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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

配置效率吗？

—— 来自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证据

朱贝贝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本文采用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资

本错配指数和劳动错配指数，并根据加权平均法将资本和劳动错配指数合成为资源错配指数。

从市场分割的角度测算了经济一体化指数。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考察了资源错配的改善

状况。结果显示：（1）长三角地区的资本错配状况在考察期内先升后降，劳动力错配状况

趋于下降，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显著改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效率。（2）这种改善作用江苏省

内城市较为明显，浙江省内城市作用较弱，安徽省内城市作用不明确。（3）在打破省域界限时，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距离中心城市（上海）越远越不明显。这对于继续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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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以大规模要素投入拉

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生产资源的配置，

虽然在短期内达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但不可避免的导致资源在部门、行业以及区域间产生程

度不同的错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谓资源错配，从宏观层面讲就是资源没有实现有效率的

配置，从中观或微观层面讲，就是生产要素在部门、地区或者企业间的边际产出不相等。在给定

资源总量的前提下，资源错配会造成加总 TFP 和社会总产出的下降（Hsieh and Klenow，2009）。

在微观层面，韩剑和郑秋玲（2014）发现资源错配会造成价格的扭曲，提高企业融资门槛，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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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强大政府干预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

的合理流动。此外，由于 “ 晋升锦标赛 ” 机制的驱使（周黎安 ,2007），地方官员为获得晋升而相

互竞争，其衍生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行为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

因此，资源在区域间的错配程度往往要比行业和部门间更加严重（Evans，2003）。

二、文献回顾

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来看，资源错配的研究框架主要分为局部分析和整体分析两种（Retstuccia 

and Rogerson，2013）。局部分析是选择一种（或几种）重要的因素，构建理论模型，量化这种（或

几种）因素导致的资源错配程度或者 TFP 的损失。Hopenhayn（1993）；Epifini and Gancia（2011）

等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美国制造业的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力配置扭曲。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

Brandt（2012）等学者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

产率造成的损失。这种研究框架对于一些无法显性表示的因素难以直接度量，例如制度因素对于

资源错配具有显著地影响，在这种框架下无法准确测度由制度原因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具体是多

少。整体分析并不纠结于造成资源错配的原因，相反分析所有因素在企业最优化问题中产生的 “ 楔

子 ”（Wedge in the first condition），测算出资源错配程度。这种方法的理论逻辑是资源错配对经

济产生影响的微观机制都是使企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不等于边际报酬。Hsieh and Klenow（2009）

开创性的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测算出中国和印度在

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研究了资源错配对于印度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并且得出如果完全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中国的 TFP 可以提升 86%-115%，即使无法完全消

除资源配置扭曲，如果可以将扭曲水平降低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 TFP 仍然可以提升 30%-50%。

Aoki（2012a）则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的完全竞争模型对资本扭曲程度和劳动力扭曲程度进行分解，

探讨部门间资源错配对于跨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国内学者朱喜等（2011）、陈永伟和胡伟民

（2011）、罗德明等（2012）、李力行等（2016）、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等沿用 Hsieh and 

Klenow（2009）的分析框架，测算了农业的资源错配、土地资源错配、工业企业的资源错配和区

域的资源错配。

关于企业与行业层面的资源错配的成因、测算和改善机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Banerjee and Duflo，2003；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韩剑和郑秋玲，2017 等）。

当前阶段，我国面临整体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区域层面的资源错配已经成

为阻碍区域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区域层面的资源错配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多集中在地方政

府的晋升博弈、政策性扭曲、市场分割等方面（白重恩等，2005；罗德明等，2012；宋马林和金

培振，2016）。这些研究已经注意到区域层面资源错配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然而对于市场分割、

政策性扭曲等因素影响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区域资源错配的作用机

制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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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构建

Aoki（2012）构建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部门间的资源错配情况，该模型使用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于资源错配进行分解测度，在分析框架上与生产率的分解相一致。本文在 Aoki 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 K 和劳动 L。城市 i 为该产业中

的代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为 Pi；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扭曲，资本的资源错配

指数为 τKi，劳动的资源错配指数为 τLi，其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τKi）PK, 使用劳动的单位成

本为（1+τLi）PL。不同城市所面临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面临的要素价格

扭曲程度不同。

假设城市 i 的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规

模报酬不变。于是城市 i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如下：

其中 Yi 为城市 i 的产出，Ki 为城市 i 的资本投入，Li 为城市 i 的劳动力投入，Ai 表示城市 i

的技术水平。

城市 i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一阶条件为：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K=∑_iKi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L=∑_i Li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根据欧拉定理，有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7）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视角。第二，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方面，从城市规模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正反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借鉴 Aoki 测度不同行业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两部门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区域

内部不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水平。第三，鉴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从静态和动态

两方面实证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资源错配的影响，同时将长三角不同城市进行

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城市一体化进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三、模型的构建 

Aoki（2012）构建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部门间的资源错配情况，该模型使用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于资源错配进行分解测度，在分析框架上与生产率的分解相一致。本文在 Aoki 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 K 和劳动 L。城市𝑖𝑖𝑖𝑖为该产业中的代

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为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扭曲，资本的资源错配指数为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劳动的资源错配指数为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其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使用劳动的单位成本为

（1+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不同城市所面临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

程度不同。 

假设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规模

报酬不变。于是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如下：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投入，，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劳动力投入，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技术

水平。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𝜋𝜋𝜋𝜋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一阶条件为：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2）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𝐾𝐾𝐾𝐾 =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𝐿𝐿𝐿𝐿 =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4）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𝑌𝑌𝑌𝑌 = 𝐹𝐹𝐹𝐹(𝑌𝑌𝑌𝑌1, …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5）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
𝜕𝜕𝜕𝜕𝜕𝜕𝜕𝜕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6） 

根据欧拉定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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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投入，，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劳动力投入，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技术

水平。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𝜋𝜋𝜋𝜋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一阶条件为：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2）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𝐾𝐾𝐾𝐾 =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𝐿𝐿𝐿𝐿 =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4）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𝑌𝑌𝑌𝑌 = 𝐹𝐹𝐹𝐹(𝑌𝑌𝑌𝑌1, …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5）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
𝜕𝜕𝜕𝜕𝜕𝜕𝜕𝜕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6） 

根据欧拉定理，有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视角。第二，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方面，从城市规模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正反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借鉴 Aoki 测度不同行业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两部门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区域

内部不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水平。第三，鉴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从静态和动态

两方面实证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资源错配的影响，同时将长三角不同城市进行

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城市一体化进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三、模型的构建 

Aoki（2012）构建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部门间的资源错配情况，该模型使用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于资源错配进行分解测度，在分析框架上与生产率的分解相一致。本文在 Aoki 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 K 和劳动 L。城市𝑖𝑖𝑖𝑖为该产业中的代

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为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扭曲，资本的资源错配指数为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劳动的资源错配指数为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其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使用劳动的单位成本为

（1+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不同城市所面临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

程度不同。 

假设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规模

报酬不变。于是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如下：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投入，，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劳动力投入，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技术

水平。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𝜋𝜋𝜋𝜋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一阶条件为：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2）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𝐾𝐾𝐾𝐾 =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𝐿𝐿𝐿𝐿 =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4）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𝑌𝑌𝑌𝑌 = 𝐹𝐹𝐹𝐹(𝑌𝑌𝑌𝑌1, …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5）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
𝜕𝜕𝜕𝜕𝜕𝜕𝜕𝜕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6） 

根据欧拉定理，有 

（1）

（2）

朱贝贝 : 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2020 年第 1 期 

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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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视角。第二，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方面，从城市规模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正反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借鉴 Aoki 测度不同行业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两部门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区域

内部不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水平。第三，鉴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从静态和动态

两方面实证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资源错配的影响，同时将长三角不同城市进行

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城市一体化进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三、模型的构建 

Aoki（2012）构建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部门间的资源错配情况，该模型使用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于资源错配进行分解测度，在分析框架上与生产率的分解相一致。本文在 Aoki 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 K 和劳动 L。城市𝑖𝑖𝑖𝑖为该产业中的代

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为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扭曲，资本的资源错配指数为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劳动的资源错配指数为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其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使用劳动的单位成本为

（1+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不同城市所面临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

程度不同。 

假设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规模

报酬不变。于是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如下：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投入，，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劳动力投入，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技术

水平。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𝜋𝜋𝜋𝜋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一阶条件为：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2）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𝐾𝐾𝐾𝐾 =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𝐿𝐿𝐿𝐿 =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4）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𝑌𝑌𝑌𝑌 = 𝐹𝐹𝐹𝐹(𝑌𝑌𝑌𝑌1, …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5）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
𝜕𝜕𝜕𝜕𝜕𝜕𝜕𝜕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6） 

根据欧拉定理，有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视角。第二，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方面，从城市规模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正反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借鉴 Aoki 测度不同行业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两部门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区域

内部不同城市间的资源错配水平。第三，鉴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从静态和动态

两方面实证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资源错配的影响，同时将长三角不同城市进行

分类，探讨不同类型城市一体化进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三、模型的构建 

Aoki（2012）构建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部门间的资源错配情况，该模型使用了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于资源错配进行分解测度，在分析框架上与生产率的分解相一致。本文在 Aoki 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 K 和劳动 L。城市𝑖𝑖𝑖𝑖为该产业中的代

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为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价格扭曲，资本的资源错配指数为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劳动的资源错配指数为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其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使用劳动的单位成本为

（1+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不同城市所面临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

程度不同。 

假设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并且规模

报酬不变。于是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如下：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其中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投入，，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劳动力投入，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技术

水平。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𝜋𝜋𝜋𝜋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𝐹𝐹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一阶条件为：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 （1 + 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𝑃𝑃𝑃𝑃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2） 

同时满足以下资源约束， 

区域总资本 K 满足：𝐾𝐾𝐾𝐾 =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3） 

区域总劳动 L 满足：𝐿𝐿𝐿𝐿 =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4） 

区域总产出为 Y 为区域内各城市产出的函数： 

𝑌𝑌𝑌𝑌 = 𝐹𝐹𝐹𝐹(𝑌𝑌𝑌𝑌1, … ,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5） 

假设区域加总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因此， 

𝜕𝜕𝜕𝜕𝜕𝜕𝜕𝜕
𝜕𝜕𝜕𝜕𝜕𝜕𝜕𝜕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6） 

根据欧拉定理，有 

（8）

（6）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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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α_i 表示城市 i 的资本产出弹性，α 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δ_i 表示城市 i 的产出

占区域总产出的比重，δ_i=(p_i Y_i)⁄Y。

用 ρ_(K_i ) 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用 ρ_(L_i ) 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

系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

常常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 (ρ_(K_i ) ) 为资本的相对扭曲

系数。将（10）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这样城市 i 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进一步地城市 i 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以（15）式为例，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 表 示 资 本 达

到有效配置时，城市 i 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

曲程度，如果 (ρ_(K_i ) ) >1，则表明城市 i 过度使用了资本，如果 (ρ_(K_i ) ) <1 则表示城市 i 使用

资本不足。至此我们就可以将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出来，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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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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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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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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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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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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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14）

（13）

（12）

（11）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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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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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15）

（16）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明城市𝑖𝑖𝑖𝑖过度使用了资本，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使用资本不足。至此我们就可

以将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出来，写成如下形式：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 1                            （17） 

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 1                             （18）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总体资源错配指数τ𝑖𝑖𝑖𝑖，用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与劳动力错配指数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的加权平均值表示，

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的权重为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权重为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τ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9）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等。其中《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涵盖了

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涵盖了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劳动

力人数。《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给出了各年汇率、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等指数指

标。 

2.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发展，完全一体化的城市规

模在理论上的分布服从 Zipf分布，然而，已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服从 zipf分布。

因此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误差。本文不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是测算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

程度越低，反之则反之。市场分割的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指标（Parsley 和 Wei，1996；

陆铭和陈钊，2009），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同一种商品在各地区的价格应该一

致。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趋同度指标（Young，2000），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区域

内部的产业结构有一个理论上的趋同。鉴于城市数据在商品价格，以及实证检验的共线性，本文采

用价格类指数衡量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Var�𝑞𝑞𝑞𝑞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Var(�∆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𝑄𝑄𝑄𝑄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𝑖𝑖𝑖𝑖𝑘𝑘𝑘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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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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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𝑌𝑌𝑌 =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7） 

由以上七个式子可以得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 i 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满足，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α𝑖𝑖𝑖𝑖
1

1+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8）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9） 

其中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产出弹性，𝛼𝛼𝛼𝛼表示区域总体的资本产出弹性，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产出占区域

总产出的比重，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𝑝𝑝𝑖𝑖𝑖𝑖𝑌𝑌𝑌𝑌𝑖𝑖𝑖𝑖 𝑌𝑌𝑌𝑌⁄ 。 

用ρ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资本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10） 

用ρ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表示 i 城市的劳动力绝对扭曲系数，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1+𝜏𝜏𝜏𝜏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1）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区域内各个城市资本扭曲系

数同比例变化，资本价格资本在各行业中的相对使用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实际测算中，常常

使用要素的相对扭曲系数近似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此时定义ρ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将（10）

式代入（8）式，（11）式代入（9）式可得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𝐾𝐾𝐾𝐾                             （12）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𝐿𝐿𝐿𝐿                          （13） 

这样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就写为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14） 

进一步地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15） 

同样的，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可以写成 

𝜌𝜌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𝚤𝚤𝚤𝚤����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16） 

以（15）式为例，�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𝐾𝐾𝐾𝐾
�表示 i 城市实际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表示资本达到有

效配置时，城市𝑖𝑖𝑖𝑖理论上使用的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两者的比重表示了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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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i 的总体资源错配指数 τi，用资本错配指数 τKi 与劳动力错配指数 τLi 的加权平均值表示，

资本错配指数 τKi 的权重为 αi，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权重为 1-αi。

四、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等。其中《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涵

盖了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涵盖了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

市劳动力人数。《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给出了各年汇率、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

等指数指标。

2. 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发展，完全一体化的城市

规模在理论上的分布服从 Zipf 分布，然而，已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服从 zipf 分布。

因此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误差。本文不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是测

算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

分割程度越低，反之则反之。市场分割的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指标（Parsley 和 Wei，

1996；陆铭和陈钊，2009），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同一种商品在各地区的价

格应该一致。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趋同度指标（Young，2000），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

化下，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有一个理论上的趋同。鉴于城市数据在商品价格，以及实证检验的共

线性，本文采用价格类指数衡量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 表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j 表示不同地区，k 表示 k 种商品， 表 示 第 k 种 商

品相对价格的均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如果相邻省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

那么不相邻的省份之间必然也存在贸易壁垒，因此只要计算相邻城市组的市场分割指数，然后取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明城市𝑖𝑖𝑖𝑖过度使用了资本，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使用资本不足。至此我们就可

以将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出来，写成如下形式：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 1                            （17） 

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 1                             （18）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总体资源错配指数τ𝑖𝑖𝑖𝑖，用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与劳动力错配指数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的加权平均值表示，

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的权重为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权重为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τ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9）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等。其中《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涵盖了

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涵盖了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劳动

力人数。《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给出了各年汇率、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等指数指

标。 

2.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发展，完全一体化的城市规

模在理论上的分布服从 Zipf分布，然而，已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服从 zipf分布。

因此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误差。本文不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是测算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

程度越低，反之则反之。市场分割的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指标（Parsley 和 Wei，1996；

陆铭和陈钊，2009），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同一种商品在各地区的价格应该一

致。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趋同度指标（Young，2000），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区域

内部的产业结构有一个理论上的趋同。鉴于城市数据在商品价格，以及实证检验的共线性，本文采

用价格类指数衡量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Var�𝑞𝑞𝑞𝑞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Var(�∆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𝑄𝑄𝑄𝑄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𝑖𝑖𝑖𝑖𝑘𝑘𝑘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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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表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j 表示不同地区，k 表示 k 种商品，∆𝑄𝑄𝑄𝑄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𝑖𝑖𝑖𝑖𝑘𝑘𝑘𝑘�������表示第 k 种商品

相对价格的均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如果相邻省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那

么不相邻的省份之间必然也存在贸易壁垒，因此只要计算相邻城市组的市场分割指数，然后取其平

均值就得到了各个城市的市场分割指数 

（2）控制变量。除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对于区域资源错配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一些其他

因素对于区域资源错配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ind）：柯善咨和赵曜（2014）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协同影响我国城市的

资源出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

生产效率低下的产业逐步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从而改善资源错配状况。借鉴干春晖（2011）

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代表产业结构，反映产业结构的升级。 

人口结构（pop）：蔡防（2013）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其“人口红利”

所发挥的作用，“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获得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并且劳动力无限供

给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人口红利”的衰减将会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重要

影响。中国作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体，人口结构对劳动力的配置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蔡防

（2013）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其“人口红利”所发挥的作用，“人口红

利”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获得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

减效应。“人口红利”的衰减将会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借鉴李扬和殷剑锋

（2005）对人口结构的衡量，采用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乘

积这一指标来代表人口结构，反映“人口红利”的变化。 

金融结构（fin）：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资本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陈创练等，2012）。在金

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不同的。企业的回报率与取得银行贷款能力的不对

称是一个普遍现象，具有较低生产能力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往往很难获

得贷款（Song et al，2011）。本文使用金融业从业人数与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金融结构的变化。 

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干预会对资源错配产生重要影响，白重恩等（2005）研究了政府干

预造成的资源错配，一方面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与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之间会产生资源错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般保护的是区域之间同质性较强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受到保护者和没受到保护

者之间也会产生资源错配。一般来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干预，即对经济

进行管制；另一种是控制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服务（斯蒂格利茨，2008）。其中，财政补

贴是政府干预经济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因此采用财政补贴收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

干预程度。 

外资依存度（fdi）：经济体内部的资源错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外贸的结构性失衡。开

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的直接投资将参与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方面，外资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明城市𝑖𝑖𝑖𝑖过度使用了资本，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使用资本不足。至此我们就可

以将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出来，写成如下形式：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 1                            （17） 

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 1                             （18）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总体资源错配指数τ𝑖𝑖𝑖𝑖，用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与劳动力错配指数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的加权平均值表示，

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的权重为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权重为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τ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9）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等。其中《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涵盖了

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涵盖了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劳动

力人数。《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给出了各年汇率、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等指数指

标。 

2.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发展，完全一体化的城市规

模在理论上的分布服从 Zipf分布，然而，已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服从 zipf分布。

因此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误差。本文不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是测算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

程度越低，反之则反之。市场分割的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指标（Parsley 和 Wei，1996；

陆铭和陈钊，2009），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同一种商品在各地区的价格应该一

致。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趋同度指标（Young，2000），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区域

内部的产业结构有一个理论上的趋同。鉴于城市数据在商品价格，以及实证检验的共线性，本文采

用价格类指数衡量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Var�𝑞𝑞𝑞𝑞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Var(�∆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𝑄𝑄𝑄𝑄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𝑖𝑖𝑖𝑖𝑘𝑘𝑘𝑘��������) 

朱贝贝：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明城市𝑖𝑖𝑖𝑖过度使用了资本，如果𝜌𝜌𝜌𝜌𝐾𝐾𝐾𝐾𝚤𝚤𝚤𝚤���� < 1则表示城市𝑖𝑖𝑖𝑖使用资本不足。至此我们就可

以将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出来，写成如下形式： 

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𝐾𝐾𝐾𝐾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𝛼𝛼𝛼𝛼 ��

− 1                            （17） 

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 1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𝐿𝐿𝐿𝐿 � �
𝛿𝛿𝛿𝛿𝑖𝑖𝑖𝑖(1−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𝛼𝛼𝛼𝛼

��
− 1                             （18） 

城市𝑖𝑖𝑖𝑖的总体资源错配指数τ𝑖𝑖𝑖𝑖，用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与劳动力错配指数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的加权平均值表示，

资本错配指数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的权重为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劳动力错配指数的权重为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τ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𝐾𝐾𝐾𝐾𝑖𝑖𝑖𝑖 + (1 − 𝛼𝛼𝛼𝛼𝑖𝑖𝑖𝑖)τ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𝑖𝑖                         （19）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等。其中《中国统计年鉴》《长三角 26 个城市统计年鉴》涵盖了

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年末就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涵盖了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劳动

力人数。《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给出了各年汇率、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等指数指

标。 

2.其他解释变量的选取 

（1）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发展，完全一体化的城市规

模在理论上的分布服从 Zipf分布，然而，已有许多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服从 zipf分布。

因此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误差。本文不直接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而是测算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市场分割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分割

程度越低，反之则反之。市场分割的测度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指标（Parsley 和 Wei，1996；

陆铭和陈钊，2009），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同一种商品在各地区的价格应该一

致。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趋同度指标（Young，2000），其理论依据是在区域经济完全一体化下，区域

内部的产业结构有一个理论上的趋同。鉴于城市数据在商品价格，以及实证检验的共线性，本文采

用价格类指数衡量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ln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Var�𝑞𝑞𝑞𝑞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Var(�∆𝑄𝑄𝑄𝑄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𝑘𝑘𝑘𝑘 � − �∆𝑄𝑄𝑄𝑄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𝚤𝑖𝑖𝑖𝑖𝑘𝑘𝑘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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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均值就得到了各个城市的市场分割指数

（2）控制变量。除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对于区域资源错配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一些其他

因素对于区域资源错配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ind）：柯善咨和赵曜（2014）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协同影响我国城

市的资源出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从生产效率低下的产业逐步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从而改善资源错配状况。借鉴干春晖

（2011）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代表产业结构，反映产业

结构的升级。

人口结构（pop）：蔡防（2013）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其 “ 人口红利 ”

所发挥的作用，“ 人口红利 ” 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获得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并且劳动力无限供

给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 人口红利 ” 的衰减将会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重要

影响。借鉴李扬和殷剑锋（2005）对人口结构的衡量，采用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劳动参与

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乘积这一指标来代表人口结构，反映 “ 人口红利 ” 的变化。

金融结构（fin）：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资本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陈创练等，2012）。在

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不同的。企业的回报率与取得银行贷款能力的

不对称是一个普遍现象，具有较低生产能力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往往

很难获得贷款（Song et al，2011）。本文使用金融业从业人数与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金融结构

的变化。

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干预会对资源错配产生重要影响，白重恩等（2005）研究了政府

干预造成的资源错配，一方面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与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之间会产生资源错

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般保护的是区域之间同质性较强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受到保护者和没受

到保护者之间也会产生资源错配。因此采用财政补贴收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

度。

外资依存度（fdi）：经济体内部的资源错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外贸的结构性失衡。

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的直接投资将参与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

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3. 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

市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数次扩容，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 “ 发改委 ”）

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设定的长三角城市为 26 个，相比之前的长三角城市，移

除了淮安、衢州、连云港、徐州、淮南、丽水、宿迁、温州 8 市，新扩展了安徽省的宣城、铜陵、

安庆、池州四市。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使用的 26 个长三角城市，虽然与发改委最新颁布的规划

里确定的长三角 26 个城市相同，但是本文采用的是基于空间地理的广义上的长三角城市群。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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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由于模型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在 0.5 以下，可以认为模型基本上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表 3 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 计量模型的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的影响，根据前文对区域经济

一体化影响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借鉴前人研究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构建以下的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Mis(i，t)，Misk(i，t)，Misk(i，t) 分别是总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

Inter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X 是控制变量向量，包含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金融结构、政府干

预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源错配指数 mis 0.469 0.381 0.000 1.121

资本错配指数 0.433 0.557 0.000 1.427

劳动力错配指数 0.498 0.374 0.001 2.315
经济一体化程度 inter 0.663 0.041 0.523 1.000

产业结构 stru 0.793 0.262 0.313 2.339
人口结构 pop 0.164 0.093 0.039 0.508

金融结构 fin 0.037 0.013 0.012 0.100

政府干预程度 gov 0.137 0.098 0.032 0.562
外资依存度 fdi 0.046 0.041 0.001 0.31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表 2  静态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FE RE

（20） （21） （22） （20） （21） （22）

inter -2.671**
（-0.503）

-0.947***
（-0.357）

-2.831***
（0.259）

-0.968**
（-0.463）

-1.447**
（-0.046）

-1.762
（-0.077）

stru -0.105**
（-1.290）

-0.112***
（-1.225）

-0.146**
（0.055）

-0.096
（-1.324）

-0.089
（-0.094）

-0.086**
（-0.057）

fin -0.052**
（-0.013）

-0.042**
（-0.006）

-0.036
（-0.141）

-0.106
（0.029）

-0.162
（-0.046）

-0.041
（-0.023）

pop -0.462**
（-0.043）

-0.203
（-0.037）

-0.904***
（-0.065）

-0.396
（-0.038）

-0.300*
（-0.027）

-0.224***
（-0.091）

gov 0.326**
（0.067）

0.053*
（0.142）

0.459
（0.157）

0.232*
（0.039）

0.461**
（0.198）

0.133
（0.276）

fdi -0.284*
（-0.082）

-0.4133**
（-0.025）

-0.024
（0.061）

-0.086
（0.022）

-0.093*
（-0.062）

-0.033
（-0.034）

con 0.695***
（0.027）

1.022***
（0.046）

0.770**
（0.043）

0.047***
（0.037）

0.085***
（0.050）

0.067***
（0.048）

注：***、**、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下面的括号内数字表示对应

参数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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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入将会加剧区域内部的市场竞争，低效率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又会弥补

区域内资本匮乏的情况，同时外资的进入常常伴随着技术的外溢，企业生产率得到提高，资源利用

率的提升将会改善资源错配状况（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

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3.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 2003-2017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

市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数次扩容，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颁

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设定的长三角城市为 26 个，相比之前的长三角城市，移除

了淮安、衢州、连云港、徐州、淮南、丽水、宿迁、温州 8 市，新扩展了安徽省的宣城、铜陵、安

庆、池州四市。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使用的 26 个长三角城市，虽然与发改委最新颁布的规划里

确定的长三角 26 个城市相同，但是本文采用的是基于空间地理的广义上的长三角城市群。进一步

的，由于模型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在 0.5 以下，可以认为模型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表 3 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计量模型的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的影响，根据前文对区域经济一

体化影响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借鉴前人研究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构建以下的面板回归模型： 

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𝛽𝛽0 + 𝛽𝛽𝛽𝛽1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𝛾𝛾’𝑋𝑋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20） 

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𝛽𝛽0 + 𝛽𝛽𝛽𝛽1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𝛾𝛾’𝑋𝑋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21） 

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𝛽𝛽0 + 𝛽𝛽𝛽𝛽1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𝛾𝛾’𝑋𝑋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22） 

其中，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分别是总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𝑋𝑋𝑋𝑋是控制变量向量，包含产业结构、人口结构、金融结构、政府干预

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源错配指数 mis 0.469 0.381 0.000 1.121 

资本错配指数 𝑚𝑚𝑚𝑚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 0.433 0.557 0.000 1.427 

劳动力错配指数 𝑚𝑚𝑚𝑚𝑖𝑖𝑖𝑖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 0.498 0.374 0.001 2.315 

经济一体化程度 inter 0.663 0.041 0.523 1.000 

产业结构 stru 0.793 0.262 0.313 2.339 

人口结构 pop 0.164 0.093 0.039 0.508 

金融结构 fin 0.037 0.013 0.012 0.100 

政府干预程度 gov 0.137 0.098 0.032 0.562 

外资依存度 fdi 0.046 0.041 0.001 0.31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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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控制了时间和个体特征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估计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区域经济一体化抑制了资源错配指数的增加。这说明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

加深，资源错配指数有下降的趋势。具体来说，在固定效应回归下，总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错

配指数、劳动力错配指数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随机效应回归下，总

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错配指数、劳动力错配指数的系数也均为负值，总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

错配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在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结构在固定效

应回归下对总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至少在 5% 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在随机效应回归下对总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总体资

源错配、资本错配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改善资源错配状况。

金融发展水平在固定效应回归下对总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至

少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随机效应回归下对总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

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这与 Song（2011）的研究基本一致。人口结构在固定效应回归下对总体

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其中资本错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在随机效

应回归下对总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总体资源错配回归系数不显著，

资本错配回归系数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政府干预程度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下对总体

资源错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劳动力错配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外资依存度在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回归下，对资本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 稳健性检验

在现实经济中，资源错配状况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上述模型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根据 Wooldridge（2002）的解决办法，选取区域经济一

体化水平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此外，资源错配可能会产生路径依赖，即上一期的资

源错配状况往往会对下一期的资源错配产生影响，为了能有效刻画区域内部资源错配的惯性，引

入滞后一期的资源错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此时计量模型将变为动态面板估计模型。

Mis(i，t)=β0+αMis(i，t-1)+β1 Inter(i，t)+γ^’ X(i,t)+ui+λt+ε(i,t)                                                   （23）

Misk(i，t)=β0+αMisk(i，t-1)+β1 Inter(i，t)+γ^’ X(i,t)+ui+λt+ε(i,t)                                               （24）

Misl(i，t)  =β0+αMisl(i，t-1)+β1 Inter(i，t)+γ^’ X(i,t)+ui+λt+ε(i,t)                                               （25）

由于模型中涉及工具变量，因此本文首先采用了 2SLS 对（23）、（24）、（25）式进行回归，

但是 2SLS 假定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由于长三角 26 个城市所固有的特征导致随机扰动项

不一定满足独立同分布的假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又采用了广义距估计（GMM）方法对（23）、

（24）、（25）式进行回归。GMM 估计作为一致估计并不要求对变量的分布进行假定，对随机干

扰项的分布也不进行严格假定，可以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的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因此对动

态模型的估计本文采用 GMM 方法，同时作为对照本文也报告了 2SLS 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见表 5。

回归结果与静态面板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系数的正负方向上是一致的。在 2SLS 回

归下，总体资源错配指数、劳动力错配指数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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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配指数系数为负值，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 GMM 回归下，总体资源错配指数、资本错配

指数、劳动力错配指数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前面理论机制分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改善地区内部的资源错配状况。

表 3  动态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2SLS GMM

（23） （24） （25） （23） （24） （25）

L1 0.027***
（0.032）

0.022***
（0.064）

0.023***
（0.028）

0.024***
（0.027）

0.011***
（0.032）

0.015***
（0.043）

-1.873**
（-1.016）

-2.253***
（-2.113）

-0.674**
（-1.487）

-1.325***
（-0.978）

-1.941***
（-1.475）

-0.333***
（-1.321）

Contra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 — — 0.020 0.034 0.031
AR(2) — — — 0.161 0.228 0.247
Sargan 0.321 0.323 0.432 0.219 0.225 0.403

注：L1 为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AR(1)、AR(2)、Sargan 检验报告的是 p 值，下同。

6. 进一步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等城市组成。由于不同省份内部，城市地

位不同，受到的政策作用也不相同，最终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将除上海市以外的 25 个城市根据隶属的省份划分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类，使用上述

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表 4  分类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总体资源错配指数 mis

江苏 浙江 安徽

L1 0.033***
（0.012）

0.052***
（0.031）

0.064**
（0.043）

-0.132***
（-0.023）

-0.2411**
（-0.035）

-0.276
（-0.058）

AR(1) 0.146 0.045 0.023

AR(2) 0.265 0.305 0.347

Sargan 0.453 0.532 0.601

表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在江苏省城市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 1% 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江苏省内的长三角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改善作用

非常明显，这与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致，江苏省内的长三角城市与上海市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苏

南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较强。浙江省内城市的回归系数

为负，并且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浙江省内的长三角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和改善作用较为明显，但是弱于江苏省，其原因可能是浙江省内的经济模式与江苏省

存在着很大不同，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限制相对较弱，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不

是非常明显。隶属于安徽省的长三角城市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区域经济一体

朱贝贝 : 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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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于对于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确。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安徽省距离上海市

较远，受到上海市的经济辐射相对较小，其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较晚，经济一体化程度本身不高，

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有限。

长三角城市群是以上海市为中心进行扩散的中心—外围型城市群。为了打破省级行政边界对

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以各城市与上海市之间的铁路距离，将除上海市以外的 25 个城市划分为三

类，第一类为 0-300 公里以内，第二类为 300-400 公里，第三类为 400 公里以上，进一步分析长

三角不同城市总体资源错配指数（mis）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为处理内生

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表 5  分类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总体资源错配指数 mis

0-300 公里 300-400 公里 400 公里以上

L1 0.069***
（0.021）

0.052***
（0.067）

0.064**
（0.054）

-2.354***
（-0.042）

-1.765***
（-0.037）

0.489
（1.085）

AR(1) 0.031 0.027 0.019

AR(2) 0.315 0.407 0.318

Sargan 0.727 0.619 0.697

表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在 0-300 公里城市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 300-400 公里城市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0-300

公里城市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300-400 公里城市的回归系数。这说明距离上海市 300 公里以

内的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改善程度大于 300-400 公里以内的城市。在 400 公里以

上城市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距离上海市 400 公里以上城

市的资源错配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对于这个结果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方面由于距离上海市较远，

受到上海市的经济辐射较小，经济一体化程度本身不高，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

于其内层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原本因为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红利而获得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

流出。

六、结论

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内部的总体资源错配状况有所改善，资本错配状况先升后降，劳动力

错配状况有所下降。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显

著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源错配的状况。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配的影响存

在省际差异，隶属于江苏省的长三角城市的资源错配水平受到一体化的改善作用较为明显，区域

经济一体化对于隶属于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改善作用较为均衡，隶属于

安徽省的长三角城市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不明确。去除省级行政边界的限制来看，距离上海市越远，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总体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越不明显。具体来说，距离上海市 300 公里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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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能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状况，距离上海市 300-400 公里的城市，区域经济一

体化能较显著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距离上海市 400 公里以上的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资源错

配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指导教师：刘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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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Zhu Beibei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3 to 2017,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cap-

ital mismatch index and labor mismatch index of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synthesizes the capital mismatch 

index and labor mismatch index into resource mismatch index according to the weighted average method. The index of eco-

nomic integration is calcul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egment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rovement of re-

source mis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apital mismatch 

situ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ri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and the labor mismatch situation tends to declin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the region. (2) This 

kind of improvement effect is obvious in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weak in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unclear in cities 

of Anhui Province. (3) When breaking provincial boundarie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s not obvious as far away from the central city (Shanghai).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tinu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the region.

Key  words：Marketdistortion;Resource Misallocation;Yangtze River Delta;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