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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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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关系的两个倒“U”形假说为前提，在三者之间的面板协整方程

中同时引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三者之间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始终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恶化作用随着时间递增。城市化程度的偏效应由样本期初的有

正有负到期末全部为负，表明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只能加剧城乡收入

差距。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以保证新增劳动力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用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抑制效

应抵消经济增长对它的加剧效应，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及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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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 30多年的

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二元结构和

“三农”问题仍制约着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城乡

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日益成为中国社会

的严重问题，威胁着国家安定与社会和谐。国际劳

工组织发表的 1995年 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中国

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城

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0，
中国是其中之一。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1~2]。我国目前巨大

的、极不合理的城乡差距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不

利影响。其经济影响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导致我

国农村消费市场发育缓慢，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城乡差距己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

“瓶颈”；从社会影响来看，过大的城乡差距必然会

加剧城乡间的对立，导致社会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

进程相伴而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中国城乡收

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学者研究表明，过去的

30多年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另外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

化的角度，利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城市化进

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假说。由此提出的

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或城市化影响城乡收入

差距的方向与大小如何？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

长和城市化程度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如果存在的话，该长期关系对三者之间短期波动关

系的动态调整效应如何？解答这些问题有利于政

府协调有关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

题，促进城乡融合，建设和谐社会。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是文献回

顾；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

面板协整模型的检验与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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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就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进行了深入研究，相关文献侧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

中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动趋势：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

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倒U形”关系的假说，他认

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差

距随之扩大；然而当收入水平超过二者关系“倒U
形”曲线拐点之后，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

不平等。库兹涅茨在解释该曲线时认为，收入差距

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经济增长的驱

动力又源于储蓄和积累，因而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贫

富差距增大；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

然结果，而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比农村更大，所

以城市化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以上解释表明，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净影响是两种相反力

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社

会往往更注重发展。而一定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

效率，刺激经济更快发展。此时增大收入差距的力

量相对于降低收入差距的力量占优，伴随经济增长

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先

前不断累积的收入差距日益成为突出问题，此时公

平问题转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公平、抑制

收入差距的力量逐渐超过突出效率、扩大收入差距

的力量，此时就转入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下降

阶段。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机制在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两种力量此消彼长，

表现出不同的净效应。

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对

上述假说进行检验，部分成果支持“倒U形”假说[3~5]，

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并不支持

“倒U形”假说[6~9]。

有关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

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

小”的“倒 U 形”变动趋势，这种理论源自 Lewis
（1954）的劳动剩余模型。 该模型采用李嘉图-马克

思的劳动力数量供给无限的假设，经过演绎，认为

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城乡收入

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趋势，这与库

兹涅茨“倒U形”假说是一致的。具体来讲，在城市

化的初期阶段，由于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剩余劳

动力的工资提高到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水平，因此会

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镇

吸纳完毕之后，劳动力转变为稀缺生产要素，劳动

工资因而会不断上升，而资本所得会随之下降，这

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城市化进程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与劳动力的转移密切相关的，

是由要素流动及要素报酬相对变化产生的。

国内验证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倒 U
形”假说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结论并不一致。王

小鲁和樊纲利用我国除西藏外各省区城乡内部收

入差距面板数据检验“倒U 形”假说，结果发现虽然

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数学上呈库兹涅茨曲线

的变动趋势特征，但从现实角度看收入差距在今后

长时期内还有持续上升趋势，距离拐点还遥遥无期[10]。

王亚芬、肖晓飞和高铁梅的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发

达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已进入“倒U形”曲线的下

降阶段，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总体上还在继续扩

大[11]。唐平的研究表明，虽然改革以来我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在不断地减缓，但仍呈持续

扩大的趋势[12]。李子叶等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进程显著扩大了城乡收

入差距，但这种影响效应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倒

U形趋势[13]。

以上研究均局限于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或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

仅有的对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见曹裕等[14]。其面

板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

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

和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两两之

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尽管文献回顾表明经济增

长或城市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不同，但

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存在。因此，单纯

用经济增长或城市化率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

变量，就会遗漏重要解释变量，使得回归结果产生

偏误。基于此，本文将在曹裕等两两之间协整关系

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三者之间的长期协整关

系。具体而言，在模型中同时引入经济增长与城市

化程度做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探求三者之

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能够为我们分析不同地区城乡

收入差距，制定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参考依

据。本文的研究旨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试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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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的长期面板协整及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探求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

期影响关系以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

本文以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与

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两个“倒U形”假说为前提，构

建一个包含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二次项的三者之

间的长期关系方程。各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证

明其为一阶单整序列后，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和估

计，并计算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偏效应。最后构建并估计了面板误差修正模

型，进一步验证三者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其

短期动态调整关系进行分析。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样本区间

为 1996—2015年。由于重庆与西藏有太多年份缺

失数据，将其剔除，最终本文选取我国除重庆和西

藏外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截面单元。本

文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

省统计年鉴。对于部分年份缺失的城镇和农村人口

数据，我们采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农业与非

农业人口代替。各省份的人均GDP采用各省区相

应年度的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行了消胀。

（二）变量说明

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城市化。我们用各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URB）来衡量其城市化水平，由于我国城

镇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常住人口，因此这样计算出

来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

化水平。在城镇人口缺失的年份，我们用非农业人

口代替城镇人口，用农业人口代替农村人口。

经济增长。我们用真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PGDP）来衡量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现有文献中度量收入差距的

指标有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王少平和欧阳志刚

指出，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

泰尔指数对两端高收入和低收入比较阶层的收入

变动比较敏感[15]。考虑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表

现在两端的变化，选取泰尔指数（TL）度量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比较合理。基于此，本文选取泰尔指数来

度量城乡收入差距。以 tlit表示第 i个截面 t时期的

泰尔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tlit =∑
j = 1

2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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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j=1时，

Ri1 表示 i地区城镇的总收入，用该地区的城镇人均

收入乘以该地区的城镇人口数计算得到；j=2时，

Ri2 表示 i地区农村的总收入，用该地区的农村人均

收入乘以该地区的农村人口数计算得到；Pij 表示 i
地区城镇（j=1）和农村(j=2)的总人口，Pi 表示该地

区的总人口。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最后，为了行文的方便，下面给出计量分析时

需要使用的变量、符号及其简单统计量，具体如表1
所示。

四、面板协整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一）实证模型设定

我们以 lntl表示第 i个横截面单元第 t时期的泰

尔指数的自然对数值，以此度量城乡收入差距。以

lnpgdp表示第 i个横截面单元第 t时期的真实人均

GDP的对数（1996年不变价格），以此度量经济增

长。以 lnurb表示第 i个横截面单元第 t时期的城市

化率的自然对数值，以此度量各省区城市化程度。

如前所述我们假设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均呈“倒U形”关系，因此除了经济增长

与城市化程度的一次项之外，我们在模型中引入

ln pgdpit ^2 和 ln urbit ^2 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

量。最后，本文使用我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不变系数模型如下：

变量

泰尔指数对数

城市化率对数

人均真实GDP对数

城市化率对数的平方

人均真实GDP对数平方

符号

lntl
lnurb
lnpgdp
lnurb^2
lnpgdp^2

均值

-2.50
-1.06
8.42
1.35

71.91

标准差

0.71
0.48
1.00
1.05

17.01

中位数

-2.35
-1.08
8.50
1.16

72.27

最小值

-5.23
-2.71
6.15
0.01

37.84

最大值

-1.23
-0.09
11.03
7.33

121.63

表1 变量符号及其简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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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tlit = β0 + β1 ln urbit + β2 ln pgdpit

+β3 ln pgdpit ^2 + β4 ln urbit ^2 + εit

（2）
如果模型（2）中的所有变量均服从面板单位根

过程，且残差序列平稳，则模型（2）即为面板协整模

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可以验证三者

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估计模型（2）后，如

果模型中两个二次项的系数 β3 和 β4 为负且显著，

可以验证我们“倒U形”假设正确，同时可以验证我

们的模型设定正确。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两个一次

项的系数 β1 和 β2 并非城市化率或经济增长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净效应，它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

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最后，通过建立和估计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进一步验证三者之间的面

板协整关系是否成立，并找到三者之间的短期动态

调整关系。

（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关系检验

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如前所述，如果模型（2）中的所有变量均为面

板单位根，且该模型残差序列平稳，则模型（2）即为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的面板

协整模型。为了避免伪回归，必须首先对各变量进

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 2可知，各水平序列的 IPS检验都不能拒

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相应的Hadri检验均显

著拒绝了所有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结合两

种检验的结果，可以确定各序列均为非平稳过程。

而对于差分序列的 IPS检验、FISHER-ADF、FISH⁃
ER-PP检验，均显著拒绝了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

原假设，综合以上结果，确定模型（2）中所有变量均

为 I(1)过程。

2. 面板协整检验

由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方程（2）中各变

量序列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满足方程（2）协整的

必要条件。我们可以继续对方程（2）进行面板数据

的协整关系检验。下面我们采用Kao(2000)提出的

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对我们的数据进行检验。Kao
(2000)提出了 5个统计量用以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

验，分别是DF_rho、DF_t、DF_rho*、DF_t*和 ADF，
在小样本中，ADF检验统计量的检验效果最好，因

此我们主要根据这个统计量做统计推断，同时参考

其他统计量提供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地区三变量之间的长期关

系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分别对全样本和东中西三

个子样本进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样本范围/统计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Panel df-t
-2.591

（0.005）
-1.066

（0.143）
-2.177

（0.015）
-1.907

（0.028）

Panel df- rho*
-2.057

（0.020）
-1.266

（0.103）
-2.161

（0.015）
-1.333

（0.091）

Panel ADF
-5.199

（0.000）
-3.310

（0.000）
-4.208

（0.000）
-4.851

（0.000）
注：所有检验的原假设均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括号内

为统计量对应的收尾概率P值。

变量/检验方法

Lntl

Lnpgdp

Lnurb

Lnpgdp^2

Lnurb^2

水平序列

IPS检验

-1.012
（0.16）
3.528
(1.00)
7.511

（1.00）
9.443
(1.00)
5.152
(1.00)

Hadri检验

40.062
（0.00）
61.884
(0.00)
36.595
（0.00）
62.194
(0.00)
40.704
(0.00)

差分序列

IPS检验

-9.495
（0.00）
-6.519
(0.00)

-10.002
(0.00)
-6.519
(0.00)

-10.002
(0.00)

Fisher-ADF
150.429
（0.00）
89.485
(0.01)

158.083
(0.00)
89.485
(0.01)

158.083
(0.00)

Fisher-PP
404.265
(0.00)

180.827
(0.00)

453.043
(0.00)

180.827
(0.00)

453.043
(0.00)

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Hadri检验的原假设H0是序列为 I(1)过程，备择假设H1是序列为 I(0)过程；括号内为各统计量对应的收尾概率P值；以上检验以整体样

本的单位根检验，分地区的子样本的平稳性与整体相同，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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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分地区子样本长期协整关系检验时，东

部地区检验结果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完全显

著。考虑到该地区包含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

辖市，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大大高出全国或东部

地区的平均水平。因此这三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

距、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

地域性特质，将其纳入东部地区会影响该地区的估

计结果。因此，我们剔除这三个城市的样本，对东部

地区重新进行长期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剔除三个直辖市的东部地区子样本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统计量名称

Panel DF_rho
Panel DF_t
Panel DF_rho*
Panel DF_t*
Panel ADF

统计量大小

-1.431
-1.426
-1.996
-1.667
-3.835

P值

0.076
0.077
0.023
0.048
0.000

表 4的检验结果表明，不包含三个直辖市的东

部地区子样本协整检验的所有统计量均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我

们将在东部地区的子样本中删除三个直辖市的样

本，但在全国地区样本中仍将保留这三个直辖市的

样本。

结合表3和表4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Kao的各

统计量均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不

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方程（2）的描述的

长期协整关系存在。

（三）面板协整模型估计

1. 面板协整模型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2）中各序列均为 I（1）过程，因此我

们不能采用平稳序列的估计方法来估计协整方程

（2）中的协整向量。Kao和Chiang [16]提出面板动态

最小二乘法估计量（DOLS）用以估计面板协整方程

中的协整向量。他们同时指出，有限样本下非平稳

面板数据的OLS估计是有偏的。而全面修正估计

量（FMOLS）总体上并不能改善OLS估计量的有限

样本性质。面板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的有限样

本性质优于以上两种方法，因此我们采用DOLS估

计量来估计面板协整方程（2）。
2. 全国及各个地区面板协整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DOLS方法估计全国及各个地区的协整方

程（2），结果见表5。

表5 全国及各个地区面板协整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lnurb

lnpgdp

lnpgdp^2

lnurb^2

全国

-2.639***
(0.000)

0.859***
(0.009)

-0.036**
(0.047)

-1.113***
(0.000)

东部

-2.321***
(0.000)

-1.091**
(0.048)

0.097***
(0.007)

-0.892***
(0.000)

中部

-2.027***
(0.000)
-0.757
(0.134)
0.087**
(0.019)

-0.671***
(0.010)

西部

-0.925***
(0.000)
0.775*
(0.073)

-0.038**
(0.129)

-0.360***
(0.001)

注：括号内数据为对应统计量的收尾概率P值，*表示p<0.1，**
表示p<0.05，***表示p<0.01。

表5中全国样本的面板协整模型估计结果中所

有变量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这

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

长与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

系。lnurb系数为负，这表明在全国平均水平上，城

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lnpgdp系数为正，这表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

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里 lnurb和 lnpgdp
的系数并非城市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偏效应，各地区城市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偏效应有待后面计算和讨论。lnpgdp^2
和 lnurb^2的系数均为显著负，这验证了我们关于经

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两个“倒U形”假设。同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

负也验证了我们面板协整模型（2）设定的合理性。

其他相关研究仅仅选取一次项做为城乡收入差距

的解释变量的模型，因为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而不

能正确揭示三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上表中各

个地区的面板协整系数均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经

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

关系。

由各个地区的协整方程估计系数来看，与全国

协整方程系数估计结果不同，东部地区 lnpgdp系数

为负，这表明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lnpgdp^2系数为正，说明东部

地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倒U形”曲

线关系并不成立。与全国相同的是，lnurb^2系数为

负，支持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
形”关系。中部地区的协整方程估计系数符号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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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完全相同，只是系数略小，表明中部地区经

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

与东部相同，影响的程度相对东部较小。西部地区

协整方程估计系数符号与全国相同，说明影响方向

相同。系数值除 lnpgdp^2基本相等外，其他系数均

比全国平均水平较低，表明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与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

从表 5面板协整方程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当我

们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更小的区域内时，我们得到的

回归结果呈现出更大的区域异质性，揭示了更多的

信息。可以预期，当我们设定因截面单元而异的变

系数模型时，面板协整模型回归结果将表现出更大

的异质性，并能向我们揭示更多的信息，这是后续

研究的工作。

3.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偏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剖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弹性，下面我们首先计算经济增长

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应。由模型（2）得

到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

应分别为：

∂ ln tlit /∂ ln pgdpit = β2 + 2β3 ln pgdpit （3）
∂ ln tlit /∂ ln urbit = β1 + 2β4 ln urbit （4）
偏效应的经济含义为：人均GDP水平或城市化

率每增加 1%时，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变

动的百分比。为了反映经济增长或城市化率对城

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变化趋势，我们选取 1996年、

2005年和 2015年为代表性年份计算各地区及其代

表性省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

效应，结果见表6。
表 6的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

差距均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

就经济增长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来看，各

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

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

而西部地区则逐年变弱。从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和

中部地区基本上接近，而西部地区作用大大小于其

他两个地区。这并不是因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已经超出了扩大收入差距的阶段，而是该地区

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力

表6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应

东部

辽宁

河北

广东

东部均值

中部

湖北

河南

广西

中部均值

西部

四川

陕西

云南

西部均值

1996
经济

增长

0.38
0.23
0.32
0.37

0.45
0.40
0.36
0.43

0.28
0.27
0.28
0.27

城市

化率

-0.73
1.17
0.34
-0.29

-0.18
0.51
-0.73
-0.50

0.75
0.68
-0.01
0.07

2005
经济

增长

0.73
0.66
0.76
0.78

0.78
0.75
0.73
0.76

0.12
0.12
0.12
0.12

城市

化率

-0.94
0.59
-0.24
-0.86

-0.81
-0.07
-1.65
-0.93

0.29
-0.11
-0.12
-0.01

2015
经济

增长

0.86
0.81
0.91
0.92

0.91
0.90
0.86
0.90

0.07
0.06
0.08
0.07

城市

化率

-1.38
-0.63
-1.50
-1.25

-0.92
-0.52
-0.60
-0.86

-0.15
-0.25
-0.07
-0.17

度不大，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公平因素作用大于效

率因素，从而暂时降低了收入差距。

从城市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三大区

域的影响方向基本上为负（除1996年西部地区为正

之外），而且数值逐年增大。这表明各地区城市化

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

渐增强。

就城市化程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来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大，西部地区影响不

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化

率总体水平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处于“倒U形”曲线

较下部的位置，城市化程度提高的边际影响更大。

从各个省份的数据来看，辽宁、广东、湖北、广

西和云南省城市化率影响收入差距的方向始终为

负，其他省份则由最初的正值相继转为负值。这表

明到了2015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全部为抑制作用。因此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我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主要

途径。

以上结果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为了缩小城乡

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在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来保证新增劳动力就业的

前提下，应该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城市化带来

的收入差距抑制效应来抵消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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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扩大作用，保证收入差距至少不再扩大的前

提下，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建设协调共同发展。

结合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偏效应，得到二者的综合净影响。下面我们比较

该综合净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1996年，东西部地

区的综合净影响为正，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共同

作用，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中部地区的综

合净影响为负但绝对值很小，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增

长与城市化进程不会明显拉大该地区的城乡收入

差距。2005年，除了西部地区外，其他两个地区的

综合净影响均为负值。到了2015年，中部地区的综

合净影响为正值，其他两个地区为负。这表明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同地区城乡

收入差距变动趋势不同。不同省份的综合净影响

数据计算结果更加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地域

性特征。

（四）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

长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且表现

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根据Granger定理，模型（2）
存在对应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PVECM）。将Hylle⁃
berg等[17]提出的针对单时序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扩

展到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 ln tlit =ϕ1ecmit + δ1∑
j = 1

2
d ln pgdpit - j +δ2

∑
j = 1

2
d ln pgdpit ^2it - j +δ3∑

j = 1

2
d ln urbit - j +δ4

∑
j = 1

2
d ln urbit - j ^2 +ζit

（5）
其中 ecmit为面板协整模型（2）估计残差之一阶

滞后项，ϕ1 为误差调整系数，该系数反映城乡收入

差距、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三者之间的长期稳定

关系对三者之间关系短期偏离的调整效应，我们预

期该系数为负。通过对误差修正项系数的显著性

检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前述面板协整检验的稳健

性。若 ϕ1 =0的原假设被拒绝，则说明存在误差修

正机制，前述的面板协整方程（2）估计得到的长期

关系是稳健的，否则相反。为满足经典假设的要

求，我们选取滞后阶数为2。因为模型（5）中所有变

量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

应模型估计模型（5），估计结果见表7。

表7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PVECM)的估计结果

样本

ϕ̂1

全国

-0.189
(0.000)

东部

-0.006
(0.881)

中部

-0.163
(0.000)

西部

-0.344
(0.000)

注：括号内为系数对应检验统计量的收尾概率P值。

由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到以下结

论：其一，全国及各个地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全部

为负，除东部地区外其他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

上高度显著，其中 ϕ̂1 < 0 印证了前述模型（2）为面板

协整模型；其二，模型（5）的估计结果揭示了城乡收

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程度的短期动态调整

效应，三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于经济增长

与城市化程度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

三，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经

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的协整关系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短期变动具有抑制作用；其四，误差修正项的系

数又称调整速度，它反映长期协整关系调节短期波

动，使其恢复长期均衡的快慢，该系数的绝对值越

大，调整速度越快，由表 7得到，不同地区的城乡收

入差距回归至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速度不同，即西

部地区的调整速度最快，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

没有显著的调整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计算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针

对我国的经济背景设定了引入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率二次项的面板协整模型。单位根和面板协整关

系检验表明所设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

定协整关系。估计长期协整关系后，计算并分析了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偏效应，

并进一步建立和估计了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最后得

出两点结论。

第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程度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一方面表

明三者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另一方面表

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

影响因素。当政策目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必

须同时考虑当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化目标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否则政策效果可能大打

折扣。

第二，经济增长始终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而

且此恶化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递增，但城市化程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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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我国现阶段

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城市化进程，导致城

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会不断恶化城乡

收入差距。为了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控

制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而我国的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现状恰好支持这一政策措施。

陆铭、陈钊[18]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

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从

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

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大多数省份城

市化水平仍然很低，这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

滞后于经济发展。总而言之，现阶段要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应该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以保证新增

劳动力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城市

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抑制效应来抵消经济增长的副

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建设协调发展。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两

条途径：一是放松户籍限制，大力鼓励农村富余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农村居民的市民化；二是将

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逐步有序将农民

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本文认为，第二种方法

更为可行。一方面，农民工常住城镇，已经适应城

镇生活，不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成本；另一方面，

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完全放松户籍限

制会导致大批农民盲目涌入城市，超出城镇公共服

务体系的承载量，带来众多社会问题，而吸纳农民

工则不会带来类似问题。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

革，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来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确保我

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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