余壮雄和杨扬， ２０１４［３０］ ）。 相

对而言， 中型城市普遍具有相对单一的创新产业结构模式， 专业化知识溢出更强，
也反映出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作为优化城市创新结构、 加强集聚效应的有效途

径。 同时， 由于超大城市的创新资源过度集聚， 导致创新集聚的规模效应被拥挤效

应所替代， 而小型城市创新集聚动力有限， 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未能对超大和小型城市的创新集聚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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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城市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 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

超大城市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超大城市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９６∗∗∗ 　 ０ ０７６∗∗∗ －０ ２４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０ ９８） （４ ３０） （３ ７０） （－１ ５６） （－０ ０８） （－０ ９２） （２ １１） （－０ ３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７２２∗ １ ０４１∗∗∗ １ ０３２∗∗∗ １ ６０８∗ １ ４３５∗∗∗ ２ １８０∗∗∗ ２ ５９４∗∗∗ ３ ７４４∗∗∗

（１ ９０） （５ ６１） （６ ２１） （１ ７４） （３ ４９） （１９ １９） （３５ ５０） （８ ２４）
Ｎ １４８ １ ２７０ ２ ６１０ １９５ １４８ １ ２７０ ２ ６１０ １９５
Ｒ２ ０ ９４０ ０ ８９７ ０ ８４７ ０ ８５１ ０ ８９５ ０ ８５８ ０ ８７０ ０ ８３１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机制检验

依据前文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显著提升重点城

市的创新集聚水平， 正如前文所述，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贸易畅通、 知识溢出、
资金融通三种机制来影响城市创新集聚方向。 为此，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

验， 具体表达式为：

ｍｅｄ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λ 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２）

ａｇｇｉｔ ＝ γ０ ＋ γ１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γ２ｍｅｄｉｔ ＋ γ３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ｍｅｄｉｔ ＋∑λ 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３）
其中， ａｇｇ 表示城市创新集聚水平； ｍｅｄ 表示中介变量， 用以诠释相关变量对城

市创新集聚的间接影响， 具体包括： 贸易畅通水平 ｏｐｅｎ， 选取当年贸易总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 知识溢出水平 ｓｐｉｌ， 选取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比来表征； 资金融通水

平 ｆｉｎａ， 采用经过当年汇率换算后的实际使用外资额来度量； 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交互

项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 γ１， 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全局处理效应； 交互

项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ｄ 系数 γ３， 衡量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全局调节效应；
而 β１× （γ２＋γ３·Δ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衡量 ｏｐｅｎ、 ｓｐｉｌ、 ｆｉｎａ 三种机制变量的中介调节效应， 这

里借助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进行测度 （见表 ６）， 并使用

自举法获得中介调节效应标准误和置信区间， 更好地反映了中介调节效应样本分布的

真实情况 （见表 ７）。
表 ６　 基于 ＳＥＭ模型的机制检验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ｏｐｅｎ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ｓｐｉｌ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ｆｉｎａ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１∗∗∗

（５ ２０） （４ ９１） （１０ １６） （３ ５６） （０ ８８） （６ ９５） （－６ ５１） （０ １８） （５ ８０）

ｍｅｄ
－０ ８７３∗∗∗ ０ １３４∗ －０ ５０３ ０ ８０２∗∗∗ －４ ０９６∗∗∗ －０ ７５２∗∗∗

（－５ ７３） （１ ８１） （－１ ４６） （４ ８１） （－１７ ９９） （－６ ５９）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ｍｅｄ

－１ ６０１∗∗∗ －１ ２２７∗∗∗ ２ ４３６∗∗ －０ ４４２ １ １５７ ０ １９５
（－４ ７４） （－７ ４５） （２ ５５） （－０ ９５） （１ ４１） （０ ４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０９∗∗∗ １ ５３５∗∗∗ ２ ９５２∗∗∗ ０ ０１５∗∗∗ １ ５３５∗∗∗ ２ ９４１∗∗∗ ０ ０２９∗∗∗ １ ６４８∗∗∗ ２ ９７５∗∗∗

（１１ ９８） （２１４ ３０） （８４４ ６９） （４３ ６９） （１７５ ８４） （６９５ ６７） （６１ ６５） （１７２ ０３） （６１９ ３１）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这里 ３种机制变量 ｏｐｅｎ、 ｓｐｉｌ、 ｆｉｎａ 统一用
ｍｅｄ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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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中介调节效应测度结果

作用机制 创新集聚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中介调节效应 Ｐ 值

贸易畅通机制

知识溢出机制

资金融通机制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７ ０ ３２５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３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６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５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９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２ ０ ３２９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７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０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均值＋１单位标准差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７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１ 贸易畅通机制检验

表 ６显示， ＳＥＭ模型 （１） 中，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 β１显著为正， 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促进了重点城市的贸易畅通； ＳＥＭ模型 （２） 和 （３） 中，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系数 γ１
显著为正， 表示加入贸易畅通变量 ｏｐｅｎ 后，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市多样化和专业化

创新集聚均产生了正向全局处理效应； 但从系数 γ３看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贸易

畅通机制产生负向全局调节效应； ＳＥＭ模型 （２） 和 （３） 中 ｏｐｅｎ 的系数 γ２显示， 贸

易畅通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专业化创新集聚， 但不利于多样化创新集聚， 可能是因

为面对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 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或规模较小企业面临被淘汰或兼并

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对有限市场与资源的争夺就会比较激烈， 迫使一些竞争能力较

弱的企业选择放弃高投入、 高风险的创新模式的动机就愈强， 转而采取那些成本

低、 周期短且易被模仿的创新模式， 容易导致创新融资约束、 降低多样化集聚的向

心力 （杨仁发， ２０１３） ［３１］。 总体而言， 假说 １基本得到印证。 此外， 从表 ７可以看

出， 贸易畅通机制对多样化与专业化创新集聚普遍具有显著的中介调节效应。
２ 知识溢出机制检验

表 ６显示， ＳＥＭ模型 （４） 中， 系数 β１显著为正， 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

有利于重点城市的知识溢出； 模型 （５） 系数 γ１不显著， 模型 （６） 中系数 γ１和 γ２均
显著为正， 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知识溢出机制对专业化创新集聚产生正向全

局处理效应， 且知识溢出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城市的专业化创新集聚。 同时， 模型

（５） 和 （６） 中 γ３显著为负， 表示知识溢出对城市两种创新集聚产生了负向全局调节

效应，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未能加速创新要素的有效流动。 同时， 从表 ７ 可以看

出， 知识溢出水平仅对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具有正向中介调节效应。
根据假说 ２， 创新要素流动可以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知识溢出水平的调节变

量。 因此， 在模型 （２）、 （３） 加入创新要素流动变量 ｆｌｏｗ， 这里借鉴白俊红 （２０１７）［３２］

的研究， 选取城市间的工资差和房价差作为吸引力变量， 采用双对数引力模型测算从城

市 ｉ 到城市 ｊ 创新人才的流动规模， 表达式为： ｆｌｏｗｉｊ ＝ ｌｎＨｕｍｉ ×ｌｎ （Ｗａｇｅｉ －Ｗａｇｅｊ） ×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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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ｒｉｃｅｉ－Ｈｐｒｉｃｅｊ） ×Ｄ
－２
ｉｊ ， 城市 ｉ 创新人才流动总量 ｆｌｏｗｉ ＝ ∑ ｎ

ｊ ＝ １
ｆｌｏｗｉｊ ， 其中， Ｈｕｍ

表示科研、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人员数量； Ｗａｇｅ 表示职工平均工资； Ｈｐｒｉｃｅ 表

示房价水平， 本文采用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衡量； Ｄｉｊ表示城市间的地理距离。 具体

表达式为：

ｓｐｉｌ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β２ｆｌｏｗｉｔ ＋ β３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ｆｌｏｗｉｔ ＋∑λ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４）
ａｇｇｉｔ ＝ γ０ ＋ γ１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γ２ ｆｌｏｗ ｉｔ ＋ γ３ｓｐｉｌｉｔ ＋ γ４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 × ｆｌｏｗ ｉｔ

　 　 　 　 　 ＋∑λ 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创新要素流动 ｆｌｏｗ 作为交互项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和 ｓｐｉｌ 之间的调节变量， 以测

度对中介变量 ｓｐｉｌ 因变量间接影响的解释幅度。 此时， ｆｌｏｗ 中介调节效应表达式变

为 γ２× （β１＋β３×Δｓｐｉｌ）。
表 ８显示， ＳＥＭ模型 （１） 中， 系数 β１显著为负， 加入 ｆｌｏｗ 变量后， “一带一

路” 倡议对知识溢出的正向作用可能会被扭转； 模型 （１） 中系数 β２和 β３均显著为

正， 说明创新要素流动能够有效提升知识溢出水平， 且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创

新要素流动对知识溢出产生明显的正向全局调节效应。 ＳＥＭ 模型 （２） 和 （３） 中

γ１显著为正， 但系数 γ２和 γ４均显著为负，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创新要素流

动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了负向全局调节作用， 可能是因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以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为主， 我国的经济体量、 创新水平均占主导地位， 容易造

成在创新合作中 “单向输出” “单核主导” “路径锁定” 等问题， 未能形成关联紧

密、 高效互动的创新网络， 加之一些经济体因政治腐败与宗教冲突， 风险较高， 压

制甚至扭转了创新要素流动对知识溢出的正向调节效应， 未能实现假设 ２中的理想

预期。 同时， 模型 （３） 中的系数 γ３与表 ６保持一致， 显著为正， 表示加入 ｆｌｏｗ 变

量后， 知识溢出对城市专业化创新集聚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 此外， 从中介调节效

应测度结果可以看出①， 随着知识溢出不断增长，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 ｆｌｏｗ 的中

介调节效应仅对专业化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作用。
３ 资金融通机制检验

从表 ６模型 （７） 的系数 β１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抑制了重点省份

城市的资金融通水平； 从模型 （８） 中的系数 γ１可以看出， 加入变量 ｆｉｎａ 后， “一
带一路” 倡议未能对多样化创新集聚产生显著的全局处理效应； 模型 （８） 和 （９）
的系数 γ２显著为负， 且 γ３均不显著， 说明资金融通水平越高， 越不利于多样化与

专业化创新集聚， 且资金融通未能对城市的创新集聚产生全局调节效应， 假说 ３ 基

本得到印证，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可能通过资金融通机制营造了依赖成本性竞

争、 低端低效的创新集聚环境， 导致一些城市的创新集聚是以政策性集聚为主导，
使得一些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仅仅为了追逐 “政策租”， 从而弱化了创新集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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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 同时， 资金融通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正向中介调节效应。

表 ８　 加入 ｆｌｏｗ变量后知识溢出机制的检验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ｓｐｉｌ ａｇｇ＿ｄｉｖ ａｇｇ＿ｓｐｅ
（１） （２） （３）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０３∗ ０ ２１０∗∗∗ ０ １７９∗∗∗

（－１ ９３） （７ ０３） （１２ ５０）

ｆｌｏ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６∗∗∗

（１１ ８９） （－５ １１） （－５ ６４）

ｓｐｉｌ
０ ５０８ １ １５３∗∗∗

（１ ５５） （７ ３４）

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ｆｌｏｗ ０ ０１１∗∗∗ －０ ２３１∗∗∗ －０ １４８∗∗∗

（７ ３９） （－７ ４１） （－９ ９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１３∗∗∗ １ ５３９∗∗∗ ２ ９４７∗∗∗

（３３ ９３） （１７１ ４３） （６８２ ２０）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 ｔ值；∗、∗∗∗分别表示 １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

综上， 加入三种机制变量后，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促进效应

的结论基本成立， 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倡议通过贸易畅通、 知识溢

出以及资金融通三种机制对城市创新集聚方向产生了差异化影响。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方法， 全面解析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城市创新集聚方向的政策效应与驱动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 “一带一

路” 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沿线重点城市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创新集聚水平； 其次，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对 “一带” 地区或中型城市的多样化与专

业化创新集聚、 对大型城市的多样化创新集聚均具有提振作用， 对 “一路” 地区

城市的专业化创新集聚产生了抑制作用； 最后，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贸易畅通机制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了负向全局调节效应， 通过知识溢出对

城市多样化创新集聚发挥了正向全局调节效应， 而资金融通机制则未能发挥全局调

节效应， 且三种机制对专业化创新集聚的中介调节效应普遍为正， 而对多样化创新

集聚的正向中介调节作用十分有限； 此外， 由于创新要素流动的负向中介调节效

应，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所产生的正向效应可能会受到一定阻滞甚

至扭转。
本文丰富了城市层面下 “一带一路” 倡议发挥创新集聚效应的研究维度。 对

于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如何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高质量建设， 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 倡议在联

合科研、 创新合作、 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平台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有

效提升了我国沿线重点城市的创新集聚水平，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与 “一带一路” 沿线

地区间的交流串联， 加强与区域创新战略的对接， 持续释放创新集聚潜能， 打通国际创

新要素流动渠道，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全方位、 多层次、 跨领域的创新合作网络。
第二， 对不同区位、 不同规模的城市而言， 重视 “一带一路” 倡议与本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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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的有机衔接。 本文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不同区位、 不同规模城市

的创新集聚具有异质性影响， 因此重点城市应结合自身的发展定位， 积极与 “一
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相互协调， 推进区域创新协同集聚， 优化集聚空间结构。 一

方面， 大型城市应继续发挥辐射带动功能， 吸引多样化创新资源要素， 充分调动创

新主体追求对外竞争的积极性， 发挥创新主体内涵式空间集聚的能动性； 另一方

面， 小型城市应转变政府职能， 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 注重以专业化为核心的创新

集聚模式， 针对资金融通对城市创新集聚的负向调节作用， 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发展契机， 为城市创新集聚发展营造差异化的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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