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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印迪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金融集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新经

济地理学框架构建二者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 2006—2017 年中国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金融

集聚不仅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而且对邻近城市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加强城市间的

金融合作共享机制，形成具有金融特色的城市群，对于发挥金融集聚在城市空间上的溢出效

应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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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机构、

金融人员、金融市场等金融资源与安安其他经济要素进行配置、协调与融合的动态演变中，金融

业不断发展壮大并在空间上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聚特征。城市作为集聚经济最为典型的表现形

式，其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密不可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能够充分利用自身

优势和不断创新的城市可以抢占更多金融资源，最终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金融中心，比如纽约、伦

敦和香港等金融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很大的吸附能力，促使跨国公司纷纷合作，为城市带来

大规模的经济效益，使城市走向高速发展的道路。并且与之相邻的地区由于受到辐射作用，明显

比其他地区更具经济优势。2018 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6%，目前已经

形成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全国性的金融中心，但是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许

多中小城市的发展依然落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那么，提高金融集聚程度是否会拉动城市经济的增长？金融集聚是否会对周边城市产

生溢出效应？能否从金融集聚的角度为城市经济增长提出相关政策意见？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

题。因此，本文主要探究金融集聚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分析金融集聚对城市

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为实现金融集聚增强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出建议。

二、文献综述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讨论金融集聚，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金融集聚这一概念最早由 KindleBerger(1974) 提出，他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金融机构倾向于

集中在某个地区的原因，并且认为金融集聚是导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1]。Ben civenga 和

1　印迪（1995-），女，汉族，江苏靖江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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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1995) 指出金融集聚通过网络效应，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企

业之间的沟通成本，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2]。Gehrig(1998) 用市场摩擦理论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

融活动在一个区位内的集聚和在相邻区位内分散是同时存在的 [3]。随着克鲁格曼 (1999) 在《空间

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中阐述聚集经济产生的原因 [4]，学界逐渐掀起了空间经济学

的热潮，人们开始从空间的角度关注集聚现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Baldwin & Martin(2001) 构建了

LS 模型，研究发现城市间的经济可以相互影响，即金融集聚可以促使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

对邻近城市起到辐射作用 [5]。Audress 和 Feldman (2006) 对辐射效应做了详细分析 , 发现技术因素

给周边地区带来的好处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金融集聚可以产生知识溢出，从而促进本

地的技术创新 [6]。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集聚的研究较晚，直到 21 世纪以后，国内才越来越多地涌现关于金融集聚

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从理论方面来看，刘军等（2007）对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进行

研究，认为金融集聚通过金融自身的功能、金融集聚效应、金融溢出效应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7]。

丁艺等（2009）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研究金融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集聚

通过技能创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金融外溢效应、和自我强化机制等渠道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8]。赵晓霞 (2014) 表明大城市中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是由金

融集聚造成的，并从理论上对金融集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深入分析 [9]。从实证方面来看，

刘红（2008）基于 LS 模型，针对上海市的金融集聚程度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上海的金融集聚的

确有增长效应，但是对周边的辐射比较弱 [10]。李林等（2011）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检验区域经济

增长在空间上是否受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影响，发现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了来自集聚区的影

响，验证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发现银行业是主导因素 [11]。潘辉等（2013）从区域异质性

的角度，发现金融集聚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增长率，并且中西部地区受到金融集聚带来的积极影

响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12]。李红等（2014）认为金融集聚能使稀缺资源、高技能劳动力、金融资本

日趋集中，但是并未造成拥挤效应，而是在促进本城市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提升了周边城市的经

济增长率 [13]。张浩然等（2014）认为城市金融集聚可以直接提升本地的全要素生产率 , 也可以通

过空间外溢效应间接提升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14]。李标等（2016）从创新驱动的角度，发现

金融业是中国经济总量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 , 其专业化和集聚程度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

但是金融集聚和创新活动的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轻微的负面作用 [15]。

纵观已有文献，国外对金融集聚的相关研究比较深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

开始探索金融集聚的动因和效应，最近十几年也有学者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集聚

的问题，空间因素已经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角度思考金融集聚作用于经

济增长的效果，势必会削弱金融集聚的影响力，无法充分体现金融资源在集聚过程中产生的优势，

也无法测量它的溢出效应。笔者从已有研究中发现几点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大都集中在大城市

或部分区域经济增长上面，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本文选取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从更

微观的层面观察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现有文献侧重实证分析，很少从理论层面推导金融集聚和

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结合知识溢出双增长模型进一步做出

解释。

三、理论分析

印迪：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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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金融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1. 金融功能机制

Levine(1997) 认为金融集聚可以通过储蓄、风险控制、信息揭示、资源配置、便利商品与劳

务的交换等金融功能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16]。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把手中闲置的资金存入银行更

加具有保障，因为银行比其它一些投资活动的风险更低，可以带动居民的储蓄能力，将储蓄转换

为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企业通常需要通过发行债券与股票或者租赁等方式进行长期资本投资，

这期间存在一定的风险，而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可以对风险进行评估、定价、转移，形成风险共

同承担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常常存在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问题，而金融中介可以利用特有的渠道获得丰富的信息，使投资者可以尽可能多地了

解市场环境，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金融体系可以帮助家庭或者企业的消费或生产活

动筹集大量资金，并且将聚集起来的资金在社会范围内进行高效率分配，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提升市场活力。

2. 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节省周转资金余额，便利化投融资的途径，优化金融市场环境，提高资金

的流动性来实现外部规模效应。由于当今电子支付系统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交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与便捷，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 [17]。城市中聚集着很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

机构，这有利于各金融机构间展开密切的合作，形成具有自己竞争优势的一条服务链，吸引客户

进行长期合作，稳固金融合作机制甚至扩大业务范围。此外，随着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在信息

交换的过程中可以汲取先进的技术，不断规范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降低成本以弥补不足。同时，

金融机构的集聚也会带动咨询、评估、金融培训机构等辅助性产业的兴起，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的

蓬勃发展。

3. 金融知识溢出效应

金融知识由于其独有的技术性高、流动性强等特点，因此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根据知识被

表达和转移的效率，Jaffe(1986) 等经济学家把金融知识分为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 [18]。显性知识比

较简单易懂，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编码整理。而缄默知识需要更多的沟通交流与思想碰撞，才

能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并扩散下去。金融知识就具备这种特点，它的传播有

赖于金融业务往来和专业人士的非正式交流。城市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区，其高新技术产

业比较发达，集中了较多的科研人才，同时汇集了丰富的金融资源，越是相邻的两个城市或者经

济上来往更加紧密的城市，越具备金融知识溢出的条件。金融知识在空间上的外溢效应可以间接

提高周边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

 ( 二 ) 理论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解释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布是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本文引入新经济地理学

框架下的知识溢出双增长模型（KSDIM）[19]，假设在该模型中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三个

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金融业部门），两种要素（知识资本和劳动力）。农业部门的特点

是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且两个区域的农产品都是同质的。工业部门的特点是规模收益递增

与垄断竞争，使用知识资本和劳动力异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的产品，每家企业仅生产一类

同其他企业有差异的产品。金融业部门用劳动力作为唯一投入要素，生产私人知识资本和公共知

识资本，私人知识资本不参与新资本的创造，公共知识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的特征，因

而可以较容易地传播与扩散。对于某个指定区域来说，可以完全利用本地的知识，而外部知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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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被充分利用依赖于地区间的经济开放程度 φ。

根据 “ 托宾 q” 理论的判定标准，可以得到金融资源在两个区域分布最终达到稳态时有两种极

端状态。①对称均衡，即两个地区都以同样的速率创造金融资本。此时北部的经济增长率为：

其中，μ 代表工业产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σ 代表工业品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b=μ/σ，

Lw 代表北部的劳动力 , ρ 代表消费者时间偏好，δ 代表资本折旧率。

②核心 — 外围均衡，即金融资源全部集中在北部。此时北部的经济增长率为：

两式相减可得：

于是得到核心 — 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对称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可以采取非

均衡战略，促使金融要素向某一地区集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使经济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 一 )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上文的理论推导可以得出金融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提高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为

了研究金融集聚对本城市和周边城市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采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并构建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 Pgdpit 是城市

i 第 t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Qit 是城市 i 第 t 年的区位商，Xni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政府规模。

式（1）是空间自回归模型，该模型测度了内生空间交互作用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WlnPg-

dpit 是被解释变量 lnPgdpit 的空间滞后项，ρ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了内生的空间交互效应，W

是空间权重矩阵，εit 是随机扰动项。式（2）是空间误差模型，该模型考察了随机干扰过程的空间

依赖性。Wμit 是误差项 μit 的空间滞后项，λ 是空间滞后系数，反映了误差项的空间依赖程度。式

（3）是空间杜宾模型，该模型同时包含了内生和外生的空间交互效应。WlnPgdpit 是被解释变量

lnPgdpit 的空间滞后项，ρ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WlnLQit  是解释变量 lnLQit 的空间滞后项，θ 是外生

的空间交互效应，它反映了解释变量的空间依赖程度。

( 二 ) 变量选取和说明

考虑到有关金融集聚的文章大都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而涉及到金融集聚的最直接主体应该

是城市，本文选取 2007-2016 年全国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城市

G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𝑏𝑏𝐿𝐿𝑤𝑤(3 + 𝜑𝜑)

4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 𝜇𝜇
𝜎𝜎 − 1 ，𝜑𝜑𝜑𝜑(0,1)

其中，𝜇𝜇代表工业产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𝜎𝜎代表工业品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𝑏𝑏 =

𝜇𝜇/𝜎𝜎，𝐿𝐿𝑤𝑤代表北部的劳动力, 𝜌𝜌代表消费者时间偏好，𝛿𝛿代表资本折旧率。

②核心—外围均衡，即金融资源全部集中在北部。此时北部的经济增长率为：

G𝑐𝑐𝑐𝑐 =
[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𝜇𝜇

𝜎𝜎 − 1
两式相减可得：

G𝑐𝑐𝑐𝑐 − G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1 − 𝜑𝜑)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4
𝜇𝜇

𝜎𝜎 − 1 > 0

于是得到核心—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对称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可以采取非均

衡战略，促使金融要素向某一地区集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使经济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上文的理论推导可以得出金融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提高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增长

率，为了研究金融集聚对本城市和周边城市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采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

究。空间计量模型是研究空间溢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

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本文分别构建这三种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具

体如下。其中， Pgdp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i 第 t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Q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i 第 t 年的区位商，

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规模。

ln Pgdp𝑖𝑖𝑖𝑖 = ρWlnPgdp𝑖𝑖𝑖𝑖 + βlnLQ𝑖𝑖𝑖𝑖 + ∑ 𝛾𝛾𝑛𝑛𝑙𝑙𝑙𝑙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 + ε𝑖𝑖𝑖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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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i 指城市，下标 j 指金融业部门。LQ𝑖𝑖𝑖𝑖代表金融业的区位商，𝑥𝑥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j 的金融

业从业人数，𝑥𝑥𝑖𝑖是城市 j 的总从业人数，𝑥𝑥𝑖𝑖是全国范围内金融业的从业人数，𝑥𝑥是全国范围

G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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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 𝜇𝜇
𝜎𝜎 − 1 ，𝜑𝜑𝜑𝜑(0,1)

其中，𝜇𝜇代表工业产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𝜎𝜎代表工业品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𝑏𝑏 =

𝜇𝜇/𝜎𝜎，𝐿𝐿𝑤𝑤代表北部的劳动力, 𝜌𝜌代表消费者时间偏好，𝛿𝛿代表资本折旧率。

②核心—外围均衡，即金融资源全部集中在北部。此时北部的经济增长率为：

G𝑐𝑐𝑐𝑐 =
[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𝜇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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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𝜑𝜑)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4
𝜇𝜇

𝜎𝜎 − 1 > 0

于是得到核心—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对称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可以采取非均

衡战略，促使金融要素向某一地区集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使经济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上文的理论推导可以得出金融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提高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增长

率，为了研究金融集聚对本城市和周边城市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采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

究。空间计量模型是研究空间溢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

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本文分别构建这三种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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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迪：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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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用均值法和平滑法补齐。被解释变量用各城市人均 GDP 作

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用 Pgdp 表示，单位为万元。解释变量为金融集聚度，用 LQ 表示，

本文采用大部分文献所使用的区位商来衡量 [20]-[23]，计算公式为：

式中，下标 i 指城市，下标 j 指金融业部门。LQij 代表金融业的区位商，xij 是城市 j 的金融业

从业人数，xj 是城市 j 的总从业人数，xi 是全国范围内金融业的从业人数，x 是全国范围内的总从

业人数。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在 0~1，值越大，表明集聚程度越高。控制变量有物质资本、人力资

本和政府规模。物质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代表，用 inv 表示；人力资本

采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代替，用 hum 表示，单位为人；政府规模指公共财政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用 gov 表示。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在模型回归时对所有变量

做了取对数处理，表 1 是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2830 10.246 0.716 4.595 13.056

lnLQ 2830 -0.034 0.333 -1.634 0.926

lninv 2830 -0.464 0.384 -2.440 0.774

lnhum 2830 6.129 2.889 -3.912 13.604

lngov 2830 -0.015 2.873 -4.176 7.057

五、空间计量检验及实证分析

( 一 ) 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估计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首先要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相关程度进行检验，判别是

否需要进一步使用空间计量方法。本文选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检验城市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空间

相关性。如果值接近 0，说明观测值在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或者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否则存在

空间相关性。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有 0-1 地理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考虑到城市

间的空间联系可能受到来自地理邻近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来自和经济关联因素的影响，本文

分别引入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进行测度。

经测算，在地理距离矩阵下 Moran' s I 的值为 0.1962，伴随概率为 0.0000，在经济距离矩阵

下 Moran' s I 的值为 0.4267，伴随概率为 0.0000，说明在控制了解释变量后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为

正的空间相关性，即经济增长较高的城市周围也聚集着经济增长较高的城市，接下来使用空间计

量方法进行分析。

( 二 )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与模型选择

选择适宜的空间计量方法有助于准确反映空间依赖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空间关联机制的作用

效果。第一，进行 OLS 回归，得到回归模型的残差，再基于残差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法（LM）诊断，

并计算 4 个统计量：LM-Error、LM-LAG、Robust LM-Error、Robust LM-LAG。根据相关判别标准，

得出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应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需要注意的是：与 SDM

G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𝑏𝑏𝐿𝐿𝑤𝑤(3 + 𝜑𝜑)

4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 𝜇𝜇
𝜎𝜎 − 1 ，𝜑𝜑𝜑𝜑(0,1)

其中，𝜇𝜇代表工业产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𝜎𝜎代表工业品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𝑏𝑏 =

𝜇𝜇/𝜎𝜎，𝐿𝐿𝑤𝑤代表北部的劳动力, 𝜌𝜌代表消费者时间偏好，𝛿𝛿代表资本折旧率。

②核心—外围均衡，即金融资源全部集中在北部。此时北部的经济增长率为：

G𝑐𝑐𝑐𝑐 =
[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 (1 − 𝑏𝑏)𝜌𝜌 − 𝛿𝛿]𝜇𝜇

𝜎𝜎 − 1
两式相减可得：

G𝑐𝑐𝑐𝑐 − G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1 − 𝜑𝜑)𝑏𝑏𝐿𝐿𝑤𝑤

4
𝜇𝜇

𝜎𝜎 − 1 > 0

于是得到核心—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对称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可以采取非均

衡战略，促使金融要素向某一地区集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使经济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上文的理论推导可以得出金融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提高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增长

率，为了研究金融集聚对本城市和周边城市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采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

究。空间计量模型是研究空间溢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

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本文分别构建这三种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具

体如下。其中， Pgdp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i 第 t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Q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i 第 t 年的区位商，

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规模。

ln Pgdp𝑖𝑖𝑖𝑖 = ρWlnPgdp𝑖𝑖𝑖𝑖 + βlnLQ𝑖𝑖𝑖𝑖 + ∑ 𝛾𝛾𝑛𝑛𝑙𝑙𝑙𝑙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 + ε𝑖𝑖𝑖𝑖 (1)

ln Pgdp𝑖𝑖𝑖𝑖 = βlnLQ𝑖𝑖𝑖𝑖 + ∑ 𝛾𝛾𝑛𝑛𝑙𝑙𝑙𝑙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 𝜆𝜆𝑊𝑊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2)

ln Pgdp𝑖𝑖𝑖𝑖 = ρWlnPgdp𝑖𝑖𝑖𝑖 + βlnLQ𝑖𝑖𝑖𝑖 + W lnLQ𝑖𝑖𝑖𝑖 θ + ∑ 𝛾𝛾𝑛𝑛𝑙𝑙𝑙𝑙𝑋𝑋𝑛𝑛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3) 

LQ𝑖𝑖𝑖𝑖 =
𝑥𝑥𝑖𝑖𝑖𝑖
𝑥𝑥𝑖𝑖

/ 𝑥𝑥𝑖𝑖
𝑥𝑥

式中，下标 i 指城市，下标 j 指金融业部门。LQ𝑖𝑖𝑖𝑖代表金融业的区位商，𝑥𝑥𝑖𝑖𝑖𝑖是城市 j 的金融

业从业人数，𝑥𝑥𝑖𝑖是城市 j 的总从业人数，𝑥𝑥𝑖𝑖是全国范围内金融业的从业人数，𝑥𝑥是全国范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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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相比，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有局限性。SAR 模型的间接效应与直

接效应之比对于每个自变量都是相同的，且其值的大小只取决于空间自回归参数和空间权重矩阵

W 的设置，这在很多实证应用中不太可能；SEM 模型则度量的是误差项间的空间交互效应，因此

并未包含外溢效应的信息，不能通过该模型考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相比之下，

SDM 同时控制了内生和外生交互效应，不仅有效解决了重要遗漏变量问题，而且解决了误差项与

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二，进行似然比（LR-test）检验，确定空间杜宾模型是否

存在空间固定效应或时间固定效应，通过检验发现样本确实存在以上两种效应。但是本文不建议

使用空间固定效应，因为 Matlab 在对数据进行运算时，采用的是去均值法，所以当样本数 N 很大

时会极大地削减估计的精度，且只有 T 足够大时空间固定效应才能被一致估计，而本文采用的面

板数据样本是 283 个城市，时间范围只有 10 年，所以本文选用时间固定效应来估计。第三，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在检验时通过了 Hausman 检验，应

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第四，通过 Wald 和 LR 检验法判断 SDM 模型是否会简化为 SAR 或

SEM 模型，原假设分别为 H1 
0 :θ=0 和 H 2 

0 :θ+ρβ=0，结果表明上述两种假设都被拒绝，所以 SDM

模型是估计空间面板模型的最佳选择。表 2 报告了上述操作中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

表 2   两种矩阵下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统计值 伴随概率 统计值 伴随概率

SAR 模型与 SEM
模型检验

LM-lag 检验 4267.4427 0.000 2788.6556 0.000

R-LM-lag 检验 334.0295 0.000 656.8953 0.000

LM-err 检验 6328.7870 0.000 2134.3958 0.000

R-LM-err 检验 2395.3738 0.000 2.6355 0.104

空间杜宾模型的固
定效应检验

SFE-LR 检验 7086.2118 0.000 5322.7805 0.000

TFE-LR 检验 193.1852 0.000 336.8534 0.000

STFE-LR 检验 7156.5815 0.000 5809.3212 0.000

SDM 模型的
Hausman 检验

Hausman 检验 -1013.2095 0.000 -1918.3767 0.000

SDM 模型的
简化检验

Wald-lag 检验 139.7047 0.000 311.0196 0.000

LR-lag 检验 137.3311 0.000 293.7242 0.000

Wald-err 检验 238.5417 0.000 632.7921 0.000

LR-err 检验 233.6710 0.000 567.3769 0.000

( 三 ) 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为了比较各个变量系数估计的稳健性，本文还给出了时间固定效应的 SAR、SEM 模型的估计

结果，表 3 为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面板计量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各解释变量的

系数符号相同，只是系数的大小和符号略有不同。在地理距离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下，SDM 模

型的的 R2 和 log-likelihood 值最大，且 R2 在 0.6 和 0.8 之间，说明 SDM 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拟

合程度较高。由于在 SEM 模型中 θ=-ρβ，因而其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为 β，溢出效应为 0，

所以 β 值即边际影响。但是包含全局效应的 SAR 和 SDM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并不代表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边际影响，要想得到各自变量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需将其进行分解，表 4

为分解后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表示本城市金融集聚等自变量对本城市经济增长

印迪：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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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本城市金融集聚等自变量对邻近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 3   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面板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SAR SEM SDM SAR SEM SDM

lnLQ
0.3977***

（14.88）
0.3924***

（13.76）
0.2655***

（9.21）
0.2538***

（12.29）
0.1840***

（8.84）
0.2395***

（11.51）

lninv
-0.2842***

（-10.60）
-0.3201***

（-11.08）
-0.2980***

（-10.09）
-0.1853***

（-8.99）
-0.1482***

（-7.06）
-0.1714***

（-8.37）

lnhum
0.1676***

（25.50）
0.1681***

（24.57）
0.1579***

（23.60）
0.0914***

（17.67）
0.0836***

（14.08）
0.0902***

（15.78）

lngov
-0.1048***

（-8.28）
-0.1121***

（-8.43）
-0.1073***

（-8.16）
-0.0571***

（-5.81）
-0.0905***

（-7.41）
-0.0635***

（-5.47）

W*lnLQ
2.0402***

（9.08）
0.3695***

（6.39）

W*lninv
0.3423*

（1.80）
0.4488***

（-6.69）

W*lnhum
0.1548***

（2.53）
0.1379***

（9.70）

W*lngov
0.1113

（1.08）
0.1579***

（5.28）

W*dep.var
0.9330***

（67.03）
0.8460***

（28.04）
0.8440***

（65.26）
0.6200***

（28.28）

spat.aut
0.9220***

（53.82）
0.8970***

（84.87）
Log-lik -1843.9889 -1892.1588 -1775.3233 -1257.9287 -1394.7551 -1111.0667

R2 0.5871 0.5238 0.6042 0.7564 0.4447 0.7647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Log-lik 是 Log-likelihood。

表 4   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效应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类型 变量 SAR SEM SDM SAR SEM SDM

直接
效应

lnLQ 0.4158***

（15.00）
0.3924***

（13.76）
0.3168***

（10.71）
0.2966***

（12.05）
0.1840***

（8.84）
0.2912***

（13.01）

lninv -0.2980***

（-10.64）
-0.3201***

（-11.08）
-0.2961***

（-10.94）
-0.2174***

（-8.62）
-0.1482***

（-7.06）
-0.2268***

（-10.76）

lnhum 0.1754***

（25.32）
0.1681***

（24.57）
0.1645***

（24.24）
0.1068***

（18.11）
0.0836***

（14.08）
0.1097***

（19.13）

lngov -0.1098***

（-8.23）
-0.1121***

（-8.43）
-0.1070***

（-8.54）
-0.0667***

（-5.88）
-0.0905***

（-7.41）
-0.0563***

（-5.07）

间接
效应

lnLQ 5.7438***

（3.82）
15.1619***

（4.31）
1.3401***

（8.22）
1.3097***

（8.59）

lninv 0.1579***

（-3.70）
0.5641***

（0.45）
-0.9826***

（-6.75）
-1.4098***

（-8.16）

lnhum 0.1579***

（3.99）
1.9427***

（3.47）
0.4825***

（9.42）
0.4915***

（14.41）

lngov -1.5151***

（-3.54）
0.1498

（0.22）
-0.3009***

（-5.40）
0.1883***

（3.98）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lnLQ 的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矩阵下的各空间计量模型中都显著为正，且都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印证了前面的理论模型，即金融集聚会促进经济增长。在 SAR 和

SDM 模型中，lnLQ 的直接效应大于表 3 中的估计系数，说明该变量存在正向的反馈作用，即本

城市的金融集聚对自身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会传递给邻近城市，且把邻近城市的影响传给这个城

市自身。lnLQ 的间接效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一个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会影响到地

理上或者经济上邻接的城市，说明城市间的金融集聚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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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仅会显著促进自身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还通过溢出效应给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

帮助。lnLQ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比在经济距离矩阵下更大，说明在加入了经

济因素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有所减弱，这是由于随着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

企业之间争夺资源，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集聚成本进一步上升，进而抵消了一部分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lninv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的增加，经济增长率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国内一些乱投资、重复投资等现象导致投资效率下

降造成的。lnhum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于我国

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提升并且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发现在地理距离矩阵下的间接效应大

于经济距离矩阵下的间接效应，更加体现人才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可以产生知识溢出，促进知识和

资源的共享，从而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lngov 的直接效应为负，表明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干预经

济、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

 ( 四 )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模型更具说服力，本文尝试更换金融集聚的指标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前文使用的指

标是区位商，这里采用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重，作为城市

的金融集聚程度，用 Fin 表示，单位为百分比，数据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表 5 给出了在 SAR、

SEM 和 SDM 下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表 5   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效应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类型 变量 SAR SEM SDM SAR SEM SDM 

直接
效应

lnFin 0.2907***

（29.13）
0.2766***

（30.76）
0.2790***

（27.07）
0.1783***

（22.30）
0.1306***

（15.80）
0.1537***

（20.42）

lninv -0.1471***

（-5.64）
-0.1746***

（-6.62）
-0.1527***

（-5.80）
-0.1324***

（-5.79）
-0.1043***

（-4.95）
-0.1347***

（-6.33）

lnhum 0.0402***

（5.14）
0.0370***

（4.88）
0.0377***

（4.85）
0.0277***

（4.01）
0.0333***

（4.88）
0.0324***

（5.01）

lngov -0.0611***

（-4.95）
-0.0657***

（-5.47）
-0.0567***

（-5.03）
-0.0406***

（-3.71）
-0.0654***

（-5.39）
-0.0439***

（-4.03）

间接
效应

lnFin 4.8188***

（4.58）
6.7537***

（4.11）
0.5092***

（11.71）
0.6114***

（15.98）

lninv -2.4385***

（-3.55）
5.5579***

（2.64）
-0.3783***

（-5.26）
0.6107***

（-4.90）

lnhum 0.6659***

（3.41）
0.0557*

（0.08）
0.0792***

（3.88）
0.0019***

（0.06）

lngov -1.0136***

（-3.30）
1.7151*

（1.78）
-0.1562***

（-3.68）
0.1355***

（3.93）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在替换了金融集聚的指标之后，可以看出在三种计量模型下，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有力促进城市发展，并且通

过外溢效应使周边城市受益。对比两种距离矩阵下模型的回归系数，发现在地理距离矩阵下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更强，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从控制变量来看，各变量的符号与表 4 的估计结

果保持一致，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构建的金融集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具有稳健性。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从城市范围来看，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存在正的

空间外溢效应，具体表现为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不仅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得到提升，周边城

印迪：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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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经济增长率也得到显著提升。这说明在改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过程中，仅仅把目光集中在

城市内部的金融资源流动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加强城市之间的金融合作共享机制，推动城市之间

金融分工与合作，带动周边城市金融业的繁荣和发展。各城市可以依据当地资源禀赋不同，结合

自身特色和发展优势，考虑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形成具有各自金融特色的城市群，

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比如，东北三省应该建立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金融合作

框架，以点带面，加强金融资源在城市间的流动，扫除地方保护主义障碍，调整传统的产业结构，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金融要素丰富且集聚度高，

应当形成以上海为金融中心，以苏州、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多层次、立体式的金融布局结构，

充分发挥主要城市的辐射效应，加强沟通交流，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

经济相对落后，金融集聚程度较弱，应当制定相对宽松的政策，构建具有特色的金融框架，创建

有利于金融集群发展的金融市场环境，在诸如重庆、西安、武汉这样的城市打造金融中心，吸引

金融机构的聚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

第二，通过对比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的估计结果，发现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受地理因素影响比受经济因素影响大。说明地理上相邻的城市之间流动着丰富的金融信息，邻近

城市应该主动接收金融集聚度较强的大城市带来的辐射。具体来讲，应当积极在同行业间建立合

作纽带，通过各种沟通方式进行信息共享，发现自身不足并弥补金融产品或服务上的缺口，还要

利用金融集聚带来的资源开拓更广阔的客户群，通过与大量客户的接触激发创新灵感，大力研发

尖端核心技术，不断向周边具备更完善金融市场的城市看齐。政府部门应当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给予金融相关网络技术一些适当的优惠政策，为金融机构提供一条获取金融信息的便捷通道，使

城市享受信息外溢带来的好处。此外要重视对人才的引进和吸纳，在金融集聚的过程中会涌现大

量尖端金融人才，政府部门需要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市招揽并储备相

应的人力资源。

第三，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减少对经

济的干预，在优化财政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过程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焕发市场活力。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 “ 人力资本 ”，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本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

应加大对人才的培养，通过完善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和加强对高校科研项目支持不断提高劳动者素

质。国家还应该构建跨城市的交流协作平台，营造促进人才交流的机制，形成地方特色以吸引更

多专业人才。

（指导老师：陈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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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Yin D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urba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283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not only promotes urba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has a signif-

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adjacent cities.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among 

cities and forming city groups with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ert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cities.

Key Word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Urban economic; Spatial correlation; Spillover effect

印迪：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