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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转移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

分税制改革使我国形成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特殊的管理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对“政治晋升”和税收增长的追

求，从而对产业转移产生重要影响；另外，市场化改革以来，生产要素流动自由性增强，产业转移有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政治晋升”和税收增长的努力方向对产业转移的作用在市场机制影响下效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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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日益突出，区域

差异仍然明显。如何打破地区经济不平衡、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当下亟需解决的关键

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是解决产业非均衡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国家高

度重视产业转移，继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政策后，2010年9月中央出台《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的指导意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2016年政

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

是一种客观趋势，虽然产业转移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都是企业，但对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决策权力的是

地方政府 [1]。中国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政府对

土地等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因此地方政府是产业转移极为重要的经济变量。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

府行为发生变化，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和税收增长的努力方向如何

影响产业转移？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使某些产业

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2~3]。产业转移有利于区域间或国际间产业分

工的形成，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维度变化的动态过程，也是转出地和转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

途径 [1~2]。当前，产业转移是加快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纷纷出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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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作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

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 [4]，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早期有关产业转移理论主要有赤松要（Akametsu，
1932）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研究了日本棉纺工业发展的历程并首次提出“雁行发

展理论”，后不断完善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成熟的理论 [5]、弗农（Vernon，1966）基于动态角度提出了产

品生命周期理论 [6]以及小岛清（Kojima，1978）综合了赤松要和弗农的理论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

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7]。当前，我国理论界较为推崇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来源于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

为，地区之间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差异导致产业发展的不均衡，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的地区为高梯度区

域，产业的发展必然会使这些创新产业成熟后逐渐转移到产业梯度次低的地区，再由次低的地区转移到更

低的地区；同时高梯度区域又不断创新新产业，产业转移如此不断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克鲁格曼

（Krugman，1991）[8]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外部环境对其影响不大，产业转移只不过是

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积聚到再集中和再积聚的过程。然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地方政

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有关地方政府与产业转移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

孙华平和黄祖辉（2008）[1]认为在给定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展

开竞争博弈，即在重复博弈两次的情况下，产业转移双方地方政府合作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是可以

实现的。因此，为实现区域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地方政府应整合双方的比较优

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实现整体动态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杨玲丽（2010）[2]认为产业转

移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产业转移是企业根据其自身发展状况及经济环境等变化所采取的一种对策行为，

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起到助推器的作用，为产业转移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制度环境。王敬勇

（2011）[9]利用一个地方政府竞争的静态博弈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竞争过度如何降低产业转移的绩效，解释了

政府竞争强度加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内耗”、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存在趋同、过度放松管制以及“产业转

移粘性”的现象。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来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张辽

和宋尚恒（2014）[10]通过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各地区要素和产业转移规模的

影响。杨本建、王珺（2015）[11]研究了在分权体制与产业转移共同作用下地方经济合作的行为与绩效。桑瑞

聪等（2016）[12]认为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上，已有文献对产业转移的理论、地方政府竞争和合作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

理论基础，本文以此为突破口，揭示地方政府基于“政治晋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基于经济收益为目标的

税收增长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考察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n tr ait = a0 + a1effortit + a2miit + φΧ+ ui + vt + εit （1）
模型（1）中，a0 、a1 、a2 和 φ 为待估参数；i 和 t 表示地区和年份；in tr ait 表示产业转移变量；effortit 代表

地方政府努力方向；miit 表示市场化水平；Χ 代表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u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vt 是指与个体无关的时间趋势效应；εit 是随机误差项。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移（ in tr a）：部分文献采用微观数据衡量产业转移[11~12]；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来衡量，例

如，刘修岩和张学良（2010）[13]以及张辽和宋尚恒（2014）[10]利用地区内新生企业的数量代表产业转移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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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位再选择，罗若愚、张龙鹏（2013）[14]利用外商投资增长率作为产业转移的代理变量。本文认为我国当前

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用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量

作为产业转移变量。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主要是增加的新企业导致，说明有产业转入；制造业就业人数减

少说明存在产业转出。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和市场化水平两个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产业转移。（1）地方政府努力方向

（effort），借鉴蒋震（2014）[15]、李静等（2015）[16]研究成果从两个角度来测度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一是地方政府

追求“政治晋升”的努力方向（prom），在“政治晋升”的目标下，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的“为增长而竞争”（张军，

2005）[17]，积极发展地方经济，本文用相邻年份的GDP增长率之差表示；二是地方政府追求税收增长的努力

方向（ reven），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充分关注自身的经济收益，另外，税收收入是地方财力的支

撑，是地方政府开支的最主要来源，本文用相邻年份的税收增长率之差表示。（2）市场化水平（mi），采用国

民经济研究所调查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该指数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

展、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五个方面，全面综合地反映了市场化的进程。

3. 控制变量

产业转移不仅受到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的影响，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本

文选取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三个控制变量。其中，城市化水平（urb）用各省城镇人

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意味着各项基础设施、交通等外部社会环境更加优化，有利于生产要素流

动成本降低，有利于产业转移。工业化水平（ ind）用工业总产值与GDP比例表示，制造业是工业的构成部

分，工业化水平提高为产业转移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有利于制造业转移。第三产业发展水平（thi）用第三

产业产值与GDP比值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带来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一方面意

味着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强大的软环境；另一方面意味着发达地区主要关注

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信息化服务业，因此会积极向外转移制造业等行业。

（二）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的变量数据通过199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计算得出。市场化水平来自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18~19]，其中2012—
2014年的市场化指数是在樊纲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插值法计算得出。其余数据来源于1998—2015年《中国

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的统计年鉴（见表1）。
表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产业转移

政治晋升

税收增长

市场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工业化水平

intra
prom
reven
mi
urb
thi
ind

样本数

558
558
556
550
558
558
558

均值

-0.0892
-0.1570
-0.0065
6.3897
0.4531
0.4081
0.3929

标准差

28.2930
1.6901
0.1075
2.5893
0.1649
0.0774
0.1294

最小值

-165.5
-7.4

-0.5589
0

0.1404
0.271
0.07

最大值

479.3
8.5

0.3188
14.4526

0.896
0.779
0.902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差分矩估计和系统矩估计对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以及市场化水平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回归

江胜名，周薇薇，叶留娟：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市场化与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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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防止结果出现偏误，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逐个回归，且估计结果均通过了Abond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和Sargan额外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因篇幅限制，主要报告差分矩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样本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1

prom

reven

mi

mi*prom

mi*reven

urb

thi

ind

constant
AR
sargan
IV
N

（1）
-0.4154***
（0.0041）
1.3982***
（0.0443）

157.7676***
（6.8348）

420.8893***
（16.4747）

253.4808***
（13.7038）

-343.6716***
（9.9345）

0.2564
0.5245

36
496

（2）
-0.4180***
（0.0081）

10.9317***
（0.2478）

147.0895***
（14.4519）

426.5504***
（18.5066）

255.7514***
（22.4907）

-337.3056***
（12.3846）

0.2666
0.7223

36
495

（3）
-0.4643***
（0.0046）

5.9493***
（0.1427）

84.0066***
（12.2510）

387.7049***
（16.8822）

248.6039***
（18.0342）

-332.4265***
（6.9646）

0.2869
0.5072

36
489

（4）
-0.4075***
（0.0013）

0.1795***
（0.0055）

147.9976***
（7.0387）

430.951***
（7.8545）

261.1686***
（8.3746）

-344.8933***
（2.2325）

0.2552
0.6740

36
489

（5）
-0.4163***
（0.0026）

2.3512***
（0.0594）

143.6047***
（9.6836）

433.6524***
（20.3620）

256.6024***
（19.2126）

-341.8456***
（15.3818）

0.2657
0.6513

36
48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一）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政治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

回归结果（1）和（2）表明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和税收增长的努力方向有利于产业转移，并在1%的

统计水平下显著。地方政府为什么积极发展地方经济？一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实现地方官员的

“政治晋升”；二是为了追求税收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承担着

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分权化改革以来，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掌握地方经济的主导权，中央

政府掌控地方经济发展的考核权。产业是经济的支撑，因而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积极发展各

大产业，展开激烈的“晋升锦标赛”。而企业虽是产业转移的主体，但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带来产业

有效转移，产业转移还需在政府的推动下才能有效实施。产业转移具有一种“全套型”的性质，不仅涉及资

本的区际间流动，更涉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的转移 [16]。地方政府在追求“政治晋升”的同时还积极追求税

收收入，在晋升激励和税收激励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税收增长的追求促使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但其对产业转移也存在不利的一面，企业在转移时会进行成本利益分析，尽量选择投资成本低、

回报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力度越大，越不利于新企业的转入。产业转移及伴随的要素流动的

本质是企业空间扩张和区位再选择，并且转出地和转入地政府间的动态博弈和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会一直

贯穿在该经济活动中 [20]，一方面，政府在产业转移及要素流动过程中需要充当服务者，为产业转移这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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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制定规则，并担任裁判员；另一方面，产业转移这一经济活动又涉及到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政府需要

积极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又充当该游戏中的运动员角色 [10]。

（二）产业转移的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

回归结果（3）说明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产业转移，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4）和（5）是市

场化与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与税收增长努力方向的交互项，体现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运行由过去的计划指令转变为市场

引导的不断推进过程。市场化使得经济资源根据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自由流动，经济主体的活力充分释

放，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提升。产业转移是在市场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地区在市场化条件下纷

纷发展相关产业，但由于地理区位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速度不一致，产业门类也有所区

别，因而，产业会从发达地区向中等发达以及落后地区依次梯度转移。引起产业转移的因素有很多，一是经

济发展带动新产业兴起，原有产业需要转移阵地为新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二是资源的稀缺导致成本提高，为

减少成本将产业由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成本低的地区。唐运舒等（2014）[21]根据产业转移类型和承接地环境

耦合的特征将产业转移划分为成本推动型转移、资源推动型转移和市场推动型转移三种类型。无论是哪种

类型的产业转移都是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区域间生产要素无进退壁垒，整个国家甚

至全球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产业转移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承担的角色不同，发达地区是产业转出主体，

不发达地区是产业转移的承接主体。市场化落后的地区通常由于要素流动困难以及各种设施的不健全难

以吸引产业转入。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产业转移受政府的主导作用较强，政府在市场准入、生产经营以及产品市场等方面给予企业大力

支持，同时还能够帮助企业协调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完备的产业链条，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地方政

府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热衷程度越高，努力程度就越强，产业转移水平就越高。本文1997—2014年的省

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化改革中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并阐明了其中的理论机

制。根据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转移总体来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方

政府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都是在经济发

展的前提下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产业转移，并能强化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

转移的正向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结论，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的促进作用，利用区域间的产业不均衡，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在

地方政府的“推”“拉”作用下，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东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落户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积极

创新、发展高端项目，从而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产业结构梯度升级。产业转出地政府为扶持新产业、争取新

的利益发展空间，采取措施鼓励一些企业转出，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积极为转出产业寻找承接地；产业转

移承接地政府应当积极采取一切可以形成“拉力”的措施，例如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资金支持，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公共物品供给，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企业积极主动落户当地。

第二，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为产业转移创造自由轻松的市场环境，有

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产业转移效率的提升。市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

式，产业转移归根结底是生产要素的转移，需要开放程度较高的市场。因此，需要废除一系列有碍市场自由

江胜名，周薇薇，叶留娟：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市场化与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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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各种政策规章，打破市场分割、消除行业垄断，形成一个有利于产业转移的大市场环境。

第三，地方政府在争夺产业资源时需对产业进行相关考察，不能因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而

敞开怀抱欢迎一切企业，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地方政府应予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应从地区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承接产业，通过审批制、许可证制等行政干预手段限制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产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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