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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地方性公共物品对于产业集聚尧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遥 当地方政府在中心地区投入公共物品

时袁为了获得消费公共物品的权利和争取周围的有限土地袁人口和厂商会向中心地区集聚袁但在集聚过程中存在对有限土

地的竞争遥在地方政府以比例税弥补公共支出的条件下袁虽然地方性公共物品投资导致了集聚发生袁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

集聚会引发整个平原地区的内生经济增长遥 只有高质量和高纯度的公共物品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遥
关键词院地方性公共物品曰产业集聚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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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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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学中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是关

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对产业集聚尧城市形成以及经济

增长的影响遥 消费者和厂商常常会因地方政府在某

一特定地区提供了更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而被吸引袁但地方政府必须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资

助公共物品的建设费用遥 从中长期看袁预算平衡应

当是地方财政的一个目标遥 因此袁地方政府的公共

设施建设规模将受制于它的收入来源遥 优越的公共

设施可能成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一种推动力袁
而合理的税收政策则可以为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

支撑遥 政府可以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中征收所得

税袁也可以从产品销售和服务中征收产品税或营业

税袁或按照土地开发商的运作模式从土地出让和租

赁中收取级差地租遥 这些公共政策对于居民和厂商

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钥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遥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

是院第一部分讨论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它对产

业分布与人口迁移的影响袁并对当前国内外学者在

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曰第二部分设计了

一个在预算平衡的约束之下以比例税融资的公共物

品供给模型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遥
一尧公共物品影响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的机理

分析

公共物品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有两种属性院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遥 但现实中的公共物品并不完全

具备这两种特性遥一方面袁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并不能

以零边际成本无限扩大该物品的消费者范围袁 另一

方面袁虽然供给者没有明确规定有关排他性条款袁但
在使用过程中仍可能存在事实上的排他性遥 当一项

特定的公共产品被配置在某一地区袁 人们就会希望

从公共物品的消费中享受到更高的效用遥但是袁对于

大多数公共物品而言袁消费者能否享受到其效用袁依
赖于他们距离该公共物品的远近遥 人们距离公共物

品越近袁从中享受到的效用就越高遥那些距离公共物

品较远的消费者将不得不支付较高的旅行费用袁于
是就产生了排他性袁 存在为争夺该公共物品周边土

地的竞争遥 消费者对公共物品周边土地的争夺会导

致远离它的人只能从中得到较少的效用遥 我们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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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遥 准公共物品具有明显

的地域性特征袁这种地域性一方面是由于非排他性

受到削弱而产生的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共物品的

供给者无法以零边际成本增加该物品的供应袁于
是袁非竞争性也受到挑战遥 即便只是让更多的消费

者使用已有的公共物品袁该公共物品也无法以零边

际成本在边际上满足更多的消费者遥
公共物品在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方面的不完

全性对于产业集聚和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

重要的影响[1]遥Tiebout 认为袁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迁移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购买欲

望袁但这仅仅当公共物品具有不完全的非排他性和

非竞争性时才成立[2]遥 如果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

完全的袁那么居住在任何地点的消费者都可以享受

到同等好处遥 他们为什么还要为此而迁移呢钥 假设

消费者在各地区之间的迁移成本为零袁或者说可以

无摩擦地流动于各个区域之间袁这时就可以将他们

对区位的偏好采用野用脚投票冶的机制显示出来袁他
们只需要考量公共物品为他们提供的效用和税负

差别[3~4]遥 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而言也是如此袁在资

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袁投资者必须权衡他们在

不同地区所能享受到的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税收负

担比率的不同[5~6]遥 公共物品外部性的程度对于因距

离产生的旅行成本的敏感性驱使人们向公共物品

密集的地点集聚袁争夺这些地区周边的土地遥 这种

集聚行为必然显示到土地与房地产的价格上 [7]袁造
成这些地区房地产和土地租金的上涨袁这一过程被

称为土地的资本化过程[8]遥 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指

各种设施渊包括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等冤产生的外

部性内化于土地价值遥 由于土地的有限性袁这种内

化的土地价值必然以外在价格的形式显示出来遥 斯

塔雷特建议袁将土地的资本化在数量上表述为公共

物品所产生的边际社会价值袁它正好等于总级差地

租的增长量[9]遥 土地的资本化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

及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尧消费者的可迁移

性尧公共物品周边土地的有限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遥 消费者从遥远的地区迁移到附近寻求公共物品

所提供的外部性和正效用袁他们所支付的土地租金

正好抵消了公共物品对不同地区所提供的效用差

距遥 蒂伯特的公共物品模型有一个简单的假设袁消
费者从公共物品中所取得的收益仅仅取决于公共

物品是否由他所居住的辖区提供袁对于辖区之外的

消费者袁它具有排他性袁即对其它地区没有溢出效

应[2][10]遥消费者的迁移决策由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收益

和他们所支付的成本渊土地租金尧税付水平和旅行

成本冤在边际上是否相等所决定遥 如果公共物品在

各个区域之间的空间配置是给定的袁那么资本化过

程将内生出消费者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迁移袁由此人

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也将被内生地决定遥
Riou 设计的一个模型是袁大小不等的两区域之

间存在财政转移袁小区域由此获得财政优势并得以

配置较多的公共物品袁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它在整体

上降低了人均福利和均衡税率水平[11]遥 梁琦和吴俊

设计的模型是袁 上下级行政区之间存在财政转移袁
结果是经济活动也按相同方向转移[12]遥 在这些模型

中袁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是受财政金融约束的大量

供给方式袁这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2]遥 近年来袁一
些学者在蒂伯特模型中引入土地开发商袁不同区域

之间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由开发商之间的竞争所

决定遥 开发商通过公共物品的供给吸引更多的人口

和经济活动驻足于本地袁因为迁入者希望享受到更

多的公共物品外部性遥 这种集聚行为会加剧本地的

土地紧张袁抬高土地租金袁使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通

过土地价格显示出来渊土地资本化冤袁开发商以出租

土地的方式进行融资袁以弥补他们在公共物品方面

的开支遥 如果存在多个开发商袁那么袁开发商之间就

存在争夺人口的竞争[13]遥近年来袁一些经济学家开始

关注政治程序对公共物品配置的影响遥 Cremer 等提

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袁该模型通过投票程序决

定公共物品投资的数量和位置袁其中数量为先选变

量袁位置则为后选变量[1]遥 如果税收按比例所得税征

收袁给定消费者的居所位置袁则投资程序将导致公

共物品的过度供给遥 如果放宽消费者的位置袁让他

们自由迁移袁他们就会为享受公共物品外部性而争

夺土地袁由此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遥 由此可见袁在一

个人口可自由迁移的土地市场中袁通过投票程序对

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与土地租金进行匹配是有效

率的遥 原本市场失灵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原则在引入

人口自由迁徙的竞争土地市场后袁市场失灵得到了

纠正袁公共物品的区间配置是有效率的[1]遥 公共物品

被资本化的过程使公共物品的供给原则与私人物

品的供给原则在本质上获得了一致性遥
虽然许多文献各自从财政转移尧税收优惠和公

共物品供给等不同角度对工业活动的分布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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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袁但是袁极少有文献从预算平衡的约束之下将

财政税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结合在一起考察其对

产业集聚的影响遥 现实中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非常

愿意在公共物品集中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袁 于是袁
地方政府就更有动力在某些区域提供更加密集的

公共物品袁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聚集到本地区袁从而

对其征税遥 被吸引而至的人口和企业必须权衡税收

负担和他们所能获得的公共物品效用遥 而地方政府

需要考虑的是税基是否扩大和公共物品的开支遥 于

是袁 地方政府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商人的行为袁他
们提供公共物品是为了获得税收袁而税收的多少反

过来又决定了他们所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规模和质

量遥 确保政府财政收入扩大是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

重要基础袁 但他们必然受制于预算平衡这一硬约

束遥 诚然袁他们也可以从银行获取融资袁但银行融资

仍必须用未来的税收偿还遥 因此袁保持经济持续增

长和税基规模持续扩大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目

标袁也是当地政府能否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一个重

要前提遥 本文在预算平衡的约束条件之下构建了一

个公共物品供给模型袁为了维持其预算平衡袁地方

政府采用比例税融资弥补其公共支出袁为了实现产

业集聚袁该地方政府选择在区域的中心集中投资公

共物品袁我们在这一框架下对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

对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评价遥
二尧预算平衡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

我们可用屠能的模型表述公共物品供给的思

想[14]遥即在一孤立平原地区的中心配置公共物品袁人
们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好处与他们距离平原中心

的路程存在相关性袁只有靠近它袁才能更多地得到

它遥 这导致人们向中心地区集聚并引起土地租金上涨遥
于是袁人们必须在租金成本与运输成本之间权衡袁以
寻找协调点袁确定其最优的生产区位或居住地点[15]遥
竞争均衡的结果是人口按圈层自发分布渊等边际配

置原理冤遥 距离中心较近人口要付较高的土地租金袁
但其支付的运输成本较低遥 所有人口都面临着这种

权衡和取舍遥 在均衡状态下袁地租梯度将导致各圈

层人口所获得的净效用正好相等遥 我们在这一模型

的基础上构建产业集聚模型遥
渊一冤模型的假设

在一块均质的平原上袁 共有 个人口或生产者袁
所有生产者都拥有相等的劳动禀赋和工作小时袁地
方政府选择在平原的中心渊城市冤提供公共物品遥 该平

原与外界没有经济联系袁围绕平原中心共有 个圈

层袁圈层 的生产函数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描述院
渊 冤= 渊 冤[ 渊 冤] [ 渊 冤]1- [ 渊 冤]酌渊 冤[ 渊 冤]

= 渊 冤[ 渊 冤] - [ 渊 冤]1- [ 渊 冤]酌渊 冤 渊1冤
其密集形式为院
渊 冤= 渊 冤[ 渊 冤]1- [ 渊 冤]酌渊 冤[ 渊 冤] 渊2冤

式渊1冤中 渊 冤表示 期圈层 的总产出渊该圈层

与中心地区之间的距离为 冤袁 为外生的技术水

平袁 渊 冤为劳动投入袁 渊 冤为资本投入袁 为圈层

的土地面积或自然资源数量遥式渊2冤中 渊 冤= 渊 冤
渊 冤表示圈层 的人均收入袁 渊 冤= 渊 冤 渊 冤表示人

均资本量遥 各种投入的上标表示该投入对于产出的

贡献或反应系数遥 渊 冤表示圈层 的人均土地占

有量袁即人口密度的倒数袁它反映了圈层 的拥挤性

渊Braun袁1993冤遥 产品的生产受制于拥挤袁 是衡量拥

挤效应和外部性程度的指标袁它反映人口密度或人

均土地占有量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遥假设 0约 约 袁 跃0
意味着对于每一圈层的固定土地数量 袁 和 的

总报酬递减曰 约 意味着 的社会边际产品为正遥
的社会边际产品为院

坠 渊 冤坠 渊 冤 =渊 - 冤A渊 冤 渊 冤蓘 蓡 c [ 渊 冤]1- [ 渊 冤]酌 跃
0袁if 约 渊3冤

为公共物品投入袁 假定地方政府将全部公共

产品都投放在平原的中心遥 酌 渊 冤表示产出对于公

共物品的反应系数袁 是圈层 与中心地区之间的

距离袁酌 渊 冤值因 值的不同而不同袁它反映了公

共物品对于产出贡献具有地方性特征遥 由于距离中

心越远袁 生产者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效应越小袁为
此袁我们进一步假设 渊 冤= 袁0约 臆1遥 在 渊 冤=
式中袁 值的大小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性的纯度遥
越是接近于 0袁 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物品就越接近

于私人物品遥 反之袁如果 =1袁那么袁地方政府所提

供的物品就是纯公共物品遥 当 值介于 0 到 1 之间

时袁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就是准公共物品遥
公共物品对生产者的影响随着生产者与公共物品

之间的距离 的不同而不同遥 当 趋近于无穷大

时袁 渊 冤趋近于零袁处在边缘圈层的生产者不能从

公共物品中获得任何效应曰 当 趋近于零时袁 渊 冤
趋近于 1袁 处于中心位置的生产者可以从公共物品

中获得完全的溢出效应遥 因此袁平原地区各圈层中

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将主要取决于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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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模型求解

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必受制于其融

资规模遥 假设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平衡袁并且将税收作

为唯一的融资来源遥 地方政府对所有生产者的收入

都按照相同的比例税率 征收所得税或租金袁然后

将全部税收投入到中心地区的公共物品建设之中遥
根据式渊1冤袁可求得不同圈层中劳动要素和资

本要素的私人边际产品袁工资率等于劳动力的私人

边际产品(扣除税收)袁而资本的租金价格等于资本

的私人边际产品渊扣除税收冤院
=渊1- 冤 渊 冤 渊 冤蓘 蓡 c [ 渊 冤]1- [ 渊 冤]酌 渊4a冤

渊 + 冤=渊1- 冤 坠 渊 冤坠 渊 冤 =渊1- 冤渊1- 冤 渊 冤 渊 冤蓘 蓡 c
[ 渊 冤]- [ 渊 冤]酌 渊4b冤

资本的租金价格决定了各圈层的资本密集度院

渊 冤= 渊1- 冤渊1- 冤 渊 冤[ 渊 冤]酌渊 + 冤 渊 冤蓘 蓡 c嗓 瑟 1

渊5冤
将渊5冤式代入渊4a冤式袁可将工资率公式改写为院

= 渊1- 冤
1

渊1- 冤
1 -1 渊 冤

1
[ 渊 冤]

渊 + 冤
1 -1 渊 冤蓘 蓡

渊6冤
式渊6冤表明袁各圈层的工资率主要是由技术水

平尧 公共物品效应和自然资源的拥挤效应所决定

的遥 根据渊6冤式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院其一袁
如果平原地区的人口分布没有变动袁而资本可在各

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袁各地区资本的租金价格是相等

的袁那么袁平原地区各圈层的工资率差别将由 酌 /
决定袁这时袁距离中心地区较近的圈层的工资率将

高于较远的圈层遥 其二袁各圈层的工资率与该地区

的人口成反比袁随着某一圈层人口的增多袁其工资

率趋于下降遥 其三袁各圈层工资率与中心地区的公

共物品规模 G 成正向关系袁但与比例税率成反向关

系遥 因此袁如果允许人口或劳动要素在各个圈层之

间自由流动的话袁那么袁工资率较低的外围圈层人

口将有动力向中心地区转移和集聚袁但是袁随着中

心地区人口的增多袁其工资率会下降遥 外层人口向

中心地区的迁移最终将终止于各圈层工资率相等

的那一点遥 这意味着袁存在一个集聚均衡袁在该均衡

状态下袁由公共物品投资所引起的集聚效应与人口

拥挤引起的负外部性正好相抵消遥 我们将工资收入

均等化条件表述为院
1= 2= 3=噎= =噎= 渊7冤

式渊7冤包含 -1 个方程遥 假定地方政府严格执

行预算平衡政策袁将按比例税率 征收的全部税收

都投入公共物品投资渊这意味着公开支出等于总税

收袁即 渊 冤= 渊 冤冤袁那么袁地方政府的税收函数可以

写成院
渊 冤= 渊 冤= 移 -1

渊1- 冤
1 -1渊1- 冤

1 -1 [ 渊 冤]
1
[ 渊 冤][ 渊 冤] [ 渊 冤]

渊 + 冤
1 -1

渊8冤
式渊8冤暗示了拉弗曲线的存在性院 渊 冤表明税

收与 存在正相关关系袁渊1- 冤1/ -1 表明税收与 成

反向关系遥 于是袁在低税率区域袁税率越高袁总税收

越多曰在高税率区域袁税率越高袁总税收越少遥 因此袁
必存在一个最优税率袁使平原地区的税收达到最大

化遥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税率袁则平原

地区可通过税收最大化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最大

化遥 其实袁地方政府税收和公共物品供给最大化的

逻辑很简单袁 只要保证平原地区收入增长最快袁就
足以保证税收最多遥 由于 渊 冤= 渊 冤袁我们将渊8冤式
写为 渊 渊 冤袁 冤=0袁其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院

渊 冤 = 坠F 坠坠F 坠 =0 渊9冤
平原地区的人口方程为院
=移 -1 渊 冤 渊10冤

结合渊7冤尧渊8冤尧渊9冤和渊10冤组成联立方程袁该方

程组共有 +2 个方程 +2 个变量袁解联立方程组可

求得 t 时期各圈层的均衡人口规模 渊 冤尧公共物品

投资数量 渊 冤和最优税率 遥 比方袁如果设定圈层

地区数为 圆 个袁 我们就有 源 个方程 源 个未知数袁通
过数值模可求出方程组的数值解遥

渊三冤增长分析

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经由两条途

径院其一是通过公共物品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

影响曰其二是由于征税融资可能挤占私人投资并扭

曲资源配置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遥 将渊5冤式代入

渊2冤式后再对 渊 冤和 分别求导袁可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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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渊12冤反映了比例税率对平原地区各圈层人

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遥 式中分母为正袁分子中第

一项为负袁第二项的符号由 渊 冤/ 决定遥 由拉

弗曲线的形状可知袁在低税率区域袁 渊 冤/ 跃0曰
在高税率区域袁 渊 冤/ 约0遥如果地方政府所确定

的税率是最优税率袁则 渊 冤/ =0遥 这意味着袁如
果税率处在最优税率和高税率区域袁 继续提高税

率袁 即便这些增加的税收全部投资于公共物品袁仍
有可能扭曲资源配置袁挤占私人投资袁从而减缓经

济增长袁但在低税率区域袁继续提高税率对经济增

长的负面影响较小遥
式渊11冤反映了公共物品支出增加对人均收入

增长的影响遥 显然袁人均收入增加受公共投资增加

影响的程度与 酌 / 的大小强烈相关遥 当 酌 约
时袁坠2 渊 冤/坠[ 渊 冤]2约0袁因此袁随着 渊 冤的增加袁人均

收入 渊 冤只能以一种递减的速率增加遥 这意味着袁
在 酌 足够小的情况下袁 渊 冤和 渊 冤的报酬递减规

律将发挥作用袁这将排除掉内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遥
当 酌 跃 时袁坠2 渊 冤/坠[ 渊 冤]2跃0袁随着 渊 冤的增加袁
人均收入 渊 冤的增长将持续上升袁这意味着增加公

共物品投资将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由于不同圈层 的不同袁各圈

层的 酌 值也不相同袁因而袁不同圈层的生产者能

够从公共物品投资增加中获得的收入增长也是不

同的遥 通常袁在距离中心地区较近的圈层袁酌 值较

大袁而在距离中心较远的圈层袁酌 值较小遥 这意味

着距离中心地区较近圈层的人均收入可能持续上

升袁而边缘圈层的人均收入最终将停止增长遥 然而袁
这一结论是基于一个前提的袁即我们暂时假设了各

圈层的人口或劳动力没有流动遥 一旦我们放宽这一

假设袁那么外圈层的人口就会向中心地区转移和集

聚袁最终各圈层的人均收入将趋于均等化袁高收入

地区的人口将变得更加稠密袁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

将变得更加稀薄遥 距离中心较近的圈层当然会获得

较多的公共物品外部性袁但他同时又因为拥挤效应

从而损失较多的收入源泉遥 距离中心较远的圈层虽

然仅仅获得较少的公共物品外部性袁但他却可能因

为人口外迁导致人均土地面积增加从而获得收入

的增加遥
在收入均等化的前提下袁作为整体的平原地区

的人均收入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呢钥 要回答这个问

题袁我们仍然有必要考虑 酌 的取值遥 除了距离

影响 酌 值大小之外袁酌尧 两个参数也非常重要遥 酌
反映的是公共物品的质量袁 反映的是公共物品公

共性的纯度遥 一方面袁酌 值越大袁公共物品的质量越

好袁从而 酌 也越大袁这将从整体上提高平原地区

的收入增长率遥 当 酌 值足够大时袁平原地区将有可

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遥 另一方面袁 的取值越大袁
公共物品的纯度越高袁从而 酌 值随 增大下降得

越慢曰而 值越小袁公共物品的纯度越低袁从而 酌
值随 增大下降得越快遥 因此袁如果地方政府在中

心地区投入了大量 值较小的公共物品袁边缘圈层

的人口会大规模向中心地区集聚袁以获取公共物品

的产出效应遥
据此袁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院1冤在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的前提下袁在中心地区的公共物品投资将激励

外围的人口向中心集聚袁但存在一个收入均等化的

集聚均衡曰2冤高质量公共物品渊酌 值较大冤投资将有

利于平原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袁确保该地区人均收

入全面持续上升曰3冤高纯度公共物品渊 值较大冤投
资同样有利于平原地区的经济增长袁因为高纯度公

共物品能使所有地区的人口都从中获益曰4冤低纯度

公共物品渊 值较小冤有利于经济活动向中心地区集

聚袁但并不利于平原地区的经济增长袁因为 值越

小袁能够从公共物品中获益的范围就越狭小袁人们

将被迫迁移到中心地区以争夺公共物品的产出效

应袁从而造成中心地区的过度集聚和拥挤袁而拥挤

总归是产出的一个减数遥

坠 渊 冤坠 渊 冤 = 酌 渊1- 冤
1 -1 渊1- 冤

1 -1 [ 渊 冤]
1
[ 渊 1 2 噎 冤] -1

渊 + 冤
1 -1 渊 冤蓘 蓡 渊11冤

坠 渊 冤坠 = -渊 1 -1冤渊1- 冤
1 -2 [ 渊 冤] + 酌 渊1- 冤

1 -1 [ 渊 冤] -1 渊 冤

渊 1-+ 冤
1 -1 [ 渊 冤]

1

渊 冤蓘 蓡嗓 瑟 -1 渊1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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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袁我们认为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投资行

为对于产业分布尧城市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

要影响遥 1)当地方政府在特定中心地区投入公共物

品时袁为了获得消费该项公共物品的权利和争取到

其周围的有限土地袁 人口和厂商会向该地区集聚袁
但在集聚过程中存在对有限土地的竞争遥 2)如果地

方政府以比例税弥补公共支出袁那么袁一旦地方政

府在中心地区供应公共物品袁集聚就会发生袁并且

在集聚租与负外部性在边际上相等的那一点袁人口

和产业的迁移过程达到均衡状态曰虽然地方性公共

物品的存在导致了集聚现象的发生袁但这并不必然

意味着集聚会引发整个平原地区的内生经济增长袁
因为边缘地区的企业缴纳了比例税袁但并不能享受

到公共物品效用袁边缘地区的增长由此被削弱遥 3冤
只有那些质量较好和公共纯度较高的公共物品才

有可能从整体上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遥 4冤当公共物

品纯度较低时袁由于比例税挤占了私人投资袁导致

了过度的集聚和拥挤袁而过度拥挤又会对中心地区

的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袁因此袁以比例税融资袁在
中心地区集中供应低纯度公共物品袁必然损害整个

地区的经济增长遥
本文构建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市

形成和发展的各种不同模式遥 古代城市可能更多的

是作为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而存在遥 一旦城市作为

行政中心为争夺由行政机关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

竞争就产生了遥 这时袁城市可能作为人口的集聚中

心而存在袁进而作为商业中心而存在遥 古代社会的

税收体制大多是按人头征税袁这些税收的大部分被

用到了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开支上袁其
中包含农民收入向城市的转移支付袁这种转移支付

导致了城市的缓慢发展遥 不过袁古代城市仅仅具有

极少的生产功能袁 因为近代工业在当时还不存在遥
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并不会因生产地点靠近城市袁
其生产力有所不同遥 只有那些为城市服务的产业和

商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靠近城市才是有利可图的袁
因为它们可能更有机会利用城市的公共设施和中

心市场遥 从公共税收的来源和公共设施的利用这一

点看袁古代城市实际上是依靠剥削农民的剩余而缓

慢发展起来的遥 从人均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袁两千

多年的农业文明实际上是停滞的渊Maddison袁2001冤袁
因为古代城市并没有提供高质量和高纯度的公共物

品袁也没有为生产创造新的生产力遥
近现代城市大多是作为工商业中心而存在的遥

不过袁城市的行政功能仍然没有消失遥 作为公共服

务供给者的行政机关和公共事务管理机关总是倾

向于在中心城市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袁而作为私人

物品供给者的工商企业也总是愿意把生产地点选

择在辖区的中心袁以争夺公共物品可能为之带来的

外部性遥 从税收体制看袁近代社会的主要税种大多

是按照收入和营业额征收的袁这种征税体制本质上

仍具有比例税的性质遥 通常袁位于中心城市的居民

可能有更高的收入袁他们可能从中心地区的公共设

施和服务中获得太多的好处袁而居住在边缘地区的

农民只能从城市的公共设施中获得极少的外部性袁
他们的收入可能相对较低遥 这样袁就存在从农村到

城市的人口转移和产业集聚遥 在 20 世纪 80尧90 年

代以前袁 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情况正是如此袁不
过袁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限制了农民向

城市的转移袁因而袁农民只能通过临时性的流动从

城市的公共设施中获取外部性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袁城市化和

产业集聚的水平不断提高遥 但是袁一个明显的事实

是袁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

方式密切相关遥 长期以来袁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面子

工程都倾向于对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物品投

资袁 而小城市和农村的公共物品投资则相对薄弱遥
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袁中心城市的经济高速发

展袁而农村仍然十分落后袁农村的学校尧医疗设施多

年来一直没有改进袁导致了严重的野三农问题冶遥 近

年来袁中央的政策有所改变袁野三农问题冶被作为一

个重点提出来遥 本文认为袁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

考察袁如果要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袁就有必

要改变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遥 其一袁各地方政府应

当增加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遥 农村有许多资源袁也
有许多劳动力遥 这些资源产品需要运输出来袁农村

劳动力也应当享受同等教育遥 其二袁税收模式应当

有所改变遥 早期农村曾通过农产品野价格剪刀差冶支
援过城市袁城市由此拥有了过多的公共设施袁农民

享受不到这些优越的公共设施袁因此袁应当进一步

减免农村税收遥 其三袁公共物品和设施的纯度和质

量应当有所提高遥 作为地方政府袁应当让公共物品

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袁尤其是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

品袁因为这些均有利于经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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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Goo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I Jun-hua1袁2, PENG Yu-lan1
渊1.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曰2.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冤

Abstract: Local public goods make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and manufactures will gather to the central area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ights to consume the public
goods that is invested into this area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re exists, however, the conges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limited
land in the course of agglomeration. Although the investment of public goods lead to the agglomeratio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ntire area does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cas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making up for the public expenditure
through the proportion tax,. Only is public goods with the high quality and high purity likely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cal public goo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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