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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

———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3

傅十和　洪俊杰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我国 2004 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 ,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

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

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 ,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行业

内集聚经济) ,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跨行业集聚经济) ;中

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但只在特大城市中

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

斯外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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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是城市存在的原

因之一 ,并解释了集聚经济产生的不同机制。然而 ,关于集聚经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许多经验检

验结果并不一致。产生实证结果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不同类型

的集聚经济的关系。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中国 2004 年经济普查微观数据 ,首次检验了不同规模的

制造业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于何种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研究结果对不同规模城市中不

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企业、产业和城市发展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第一节介绍相关的研究文献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第二节建立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节介

绍所使用的数据 ,第四节论述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第五节报告经验检验结果 , 最后总结研究结论

并讨论相关政策含义。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在一个城市里 ,单个企业可以受益于同行业企业的集中 ,这种单个企业所享受到的企业之外、

行业之内的外部经济称为行业内集聚经济 (Localization economies) ;同样 ,单个企业也可以受益于该

城市内不同行业的企业的集中 ,这种单个企业所享受到的行业之外、城市之内的外部经济称为跨行

业集聚经济 (Urbanization economies) ( Hoover , 1936) 。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的划分是从静态角

度考虑的。马歇尔 (Marshall , 1920) 最早从动态角度分析了行业内集聚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行

业增长的重要性 ,所以这种动态的行业内集聚经济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或

马歇尔规模经济。相应地 ,动态的跨行业集聚经济被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 (Jacobs externalities) , 因

为雅各布斯 (Jacobs , 1961 ,1969)非常强调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城市内产业的逐渐多样化。一些

211

傅十和、洪俊杰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静态的城市理论模型采用了马歇尔外部性概念 (Abdel2Rahman and Fujita , 1990) ; 经验检验文献中

常有利用截面数据来估计马歇尔外部性的例子 (Nakamura , 2005) ,因此 ,虽然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

据 ,但以下我们不再具体区分静态和动态的差别 ,把行业内集聚经济和马歇尔外部性等同看待 ,把

跨行业集聚经济和雅各布斯外部性混同使用。

城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检验为马歇尔和雅各布斯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很多解释和证

据。① 如果一个城市聚集了很多同行业的企业 ,这个城市就相对地专业化于该行业。专业化能产

生斯密所描述的分工的好处。马歇尔 (1920)认为同行业企业在地理上的聚集可产生三种好处 : (1)

知识与技术外溢 :在同一城市、同一行业工作的工人通过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可以很快地传播信息 ;

同一城市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之间也很容易发生技术外溢 ; (2)中间投入品的共享 ; (3)劳动力市场共

享。Henderson (1974)把马歇尔外部性看成是城市存在的原因 ,据此建立了关于专业化城市系统的

模型。Porter (1998)认为 ,同行业企业聚集所产生的激烈竞争可以促使企业更快地采用和创造新的

技术。②

城市产业的多样化也能给企业带来外部经济 ,其主要原因是 : (1)中间投入品的分享 (为不同行

业的企业提供的金融、法律等服务以及当地的文化娱乐设施) ; (2)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 ,多样化的产

业集聚能使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提高并降低失业率 (Malizia and Ke , 1993) ; (3) 统计意义上的生产

的规模经济 (Statistical economies) :大量不同产业的企业的聚集导致了对中间产品和劳动力需求的

多样化 ,可以使产品的销售和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定 ; (4)相应地 ,统计意义上的消费的规模经济 ; (5)

产业之间的关联 ,比如 ,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雅各布斯 (1969)则强调产业多样化能

刺激新的想法的产生 ,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诞生 ,从而促进城市发展。③

研究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对城市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如果企业主要得益于

行业内集聚经济 ,那么市场因素将会促使企业向那些产业专业化的城市集中。这显然有利于以一

种或者密切相关的几种产业为主导的城市的发展。例如 ,以钢铁业为主导产业的中等城市就属于

这一类。另一方面 ,如果企业主要得益于跨行业集聚经济 ,那么企业将会选址于那些产业多样化程

度高的城市。这无疑会促进以产业多样化为特点的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发展。

已有的检验集聚经济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城市产业数据、企业数据或工资数据。理论上马歇尔

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均能促进产业发展。Glaeser 等 (1992) 利用美国城市产业数据 ,发现雅各

布斯外部性 ,而不是马歇尔外部性 ,能引起行业就业的增长。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城市规模的影

响。利用美国企业普查微观数据 ,Henderson (2003)发现在高科技产业中 ,马歇尔外部性对企业生产

率具有很强的正的影响 ,但雅各布斯外部性则没有影响。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不一致的结论 ,

比如 ,Shefer (1973)发现了制造业中的行业内外部经济 ;Segal (1976) 和 Sveikauskas (1975) 则确认了雅

各布斯外部经济 ; Sveikauskas 等 (1988)则发现食品加工行业中两种集聚经济的存在取决于模型的

设定 ;Moomaw(1986)发现两种集聚经济的效果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随时间变动。在竞争性市场

中 ,劳动的实际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因此集聚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会直接反映到工资水

平上。Fu (2007)利用 1990 年马萨诸塞州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总的说来 ,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

外部性均对工人工资有正的影响 ,其中马歇尔外部性对高科技行业工人工资有较强的正的影响 ,制

造业行业工资则受益于两种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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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微观经济学只注重技术外部性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并不关心货币外部性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 但集聚经济中既涉

及到技术外部性 ,又涉及到货币外部性。

王旭章 (1996)对苏南行业规模经济优势的案例分析可以看成是我国城市中马歇尔外部性的很好的实例。

参见 Quigley (1998) 、Duranton 和 Puga (2000) 以及 Rosenthal 和 Strange (2004)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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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研究非常少。白重恩等 (2004)和金熠等 (2006) 分别利用各省产业数

据 ,路江涌和陶志刚 (2007)利用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原因 ,但均没

有研究集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Batisse (2002)和 Gao (2004) 分别利用了中国各省 1988 —1994 年和

1985 —1993 年产业数据来研究集聚经济对产业绩效的影响 :前者发现了雅各布斯外部经济的增长

效应 ,但没有马歇尔外部性 ;后者发现集聚经济对产业增长没有效果。陈良文等 (2006) 沿用 Glaeser

等 (1992)的方法利用中国各省 1993 —2003 年工业行业数据 ,得出了与 Glaeser 等 (1992) 相反的结

论。以上研究采用的产业多样化指标只是反映了制造业内部的差异性 ,没有考虑制造业之外的其

他产业的影响 ,而且使用的是省级产业加总的数据 ,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偏差。Pan 和 Zhang(2002)

利用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 ,估计了城市规模及城市产业总销售量对单个企业生产率的

影响 ,发现跨行业集聚经济没有影响。

以上国内外实证研究得出了看似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企业是否受益于马

歇尔或雅各布斯外部经济。我们认为 ,不同规模的企业可能受益于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 ,不同规模

的城市可能具有显著的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 ;因此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可能会受

益于不同类型的聚集经济。已有研究忽视了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的影响 ,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

论。本文将在以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关于分析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之

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然后利用我国首次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 ,来检验不同规模的企业

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

二、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可能会受益于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关于企业

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较少且零散地分布在研究其他问题的文献中。这里我

们对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关系的理论作一梳理 ,以为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实证结果的解释

提供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分析框架也可用来解释国内外有关集聚经济实证结果的不一致性。

(1) 马歇尔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城市产业应该专业化 ,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存在则意味着城市

产业应该多样化。看似矛盾的两种理论可以由城市规模的差异来解释。中等城市一般多倾向于专

业化 (Henderson , 1997) ,比如 ,钢铁城市、石油城市等 ;但大城市一般具有产业的多样化 (Jacobs ,

1961)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大城市更有能力提供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多样化的中间投入品

(Abdel2Rahman and Fujita , 1990) 。因此 ,一个可检验的理论假说是企业在中等城市中相对较强地得

益于马歇尔外部性 ,而在更大的城市中相对较强地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

值得指出的是 ,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可能同

时拥有多个相对专业化的产业但仍然具有很高的产业多样化程度。例如 ,纽约就是以金融、广告、

法律服务、出版、服装、影视及旅游等为主的产业多样化程度高的大都市。另外 ,产业多样化程度相

同的城市 ,各自的产业结构或者产业专业化程度可能迥异。利用数学可以很容易推导如下结论 :产

业多样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之间并无线性关系 ,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 ,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同

时包括这两个变量 ,并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2) 不同规模的企业受益于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雅各布斯 (Jacobs , 1961)详细论述了企业规

模和城市产业多样化的关系。她认为大企业相对更加自给自足 ,所以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度不是很

大 ;相反 ,小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得到各种中间投入或服务 ,因此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高度依赖

于外部环境的多样化程度。另外 ,年轻的小企业所需要的创新活动大部分发生在产业多样化程度

较高的城市 (Chinitz ,1961 ;Duranton and Puga ,2000) 。由于大城市的产业多样化程度更高 ,所以小企

业在大城市中更易成长。由此得出的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是 :相对于大企业 ,小企业在城市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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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尤其在大城市中 ,小企业比大企业相对更强地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

济。但雅各布斯的理论至今没有人做过经验检验。

(3) 许多研究采用城市人口规模来衡量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比如 ,Moomaw (1986) ,Segal (1976)

以及 Sveikauskas 等 (1988) 。虽然大城市里产业更加多样化 ,但人口规模效应并不能准确地度量雅

各布斯外部经济。比如 ,在同样规模的城市里 ,产业的分布和产业结构不同 ,所引起的外部经济与

外部不经济可能就很不相同 (Chinitz , 1961) 。又如 ,在内生增长文献中 ,人口规模的增加可以导致

一个国家内的“干中学”和知识外溢效果增加 ,从而提高生产率 ,但可能并不影响产品种类的变化

(Barro and Sala2I2Martin , 2004 , 第 4 章) 。要准确度量雅各布斯外部性 ,应该控制城市规模效应 ,同

时采用产业多样化指标。

(4)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人口的增加会同时带来正的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包括知识外

溢、共享公共物品成本等 ,这是促使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力量 ;负的外部性包括交通拥挤、地租上涨、

环境污染等 ,这是促使人口远离城市的力量。当人口规模最优时 ,在边际上这两种力量正好抵消

(Arnott , 2004) 。现实生活中的城市规模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的 ,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所产生的正的和

负的外部经济的强度也就会不同。因此 ,以城市人口规模为变量来衡量的企业所受益的集聚经济

的程度可能为正、负或者接近于零 ,取决于实际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小于、大于还是接近于最优城市

人口规模。

本文利用 2004 年中国首次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 ,检验了大中城市中马歇尔

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已有文献不同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控制了行业人力资

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来研究行业内集聚经济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尤其重要的是 ,本文

关注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城市

政府制定有关地方企业、产业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三、数 　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4 年中国首次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该数据库包括了全国

所有制造业企业的主要特征变量 ,包括企业代码、地址、产业分类、从业人员情况、登记注册类型、隶

属关系、开业时间、营业状态及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总资产、营业收入等) 信息。本文所用样本选取

原则为 :

(1)剔除企业代码重复的观测值 ;

(2)只选取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产业活动单位 ;

(3)处在营业状态中 ;

(4)企业地址在非农业人口 20 万以上的城市的市辖区。由于广东陆丰、普宁及江苏宜兴的有

关城市特征数据缺乏 ,此三个城市未选入。人口 20 万以下的城市多为县级市 ,其城市特征数据大

多未被《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报告 ,所以未选入本文样本。所选样本共包含 241 个城市。

与所选企业样本相对应 ,我们采用市区非农业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为了计算每个城

市的产业多样化指标 ,我们利用了 2004 年各个城市分行业 (1 位数分类代码) 单位就业人数 ,包括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等 19 个分行业。①城市人口规模和分行业就业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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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19 个分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计算机软件业、住

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金融、房地产、商业租赁业、科技勘查、水利环境、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保福利、文体娱乐业、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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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统计工作中按城市按市区 (不包括市辖县)非农业人口总数把城市规模划分为以下几

组 : (1) 超大城市 :200 万人口以上 ; (2) 特大城市 :100 至 200 万人口 ; (3) 大城市 :50 至 100 万人口 ;

(4) 中等城市 :20 至 50 万人口 ; (5) 小城市 :20 万以下人口。本文所用样本中 ,中等城市有 115 个 ,

大城市 76 个 ,特大城市 30 个 ,超大城市 20 个。此外 ,国家统计局根据企业从业人员、销售额以及

资产总额三项指标来划分大中小型工业企业。①我们主要采用从业人员标准来划分 ,同时也试用销

售额标准和资产标准做结果敏感性分析。

四、方法和计量模型

假设城市中的企业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 ,但受益于马歇尔和雅各布斯外部经济。选

址于城市 m 行业为 i 的企业 j 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单表示为 :

Yijm = f ( ∑
j

L ijm ) K
α
ijmL

1-α
ijm g ( ∑

j

L1 jm , ⋯, ∑
j

L ijm ) , (1)

其中 Yijm是城市 m 行业 i 里的第 j 个企业的总产出 , Kijm和L ijm分别为该企业所利用的资本和劳动投

入量 , f (·)表示的是马歇尔外部性 ,是同行业总就业人员的增函数 ; g (·) 表示的是雅各布斯外部

性 ,是城市内行业总数及每个行业就业人数的函数。我们假设两种外部性对企业生产函数具有希

克斯中性 (Hicksπ neutrality) 。与方程 (1)相对应的计量模型可以写成 :

ln Yijm = α+βXijm + γMim +λJ m +εi +εj +εm +εijm , (2)

其中 ln Yijm是第 m 个城市里行业 i 里的第 j 个企业的总产出的自然对数值 , Xijm 是反映该企业特征

的变量向量 , Mim为反映第 m 个城市里行业 i 的特征的向量 ,包括行业就业人员的的平均教育水平

等行业内集聚经济指标 ; J m 是反映第 m 个城市的特征的向量 ,包括城市规模、雅各布斯外部性变量

等 ;εi ,εj 和εm 为观测不到的行业特征、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 ;εijm是随机扰动项 ,可能具有异方差和

空间上的自相关 ; α,β,γ,λ为待估计系数向量。

为了控制观测不到的产业特征εi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加入了产业固定效应。由于观测

到的企业特征可能与观测不到的城市特征相关 ,即 E ( Xijmεm ) ≠0 ,比如 ,非国有企业可能更倾向于

选址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从而使企业特征的估计系数有偏。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

城市固定效用 ,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估计可观测的城市特征的影响。因此 ,我们利用省份固定

效应来控制区域差别 ,同时采用省会及直辖市哑变量来控制城市地位不同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最

难的问题是所谓的内生性问题 ,观测不到的企业特征可能与观测到的城市特征和产业特征相关 ,即

E ( J mεj ) ≠0 , E ( Mimεj ) ≠0 ,比如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的外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址于沿海城市 ,这

种相关会造成城市特征 (包括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和行业特征 (包括马歇尔外部经济)的估计系数有

偏。内生性问题在截面数据中非常普遍 ,除了使用面板数据或工具变量外 ,一般没有较好的办法解

决。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以及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并不试图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 ,我

们所采用的对策是充分利用数据提供的关于企业特征的信息 ,尽最大可能控制住单个企业的可观

测到的重要特征。

具体说来 ,本文选取的反映单个企业特征的变量包括 :

(1)Ln (Asset) ,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 用来衡量企业所投入的资本 ;

(2)Ln ( Employee) : 企业总就业人数的对数值 , 用来衡量企业所投入的劳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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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数在 300 以下、销售额在 3000 万元以下、资产总额在 4000 万元以下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在 300 及以上、

2000 元以下、销售额在 3000 元万及以上、3 亿元以下、资产总额在 4000 万元及以上、4 亿元以下 ;大型企业从业人员在 2000 及以上、

销售额在 3 亿元及以上、资产总额在 4 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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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ge : 企业的年龄 , 等于 2004 减去企业开业的年份 ;

(4) Age
2

: 企业年龄的平方 , 用来表示企业寿命周期因素的影响 ;

(5) Email : 哑变量 ,表示企业是否有电子邮件地址 ,用来反映现代信息技术的采用对企业产出

的影响 ,该变量与企业是否有网址高度相关 ;

(6) Avedu : 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 ,以企业从业人员中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所

占比重来衡量 ,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 ;

(7)一组有助于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其他哑变量 ,包括 23 种登记注册类型 (如国有、集体、私营独

资、外资企业等) 、10 种隶属关系 (如中央、省、地区等) 、4 种机关级别 (即国家、省、地、县) 和 3 种控

股情况 (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其他) 。①

普查数据中行业代码为 4 位数 ,我们采用了 2 位数代码来定义行业 ,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13 —

43 ,共计 31 类。反映企业所在行业在企业所在城市的特征变量包括 :

(1) Induavedu : 某一城市里某一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 ,用该行业中本科和本科以上学

历的从业人员占该行业在该城市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 ,反映该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及知识

外溢的程度 , 也称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就业人员的聚集能产生显著的知识外

溢 (Moretti , 2004) ,这种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马歇尔外部性相关但并不等同 ,因此 ,在估计马歇尔外

部性时 ,我们控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②

(2) Specialization : 某一行业在某一城市的专业化程度指标 ,用某一城市中该行业总的就业人

数占该城市的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一个行业在某个城市的集中程度或专业

化程度 ,可以作为行业内集聚经济或马歇尔外部性的量度。③城市总就业人口和分行业就业人口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但采用了与经济普查不同的统计口径 ,所以我们分两步来近

似计算专业化指标。首先 ,从普查数据样本中计算某一行业就业人数占该城市总制造业就业人数

的比重 ,然后从《城市统计年鉴》中计算出制造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 (我们

认为这个比重应该很接近于全部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比重) ,然后用这两个比重的乘积

作为该行业的专业化指标 ,来衡量马歇尔外部性。

我们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同时 ,采用一个城市的产业多样化指标来衡量雅各布斯外部性。

反映企业所在城市的特征的变量包括 :

(1) Ln (Pop) : 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 (以万人为单位)的对数值 ,反映城市规模的大小 ;

(2) Diversity : 城市产业多样化指标。产业多样化指标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衡量 ,比如 :基尼系

数、Theil 熵指数等 (Malizia and Ke , 1993) 。本文采用 1 减去各产业就业的赫芬达尔 ( Herfindahl) 指

数 ,用以下公式表达 :

Diversitym = 1 - ∑
i

e
2
im , (3)

其中 eim是在城市 m 中行业 i 总的单位从业人员占该城市总的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如果一个城

市中有很多个不同的行业 ,每个行业就业所占的比重都很小 ,那么产业多样化指标的值就会趋近于

1 ;反之 ,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少数几个大行业占主导地位 ,那么产业多样化指标的值就会趋近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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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enderson (2003)采用了某一区位的同行业生产单位 ( Plant) 的个数来衡量马歇尔外部性 ,由于我们的数据是以法人为单

位 ,而不是以 Plant 为单位 ,故采用就业人数而非企业个数来衡量马歇尔外部性。

数据中还有反映人力资本的其他变量 ,比如 :各类技术职称、各类水平技工等。我们分别试用过这些指标 ,结果相似。高

级职称以及高级工比重与本科或以上学历人员比重相关度很高。比如 ,样本中行业平均学历与平均职称的相关系数为 0184。为

避免多重共线性 ,我们依照已有文献惯例 ,只采用了本科或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重。

具体内容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普查网站上的统计说明 (网址是 http :ΠΠwww. stats. gov. cnΠzgjjpcΠpcfa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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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个多样化指标的主要优点是其值在 0 和 1 之间 ,且其系数可以解释为半弹性。这里产业采

用的是一位数产业分类 ,共计 19 个行业 (参见数据部分说明) 。

另外 ,我们加入了产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及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哑变量。由于随机扰动项可能具

有异方差 ,我们采用按城市 - 产业组合聚类的 HuberΠWhite 方差估计办法来得到一致的标准误

差。①由于处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所需要的数据目前无法得到 ,本文不拟处理空间自相关问题。

五、结 　果

(一)行业内集聚经济与跨行业集聚经济 :总的评价

表 1 第 1 列列出了利用所选样本的全部观测值来估计 (2) 的结果。所有估计系数均具有预期

的符号。企业资产和从业人员的系数之和稍微大于 1 ,但并不意味着企业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 ,

因为总资产并不是总资本的精确衡量 ,并且没有考虑原材料和其他商业服务投入量。是否具有电

子邮件信箱反映了企业是否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来从事生产经营管理 ,其系数虽为正 ,但不显著 ,

可能是因为数据有误差 ,比如可能有很多企业没有填报该项 ;也有可能是该变量不是信息技术的最

佳量度 ,需要综合考虑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 (Avedu) 的系数为

0109 且在 1 %水平显著 ,表明企业人力资本的质量对企业产出具有正的影响。其他反映企业特征

的变量 ,比如登记注册类型、隶属关系、控股情况等 ,由于不是本文所关注的 ,所以没有在表 1 中列

出。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反映人力资本外部性、集聚经济及城市规模效应的 4 个变量。InduAvedu

是用来衡量一个产业全体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或该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 ,其系数 (在这

里可以解释为半弹性)为 0121 ,且在 7 %水平上显著 ,说明了制造业中存在知识外溢效果或人力资

本的外部性。Specialization 变量衡量了一个行业在一个城市中的集中或专业化程度 ,其系数可以作

为马歇尔外部经济的度量 ,半弹性为 1104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业的就业量占

城市总就业量的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 ,该行业内的企业的总产出平均会增加 1104 %。这个经

济效果可以说是很强的。Ln (Pop) 是城市人口规模变量 ,其正的较小的且统计上显著的系数与多

数已有经验检验文献相一致。Diversity 是城市产业多样化指标 ,其半弹性为 0199 ,且在 1 %水平上

显著 ,可见在边际上跨行业集聚经济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与行业内集聚经济接近。Diversity 指标的

标准差为 0108 , 因此一个标准差就可以解释不同城市间制造业企业产出水平 8 %的差异。

表 1 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哑变量 (系数未在表中列出) ,分别

以小型企业和中等城市为比较基准。总的结果与第 1 列仍然非常相似 ,但 Diversity 的系数稍微减

少了 ,这是因为大城市一般具有更高的产业多样化程度 (样本中城市规模与 Diversity 变量的相关系

数为 0127) ,在控制了城市规模后 ,产业多样化的效果要变得弱些。总的说来 ,即使在控制了企业

规模和城市规模后 ,对所有企业来说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城市规模效应、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

外部性在所有城市中均存在。

由于具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的企业与只有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企业 ,其空间选址、生产经营管

理方面可能很不相同 ,因此 ,表 1 第 3、4 列给出了按单个和多个产业活动单位企业分类估计的结

果。单个单位的企业受益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马歇尔外部性、城市人口规模效应以及雅各布斯外

部性。具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的企业并不受益于行业内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城市规模的影响 ,可能

是因为该类企业更有能力招聘教育水平较高的雇员 ,以及在各类生产经营服务方面相对更自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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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赋予城市代码 3 位数 ,产业代码 2 位数 ,所以可用城市代码×100 + 产业代码来形成城市 - 产业代码。在 STATA 软件

中估计命令为 areg 加上 cluster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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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但仍然受益于马歇尔和雅各布斯外部性。这个结果与 Henderson (2003) 发现的单个单位和多

单位生产企业均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是一致的。

表 1 第 5、6 列给出了按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分类估计的结果。① 非高科技企业得益于

两类集聚经济和城市规模效应。与国外关于高科技企业非常依赖于集聚经济的经验结果相反 ,中

国的高科技企业几乎不受任何集聚经济的影响 ,这个结果令人意外 ,可能与高科技行业分类标准有

关 ,但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因素 ,值得另外单独研究。

除了高科技企业 (约占总企业数的 616 %)外 ,表 1 所给出的结果表明 :总体说来 ,制造业企业不

同程度地得益于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且在统计上显著。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本研究的第一个

经验检验结论 :

经验事实 1 : 总的说来 ,制造业企业在大中城市中得益于显著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和雅各布斯外

部经济。

(二)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中的行业内集聚经济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表 2 第 1 —4 列分别给出了样本为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制造业企业的估

计结果。可以看出 ,来自高素质人力资本聚集产生的知识外溢的效果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更为

显著 (在特大城市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 ,Specialization 系数由中等城市中的

119 且在 1 %水平显著逐渐递减且变得不显著 ,说明马歇尔外部性在中等城市中最为显著 ,大城市

中次之 ,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增加 ,其效果急剧变弱。这与观察到的中等城市多为专业化城

市 ,而大城市里的产业更为多样化的事实是一致的。人口规模效应在中等城市中显著 ,但在更大城

市中为负或不显著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大城市中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最优规模 ,从而人口聚集的负的

外部性超过了正的外部性 ,所以净效果不显著甚至为负。产业多样化指标的效应随城市规模的增

加而增加 ,在超大城市中最为强烈 (半弹性约为 215) 、在特大城市中次之。这与 Jacobs 的理论非常

吻合。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经验事实 :

经验事实 2 : 就制造业而言 ,相对说来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较为显著 ;中

等城市和大城市具有更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经济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更为显著的雅各布斯

外部经济。

(三)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城市中所受到的行业内集聚经济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雅各布斯 (1961)详细论述了小企业如何更加受益于城市产业环境的多样化。表 3 给出了按企

业规模 (从业人员)分类估计的结果。表 3 第 1 列表明 ,小型企业在城市中显著得益于各种集聚经

济 ;第 2 列表明中型企业在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 ;第 3 列则表明

大型企业也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 ,但程度稍低于中小企业的受益程度 ;雅各

布斯外部性对大中型企业几乎没有效应 ,如雅各布斯所解释的 ,可能是因为大中型企业相对于小企

业更加自给自足 ,较少依赖于外部产业环境的多样性。一种可能的具体解释是 :如果大中型企业具

有总部和分支机构的组织模式 ,尤其是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不同时 ,通常由总部为分支机构

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专业服务比由分支机构自行外包 (Outsourcing) 更有效率 (Ono , 2003) 。此外 ,

大中型企业的空间选址受非市场因素影响较大。约有 14 %的大型企业和 10 %的中型企业年龄大

于 20 年 ,而只有 317 %的小型企业年龄大于 20 年。显然 ,在转轨经济中 ,年龄越大的企业其初期选

址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就越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小企业得益于行业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小企业更加开放 ,并且创新性更强 (Rosenthal and Strange , 2003) 。因此 ,它同邻近企业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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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会更多 ,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外溢效益更强。

表 1 行业内和跨行业聚集经济 (所有大中城市)

变量
1 所有企业

系数
2 所有企业

系数
3 单个单位企业

系数
4 多单位企业

系数
5 非高科技企业

系数
6 高科技企业

系数

Ln(Asset) 015482333 015493333 015490333 015157333 015461333 015557333

(13012) (13114) (13016) (3716) (12813) (3513)

Ln( Employee) 016081333 016179333 016104333 016099333 016057333 016513333

(11719) (11113) (11715) (3516) (11112) (5214)

Age 010263333 010261333 010271333 010024 010252333 010450333

(2418) (2417) (2419) (017) (2319) (916)

Age2 - 010012333 - 010012333 - 010012333 - 010003333 - 010011333 - 010016333

( - 3517) ( - 3512) ( - 3513) ( - 319) ( - 3513) ( - 1017)

Email 010059 010078 010050 010418 3 010047 010109

(018) (110) (016) (117) (015) (016)

Avedu 010907333 010889333 010819333 013888333 010975333 010807333

(516) (515) (510) (612) (517) (216)

InduAvedu 012101 3 012173 3 012090 3 011892 010644 012086

(118) (119) (118) (019) (015) (112)

Specialization 110397333 111099333 110264333 111744333 113632333 - 113681333

(318) (414) (317) (315) (516) ( - 311)

Ln(Pop) 011050333 011194333 011065333 010134 011073333 010600

(514) (310) (515) (015) (515) (111)

Diversity 019867333 018607333 019897333 01432733 110157333 - 010644

(914) (719) (914) (211) (916) ( - 012)

企业规模哑变量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城市规模哑变量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观测值数 540860 540860 527716 13144 505394 35466

调整后的 R2 0171 0171 0170 0182 0171 0174

　　注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千元)的对数值。解释变量还包括登记注册类型、隶属关系、机关级别、控股情况和省份、

省会、直辖市城市等哑变量及两位数产业代码固定效应。括号里的数为 t 统计量。上标333 、33和 3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 %、5 % 和

10 % 水平上显著。

总的说来 ,按企业规模分类估计的结果可以总结为本文的第三个经验事实 :

经验事实 3 : 就制造业企业而言 ,大中小型企业在城市中均不同程度地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和城市规模效应 ;小企业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但大中型企业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

济。

(四)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所受到的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

雅各布斯 (1961)特别强调小企业在大城市中受益于产业的多样化。因此 ,我们接下来检验不

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表 4 第一部分给出了小型企业在

不同规模城市中受益于集聚经济的情况 :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受益于马歇尔外部

性 ,但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并不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 ;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较少受益于

雅各布斯外部性 ,但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这与经验事实 2 和 3 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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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此外 ,小型企业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也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表 2 不同规模城市中的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变量
1 中等城市

系数
2 大城市
系数

3 特大城市
系数

4 超大城市
系数

5 所有城市
系数

InduAvedu - 011147 014625333 011636 013013 3 012101 3

( - 019) (314) (110) (118) (118)

Specialization 118996333 111695333 012609 014988 110397333

(418) (319) (018) (110) (318)

Ln(Pop) 012080333 - 010874 - 011635333 010392 011050333

(412) ( - 113) ( - 218) (013) (514)

Diversity 017464333 - 012265 110865333 215325333 019867333

(417) ( - 114) (617) (513) (914)

观测值数 63638 115071 133215 228936 540860

调整后的 R2 0172 0170 0173 0171 0171

　　注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千元)的对数值。解释变量还有表 1 中的解释变量及其他哑变量 ,包括登记注册类型、隶

属关系、机关级别、控股情况和省份、省会、直辖市城市及两位数产业代码固定效应。括号里的数为 t 统计量。上标333 、33和 3 分别

表示估计系数在 1 %、5 % 和 10 % 水平上显著。

表 3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所有大中城市中受到的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变量
1 小型企业

(从业人数 < 300)
系数

2 中型企业
(从业人数 300 —2000)

系数

3 大型企业
(从业人数 ≥2000)

系数

4 所有企业
系数

InduAvedu 012033 3 - 010512 - 011771 012101 3

(117) ( - 013) ( - 015) (118)

Specialization 019990333 113521333 01808733 110397333

(313) (419) (213) (318)

Ln(Pop) 011055333 011141333 01082933 011050333

(514) (419) (211) (514)

Diversity 110432333 - 010346 - 014884 019867333

(919) ( - 012) ( - 115) (914)

观测值数 517718 21473 1669 540860

调整后的 R2 0165 0168 0181 0171

　　注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千元)的对数值。解释变量还有表 1 中的解释变量及其他哑变量 ,包括登记注册类型、隶

属关系、机关级别、控股情况和省份、省会、直辖市城市及两位数产业代码固定效应。括号里的数为 t 统计量。上标333 、33和 3 分别

表示估计系数在 1 %、5 % 和 10 % 水平上显著。

表 4 中间部分给出了中型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受益于集聚经济的情况 :中型企业在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 ,尤其在超大城市中最为显著 ,但在中等城市中几乎不

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 ;中型企业只在超大城市中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

表 4 第三部分给出了大型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受益于集聚经济的情况 :除了在大城市中受

益于马歇尔外部性外 ,大型企业在其他城市中并不得益于集聚经济。这主要是因为大型企业相对

自给自足 ,对外部产业环境的依赖性较小 ,或者可由企业总部向企业分支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表 4 也表明 ,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可正可负 ,与第二节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分析也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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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到的行业内和跨行业集聚经济

变量
1 中等城市

系数

2 大城市

系数

3 特大城市

系数

4 超大城市

系数

5 所有城市

系数

小型企业

InduAvedu - 011502 014547333 011630 013095 3 012033 3

( - 112) (313) (019) (118) (117)

Specialization 210580333 111407333 011175 015208 019990333

(511) (318) (013) (110) (313)

Ln(Pop) 012144333 - 010858 - 011783333 010702 011055333

(412) ( - 113) ( - 310) (016) (514)

Diversity 017848333 - 011806 110986333 214235333 110432333

(418) ( - 111) (616) (511) (919)

观测值数 60943 107730 127757 221288 517718

调整后的 R2 0166 0162 0167 0167 0165

中型企业

InduAvedu 010284 013589 - 014028 - 013559 - 010512

(011) (113) ( - 112) ( - 113) ( - 013)

Specialization 010340 01820633 118125333 213101333 113521333

(011) (212) (410) (216) (419)

Ln(Pop) 010747 - 011612 011688 3 - 019752333 011141333

(018) ( - 114) (118) ( - 411) (419)

Diversity - 013506 - 016810333 014448 217779333 - 010346

( - 111) ( - 311) (114) (310) ( - 012)

观测值数 2482 6776 5066 7149 21473

调整后的 R2 0163 0168 0167 0168 0168

大型企业

InduAvedu - 015741 - 11876533 - 010180 014079 - 011771

( - 015) ( - 212) ( - 010) (015) ( - 015)

Specialization 010052 117670333 017597 - 113708 01808733

(010) (218) (017) ( - 017) (213)

Ln(Pop) 010318 012128 012424 - 018720 01082933

(011) (017) (017) ( - 114) (211)

Diversity 011547 - 11197133 018232 210236 - 014884

(012) ( - 119) (018) (0176) ( - 115)

观测值数 213 565 392 499 1669

调整后的 R2 0182 0178 0182 0184 0181

　　注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千元)的对数值。解释变量还有表 1 中的解释变量及其他哑变量 ,包括登记注册类型、隶

属关系、机关级别、控股情况和省份、省会城市及两位数产业代码固定效应。括号里的数为 t 统计量。上标333 、33和 3 分别表示估

计系数在 1 %、5 % 和 10 % 水平上显著。

表 4 的结果可以总结为经验事实 4 :

经验事实 4 :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较强地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但在特大和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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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不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小型企业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中型企业在人口规模大于 50 万的城市中显著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中型企业只在超大城市中才

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不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表 4 的结果表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不同程度地受益于不同类型的集聚经

济 ,这个结论对于在不同城市中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不同的企业和产业政策 ,以及对于新的企

业在城市和产业之间的选址定位具有参考价值。比如 ,由于城市产业多样化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

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里更为显著 ,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政府应该积极鼓励扶持新产业的创建和发

展 ;否则 ,大城市产业的多样化程度会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

为了验证模型设定及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分别做了如下敏感性分析 :

(1)采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所有结果与以上报告的结果非常相似。

我们也试用企业总资产和销售额标准来划分企业规模 ,其结果也与前基本一致。

(2)运用 3 位数产业代码来分析 ,结果也很相似。

(3)为了检验产业多样化指标设定的敏感性 ,我们也使用了 Theil 熵指数 ∑
i

eim ln (1Πeim ) 来反

映城市产业的多样化程度。该指数与 Diversity 指数的相关系数达 0197 且所有估计结果的规律与

前面所述几乎一样。

由于我们只有一年的数据 ,没有办法控制观测不到的企业和城市特征 ,因此内生性问题可能存

在 ,比如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可能会选址到集聚程度高或者产业环境多样化程度高的城市。我们充

分利用了数据所提供的企业特征信息 ,且加入了产业、省、省会和直辖市固定效应 ,最大限度控制了

观测不到的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 ,因此 ,我们认为估计结果应该是非常稳健 (Robust)的。

值得重申的是 ,本文交替使用了马歇尔外部性和行业内集聚经济、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跨行业集

聚经济 ,但如果严格从已有文献的讨论来看 ,要检验集聚经济的动态效果或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

性 ,必须利用面板数据 ;尤其是企业可以重新选址以适应产品寿命周期的需要 (Duranton and Puga ,

2001) 。本文没有检验引起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具体机制 ,这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

课题。另外 ,关于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企业是否得益于集聚经济 ,也是值得单独研究的课题。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中国 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 ,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

规模效应外 ,检验了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

表明 :总的说来 ,制造业企业在我国城市中得益于显著的行业内集聚经济和跨行业集聚经济。相对

说来 ,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具有更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经济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更为显著的雅

各布斯外部经济。具体说来 ,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较强地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 ,在特

大和超大城市中较强地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中型企业在大的城市中不同程度地受益于马歇

尔外部经济 ;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不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第二节中提出的理论假说 ,即集聚经济的影响同企业规模和城市

规模密切相关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于不同种类的集聚经济。这一结果也显

示以前关于集聚经济实证检验结果相互冲突的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的影响。

本文结果为城市政府制定相应的企业、产业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首先 ,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同时存在 ,这表明产业专业化城市和产业多样化城市是

可以共存的。这一结果同 Duranton 和 Puga (2000)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由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具

有更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经济 ,而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更为显著的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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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应采取政策措施促进重点或主导产业的发展 ,积极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和鼓励同行业企业在地

理上的聚集 ;而后者应该鼓励产业多样化、产业间合作和创新活动。

第二 ,由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受益的集聚经济不同 ,因此 ,城市政府应当针

对不同规模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例如 ,特大和超大城市在鼓励小企业发展时 ,应当注重

为其提供一个产业多样化的环境 ,以保证小企业能够从外部环境中得到所需的中间投入和服务。

当然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城市之间进行选址时考虑的其他因素也会不同。例如 ,Hong (2007) 发现

大型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城市 ,而小企业更注重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和政府优惠政策。因

此 ,不同规模的城市在鼓励企业集聚时 ,应根据其吸引对象的规模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的政

策。

第三 ,我国大城市里就业问题较为严重 ,而小型企业多为私营或民营 ,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因为大城市里多样化的产业环境非常有利于小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所以促进大城市里产业的

多样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开放、容忍的社会氛围可以吸引各种有才能的人才 ( Florida , 2005) ,有助

于促进城市产业多样化和创新。此外 ,相对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可以促进信息和技术的交流、扩散和

创新 ,有利于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

最后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也有参考价值。我国长期以来采取了控制大城

市规模的政策。我们的研究表明 ,特大和超大城市里雅各布斯外部经济显著 ,在为企业提供一个产

业多样化环境方面有独特优势。这为特大和超大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理由。当

然 ,具体的政策建议要求对最优城市规模作实证检验 ,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 ,2004 :《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 4 期。

陈良文、杨开忠、吴姣 ,2006 :《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我国省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第 11 期。

金煜、陈钊、陆铭 ,2006 :《中国的地区工业聚集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 4 期。

路江涌、陶志刚 ,2007 :《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6 卷第 3 期。

王旭章 ,1996 :《区域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对苏南行业规模经济优势的分析》,《经济研究》第 3 期。

Abdel2Rahman , Hesham and Masahisa Fujita , 1990 ,“Product Variety ,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 and City Siz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0 , 165 —183.

Arnott , Richard , 2004 ,“Does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Provide a Practical Guide to Optimal City Siz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3 , 1057 —1090.

Batisse , Cécile , 2002 ,“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Local Growth : A Panel Data Analysis Applied to Chinese Provinc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 231 —251.

Barro , Robert and Xavier Sala2I2Martin , 2004 , Economic Growth , The MIT Press , Cambridge , MA.

Chinitz , Benjamin , 1961 ,“Contrasts in Agglomeration : New York and Pittsbur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 279 —289.

Duranton , Gilles and Diego Puga , 2000 ,“Diversity and Specialization in Cities : Why , 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 ?”Urban Studies 37 ,

533 —555.

Duranton , Gilles and Diego Puga , 2001 ,“Nursery Cities : Urban Diversity , Process Innovation , 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 1454 —1477.

Florida , Richard , 2005 ,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 Routledge , New York.

Fu , Shihe , 2007 ,“Smart CaféCities : Testing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the Boston Metropolitan A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 ,

86 —111.

Gao , Ting , 2004 ,“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 :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4 , 101 —124.

Glaeser , Edward , Hedi Kallal , Jose Scheinkman and Andrei Shleifer , 1992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 1126 —

1152.

Henderson , Vernon , 1974 ,“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 640 —656.

Henderson , Vernon , 1997 ,“Medium Size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7 , 583 —612.

421

傅十和、洪俊杰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Henderson , Vernon , 2003 ,“Marshallπs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3 , 1 —28.

Hong , Junjie , 2007 ,“Firm2Specific Effects on Loc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πs Logistics Industry”, Regional

Studies 41 ,673 —683.

Hoover , Edgar , 1936 ,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hoe and Leather Industrie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MA.

Jacobs , Jane , 1961 ,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 Vintage Books , New York.

Jacobs , Jane , 1969 , The Economy of Cities , Vintage Books , New York.

Malizia , Emil and Shanzi Ke , 1993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iversity on Unemployment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 ,

221 —235.

Marshall , Alfred , 1920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8th edition , Macmillan & Co. , London.

Moomaw , Ronald , 1986 ,“Have Changes in Localization Economies Been Responsible For Declining Productivity Advantage in Large Cities ?”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6 , 19 —32.

Moretti , Enrico , 2004 ,“Workersπ Education , Spillovers , and Productivity : Evidence From Plant2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 656 —690.

Nakamura , Ryohei , 2005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Linkage Externalities in Urb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 A Case of Japanese

Cities”, Okayam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Ono , Yukako , 2003 ,“Outsourcing Business Services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Offic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3 , 377 —

395.

Pan , Zuohong and Fan Zhang , 2002 ,“Urban Productivity in China”, Urban Studies 39 , 2267 —2281.

Porter , Michael , 1998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Nov.2Dec. , 77 —90.

Quigley , John , 1998 ,“Urban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2 , 127 —138.

Rosenthal , Stuart and William Strange , 2003 ,“Geography ,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and Agglome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 , 377 —393.

Rosenthal , Stuart and William Strange , 2004 ,“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 Vernon Henderson and

Jacques2Francois Thisse (eds)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IV , 2119 —2171.

Segal , David , 1976 ,“Are There Returns to Scale in City Siz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8 , 339 —350.

Shefer , Daniel , 1973 ,“Localization Economies in SMSAs : A Production Func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3 , 55 —64.

Sveikauskas , Leo , 1975 ,“The Productivity of Cit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9 , 393 —413.

Sveikauskas , Leo , John Gowdy and Michael Funk , 1988 ,“Urban Productivity : City Size or Industry Size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8 ,

185 —202.

Firm Size , City size ,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 Manufacturing Census

Fu Shihe and Hong Junji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2004 China manufacturing census data and studies from what typ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irms

of different sizes can benefit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 after controlling for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city size effect , small firms benefit strongly from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localization economies) in medium and

large cities , and Jacobs externalities (urbanization economies) in extra2large and super2large cities ; medium firms benefit strongly

from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in large , extra2large , and super2large cities , but benefit from Jacobs externalities only at super2large

cities ; large firms do not benefit from Jacobs externalities even in extra2large and super2larg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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