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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
总体差异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趋势，具有显著的全局正相
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信息化水
平的提高则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其
余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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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然而，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依旧较

大，如果算上城市社会保障，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上

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1-3］。诸多研究表明，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贡献因

素，其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始终在 50%左右，甚

至有扩大的趋势［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缩小收

入差距，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

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遏制城乡收入分配差

距扩大乃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避免落

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5］。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关于城乡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测

度［6-7］、不同类型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特征［8-9］、造成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10- 14］、与城镇化的关

系［15-16］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17-18］等。研究方

法上主要是以泰尔指数［19］、变异系数［20］、基尼系

数［21］、回归分析［22］等数量统计方法为主。但是上

述研究分析大都忽略了地理的空间效应，缺乏直观

的展示和解释。同时，从研究尺度上看，现有研究

大都集中在省域尺度上进行，缺乏市域、县域尺度

的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研究较少运用

空间方法，缺乏针对影响空间分布差异因素的定量

分析；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研究普遍较为关注研

究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特征，对空间分布格局

和空间关联程度关注较少。

长江经济带主要覆盖南方 11个省市，横跨我国

东中西部，面积约205万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

全国的40%，囊括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着重优化培

育的三个跨区域性的城市群（长三角、长江中游、成

渝），发展潜力巨大，对带动国家经济下一轮高速发

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我国一些学者对

长江经济带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不同方面的研究，但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关注度较少。因而，本文采用空

间计量研究方法，以市域为分析尺度对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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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归纳，探

索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规律，期待

能为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

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之比即城乡收入比作为测度城乡收入差

距的指标。研究区域包括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地

级市和自治州，共计 130个市域单元，其中重庆市和

上海市看作为一般市域单元。数据来源主要是

2001-2015 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统计年鉴、2001-
2015年份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统计公报，极少量数

据经模拟运算获取（主要是偏远地区 2002年以前的

一些数据缺失，数据推算一般参考其往年增长率和

临近状况相似市域的数据而来；推算比例小于1%）。

（二）研究方法

1. 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是表征长江经济带各研究

单元间相对差异的模型，其可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尺

度下的城乡收入比进行测度，数值越大，表明长江经

济带各研究单元相对差异程度越大。两模型的计算

公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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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为泰尔指数；Cv为变异系数；n为总空间范

围内的研究单位个数；yi是第 i个研究单位的数量值。

2. σ系数

σ系数用于测度各个市域之间城乡收入差距的

绝对差异。σ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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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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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3）
其中，xi代表长江经济带市域研究单元 i的城乡

收入比，x̄代表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研究单元城乡收入

比的平均值，N代表长江经济带各研究单元的个数。

3. 莫兰指数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从总的空间范围角度表述其

空间范围内各单元空间依赖程度，常以Moran's I作
为表征各单元空间关联度的指标为，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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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Yi 、Yj 表示第 i个和

第 j个地区的观测值；n为各研究单元总数；Wij 为空

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值的取值范围为［-1，1］，数

值越近于 1，则说明研究单元空间正相关性越强，反

之则空间负相关性越强；若莫兰指数值为 0，则表示

空间范围内各研究单元空间关联度为0。
4. 空间回归分析模型

空间回归分析模型是根据各研究单元的空间相

关关系进行空间常系数回归分析，以分析影响研究

区域中各研究单元数值的主要影响因子。

（1）空间滞后模型（SLM）。模型表达式为：

y=ρWy+ Xβ+ε （5）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X为n×k外生解释变量矩

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W为 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

Wy为内生变量；参数 β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表达式为：

y=βX+ε，ε=λWε+μ （6）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X为n×k外生解释变量矩

阵；β为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ε为随机误

差项向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λ为空间残差回归系

数；μ为正态分布随机误差向量。

三、时空格局演变

（一）时间格局演变

1. 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排名变化分析

利用 2000年到 2015年市域城乡收入比宏观数

据，对长江经济带130个市域研究单元的城乡收入差

距情况进行测度将其城乡收入比进行排名统计，由

于数据过于庞大，在此不再列表。长江经济带东西

跨度较大，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将长江经济带

分为东中西部三个部分（东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

市；中部：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西部：四

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

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市域研究

单元中，江苏省、浙江省的市域单元以及上海市的排

名虽有波动但大多都处于前 50，江苏省各市域单元

排名整体上有所下降，浙江省的排名则有所上升。

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的市域研究单元中，除长

江中游城市群所属市域单元以及安徽南部部分市域

单元城乡收入比排名冲入前 50以外，其余市域单元

基本上在排名 50～90处波动。总体来说，湖北省各

市域单元排名相对最为靠前，江西省的排名有所下

降，湖南省的排名有所上升，安徽省的排名则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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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

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的市域研究

单元中，四川省所属的市域研究单元除阿坝州、甘孜

州、凉山州以外均处于 50～90的排名中，云南省、贵

州省所属的市域研究单元以及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的

排名大多处于90～130之间。总的来看，西部三省一

市城乡收入比排名变化较小，排名稳定。

2. 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变化的时间差异

基于城乡收入比指标，根据变异系数、泰尔指

数、σ系数的计算公式，分析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

市域尺度下变异系数、泰尔指数、σ系数的时间变动

情况，具体见图 1所示。由图 1可知，长江经济带市

域城乡收入比的变异系数、泰尔指数、σ系数的变化

情况均类似，从 2000年到 2015年这三者的变化趋势

都是由大到小。2000年到 2015年，变异系数和泰尔

指数分别从2000年的0.376和0.026 5减小到2015年
的0.205 1和0.008 8，除2004年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

有稍许升高以外，其余时间段均呈下降趋势。这说

明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在市域尺度下的地区相对

差异是逐渐缩小的。而σ系数从2000年到2015年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 2000年的 1.08下降到 2015年
的0.48，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在市域尺度下

地区绝对差异也是逐渐缩小的。

图1 城乡收入比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σ系数折线

再将长江经济带各年份所有市域研究单元的城

乡收入比做平均值处理，见表 1所列。结果可知，

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年份平均城乡收入比呈

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2006年达到峰值为3.1，
整体上从 2000年的 2.87到 2015年的 2.35，小于我国

整体的城乡收入比2.73，从侧面说明长江经济带各地

区间城乡收入差距差异逐渐变小。

表1 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平均城乡收入比

年份
城乡收入比

年份
城乡收入比

2000
2.87
2008
3.05

2001
2.96
2009
3.03

2002
3.02
2010
2.93

2003
3.11
2011
2.79

2004
3.04
2012
2.77

2005
3.05
2013
2.63

2006
3.10
2014
2.43

2007
3.09
2015
2.35

具体来讲，2000-2006年呈现波动上升状态，这

个阶段主要受经济危机、非典型性肺炎等事件的影

响，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提升不明显且乡村收入的

增幅有限，因而这个阶段城乡收入比的整体差异表

现出震荡变化的特点。2006年，我国废除农业税，相

对来说农民收入增多，且 2006-2010年和 2011-2015
年分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

十二个五年计划，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政府持续关注

三农问题，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战略稳步推进，城乡

居民收入提升幅度较大且乡村收入的增幅明显，因

而这个十年整体城乡收入比的整体差异稳步减少。

（二）空间格局演变

1. 空间格局分布变化分析

我国自 1998 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大于

2.5［8］，依据我国和全球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结合各位

学者研究成果，将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研究单元的城

乡收入比数值分为五类：高城乡收入比（大于3.5）；较
高城乡收入比（3～3.5）；中等城乡收入比（2.5～3）；

较低城乡收入比（2～2.5）；低城乡收入比（1.5～2）。

根据上述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数值的分类，运用

ArcGIS10.2软件，绘制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分

布图，如图2所示。从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空

间分布现状来看，长江经济带相对高城乡收入差距

研究单元的个数少，相对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

的个数多。至2015年，有46个市域研究单元的城乡

收入比大于 3，占总研究单元个数的 35%，极高城乡

收入差距的研究单元个数极少，仅 2个；中等城乡收

入差距的研究单元个数共有27个，占到研究单元总数

的21%；城乡收入比小于2.5的市域数量为57个，占研

究单元总数的44%，其中低城乡收入差距区为28个，

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为29个。总的来看，2015年长江

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分布格局状况较好，低、较低

和中等城乡收入差距区数量占总数量的大多数，占

65%；高和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处于少数，仅占35%。

从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变化情况

来看，2000年，城乡收入比大于 3的研究单元集中分

布于长江流域上游，长江流域中下游亦出现零星分

布，具体分布于云南和贵州大部、四川西部、重庆等

地。至 2015年，该分类的研究单元在空间上形成西

部高城乡收入差距聚集区的基础上又向东小幅度扩

张至长江经济带中部；研究单元数量在 40～50之间

波动。2000年，城乡收入比大于 1.5小于 2.5的市域

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中东部和四川盆地一带，至

2015年，相对较低城乡收入比的研究单元先急剧向

东收缩，然后再逐渐向西扩张，最终形成长江中游沿

—— 69



2017年12月
（第31卷第12期）

Dec.，2017
（Vol.31，No.12）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2000-2015年）

京广线分布和江浙地区两大相对较低城乡收入差距

区集聚板块。相对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的研究单元

数量上从 2000年的 64个减少至 2005年的 42个，最

终增加到 2015年 57个。中等城乡收入差距区的变

化较为明显，先从四川中东部、湖南西部扩散至长江

流域中游、安徽地区，接着又相对收缩，最终形成四

川中东部，安徽大部两大中等城乡收入差距区。总

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空间变化呈现出规

律性：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区大多分布于长江经

济带西部，相对较低大多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中东部，

空间上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分布特征；城乡

收入比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结构，由低城乡收入差

距区到高城乡收入差距区由内向外依次分布。

图2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城乡收入差距的

分布格局

本文通过绘制长江经济带市域城镇居民收入和

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图，将其分布情况各分为 5类，如

图 3、图 4所示。把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空间分布

与相应年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

分布进行对比可发现：长江经济带西部欠发达地区

城乡收入比高的研究单元分布情况与长江经济带西

部农村人均纯收入低的研究单元分布相一致；西部

和中东部城乡收入比高的相对较发达城市如昆明、

合肥等，其城镇可支配收入则相对于周边较高；而长

江经济带中部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低的研究单元的

分布情况与其对应地区的相对较高农村人均纯收入

分布状况大致吻合；长江经济带东部低城乡收入差

距研究单元的分布情况与其对应地区高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高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布状况相一致。综

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

在于农村人口收入过低，西部发达地区的高城乡收

入差距是由其城镇人口收入相对较高引起的；由于

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收入相对较高，因而

该地区城乡收入比较低；而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之

所以城乡收入差距较低，是由于经济发达，城镇化率

较高，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收入均高，因而造成该地

区城乡收入比较低。

图3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城镇居民收入的

分布格局

图4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农村居民收入的
分布格局

2. 空间关联分布变化分析

运用Geo-Da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研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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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比数据进行分析，得到 2000-2015年的Mo⁃
ran’I指数数据，见图5所示。由图5可知，长江经济

带市域城乡收入比Moran’I指数均为正，且其Z值均

超过0.0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96，因此长江经济带各

市域研究单元城乡收入比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正的空

间关联性，具有空间集聚性。从Moran‘ I值可以看

出，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存在非常明显的空

间集聚特征。整体来看，Moran’I值变化较为平稳，

在 0.5～0.7之间波动，表明在此期间，发达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比集聚趋势并无较大的变化，

依然保持着高集聚的趋势。

图5 城乡收入比莫兰指数折线

为对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研究单元的空间关联特

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运用Geo-Da软件绘制莫兰指

数散点图，根据各研究单元城乡收入比数值与其临

近研究单元城乡收入比数值的空间关联特性，将长

江经济带各研究单元共 4类：HH区（失调型）。表征

相对高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被其他相对高城乡收

入差距研究单元所包围。LL区（健康型）。表征相对

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被其他相对低城乡收入差

距研究单元所包围。LH区（漏斗型）。表征相对低城

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被其他相对高城乡收入差距研

究单元所包围。HL区（金字塔型）。与LH区空间特

征相反，表征相对高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被其他

相对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单元所包围。

如图 6可知长江经济带各研究单元城乡收入比

的空间关联分布变化状况：2000年健康型（75）>失调

型（36）>漏斗型（11）>金字塔型（8）；2005年健康型

（72）>失调型（39）>漏斗型（11）>金字塔型（8）；2010
年健康型（67）>失调型（37）>漏斗型（16）>金字塔型

（10）；2015年健康型（60）>失调型（40）>漏斗型（16）>
金字塔型（14）。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各研究单元城乡

收入比空间关联格局分布不均衡，表现在HH区和LL
区分布过于集聚，且数量占绝对多数。而通过分析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这 4年节点研究单

元空间关联的各个类型数量变化，则可得出长江经

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有逐渐减

弱的趋势。空间关联格局分布上：HH区（失调型）大

多分布于长江流域上游，LL区（健康性）大多分布于

长江流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LH区（漏斗型）和HL
区（金字塔型）数量较少且零星分布于LL区（健康型）

和HH（失调型）区之间。其中，显著HH区大多分布

于川西、滇黔大部，显著LL区则大多分布于长江中游

城市群和江浙大部分地区。十五年来长江经济带各

个市域城乡收入比空间关联特征除江西省变化较大

之外，其他各研究单元特征变化不甚明显。

图6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城乡收入比
空间关联格局

四、影响因素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各方面因素的

共同影响，如城镇化、经济实力、农业现代化等。综

合以往学者对城乡收入比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长

江经济带市域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生产总

值、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

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个人存款余额、

第一产业增长率、人均机械化动力、人均电话数、人

均互联网户数、城镇化率、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等作为

自变量，见表2所列。

人均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代

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的城

乡资源相对投入较为平均，城乡居民收入相差不甚

大，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往往较小。

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在农村上的投入较少，因而，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度越大，越能推动城镇建设，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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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劳动力，城镇居民收入提升，从而造成当地城乡收

入差距扩大。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个人存款余额代

表当地居民生活状况，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越高，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往往相对较

低，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受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和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较大，因此选择第一产业增长

率和人均机械化动力两个指标分别反映农村经济发

展速度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由于城市和农村对信息的反应和利用能力有着

较大的差距，在当今信息社会背景下，信息化成了拉

开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选择人均电话

户数和人均互联网户数两个指标反映信息化进程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也较大地影响着该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因而选择城镇化率来反映城

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交通区位条件决定城市间经济和城乡间经济的

沟通灵敏性，是影响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之一。区域城乡经济发展所需各经济要素从外界输

送的途径中，一般高速公路为第一选择，因而选择人

均高速公路里程来反映交通区位条件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

表2 变量名称、符号和定义

变量名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情况
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均个人存款余额
第一产业增长率
人均机械化动力
人均电话数

人均互联网户数
城镇化率

人均高速公路里程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定义(单位）
人均GDP（万元）
GDP增长率（%）

人均财政收入（万元）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人均个人存款余额（万元）
第一产业增长率（%）
人均机械化动力（瓦）

人均电话数(部)
人均互联网户数（户）

城镇常住人口/常住总人口（%）
人均高速公路里程（千米）

（一）影响因子空间系数回归分析

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分布格

局变化不大的情况以及数据获取的难度，因此选取

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个研究单元的 12个变量，分别

运用OLS模型、SLM模型和SEM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结果见表 3所列。由表 3的检验结果来看，经过对

比，SLM回归模型最为合适用来对因变量的解释。因

此，基于空间误差回归模型，可分析城乡收入比空间

分布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

从 SLM回归模型主要参数来看，人均GDP（X1）、

GDP增长率（X2）、人均财政收入（X3）、人均个人存

款余额（X6）、第一产业增长率（X7）、城镇化率（X11）、

人均高速公路里程（X12）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市域城

乡收入比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率（X7）的自变量的参数值为正值，即其自变量与长

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呈正相关；其余六个显著

自变量参数值为负值与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

呈负相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4）、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X5）、人均机械化动力（X8）、人均电话数

（X9）、人均互联网户数（X10）参数值为不显著。因此，

经济水平、居民生活状况、农业经济、城镇化进程和区

位条件是影响长江经济带整体城乡收入比分布的主

要影响因素。

表3 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影响要素的参数估计结果

指标

常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R-squared
AIC
SC
logL

空间滞后项

空间误差项

OLS
2.864 5***

-0.078 6*

-0.034 5**

-0.266 2**

0.005 0
0.024 0

-0.015 0
0.163 8***

-0.045 0
0.225 4
0.371 8

-0.0218 3***

-0.073 6
0.534

133.084
170.362
-53.542 1

SLM
1.571 7***

-0.089 2**

-0.030 6**

-0.208 7**

0.007 3
0.039 8

-0.028 8**

0.114 2***

-0.006 5
0.129 4
0.271 6

-0.012 5***

-0.150 7***

0.703
97.535

137.681
-34.767

0.431***

SEM
2.427 8***

-0.083 9**

-0.017 2
-0.042
0.000 8
0.076 4

-0.000 3
0.115 8*

0.020 0
-0.160 0
0.214 5

-0.001 6
-0.020 0
0.666

96.314
133.592
-35.157

0.754***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跨度较大，

各地形势错综复杂，单一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地区的

回归分析无法准确反映各地区存在问题，因而对其

东中西部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经模型选择见表 4
所列。

经对比，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

和农业现代化对长江经济带中部和东部地区城乡收

入比的影响要远大于长江经济带西部，其中信息化

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城乡收入比的影响最

大。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江经济带中部和西部影响较

大，固定资产投资拉大中部和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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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东部无影响。区位条件对长江经济带东

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影响较大，呈显著负相关，

而对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城乡收入比无影响。城镇
化水平对长经济带东中西部都呈显著负相关，即城
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4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城乡收入比影响要素的
参数估计结果

指标

常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R-squared
AIC
SC
logL

空间滞后项
空间误差项

西部
SEM

3.182 6***

-0.041 3
-0.036 1**

-0.125 8
0.073 0*

0.174 6
-0.137 0*

0.164 7***

-0.017 5
-0.209 3
0.009 3

-0.032 7***

-0.256 4*

0.735
21.85
45.90
2.074 6

0.168

中部
SLM

-3.188 4***

-0.048 1*

-0.051 3**

1.063 1***

0.166 4**

0.093
-0.209 1***

0.063 8*

-0.006 7*

0.465 7*

-0.144 91
-0.000 04**

-0.058 7
0.521

42.39
71.23
-7.193 1
0.102 7**

东部
SLM

-0.635 6***

-0.071 2**

-0.033 3*

-0.029 8
-0.001 0
-0.089 6*

-0.028 6**

0.018 1
-0.160 2*

0.386 0*

0.624 3*

-0.014 6***

-0.395**

0.584 8
10.98
28.05
8.508 4
0.326 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二）综合原因分析

基于上述空间回归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

比影响因子的定量分析，结合研究区城乡差距的现

实情况，本文从区位条件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影

响、经济基础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影响、信息

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区位条件的影响。从现实经验来说，一个地

区交通区位条件越好其城乡收入差距则相应越健

康，反之亦然。从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比的空间分

异格局看，城乡收入比小于2.5的研究单元主要分布

在长江流域中东部，有明显的正向集聚现象，如长

沙、武汉、南京、杭州、苏州等。这些城市均是我国经

济重镇、交通枢纽城市，是联系我国各大城市群、经

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而且其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较高，城乡交通趋于完善，诸多因素造就了这些地

区城乡收入差距较低。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市域分

布情况来看，大多处在流域下游和中游的山区、偏远

地带，离省会城市、经济强市较远，区位条件的劣势

和与经济发达地区互动较弱造成了这些地区城乡收

入差距较大。

（2）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

水平可较大的地影响该地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

而影响该地的城乡收入差距。从回归分析结果来

看，人均机械化动力X8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的回

归系数均为负值，是影响长江经济带西部与东部城

乡收入比分布的主要因素。在长江流域下游的城乡

经济发展高水平区，其拥有较高的农业机械化和现

代化实力，解放了相当部分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收

入途径增多，因而造成了这些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

小。而处于长江流域上游的一些经济条件较差、资

源优势度不高、农业基础投资较少的地区，由于农业

机械化进程缓慢、城乡交流缺失、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作用较小，造成了农村居民劳动效率较差，收入途径

较少、因而这些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3）经济基础的支撑。一般来说，经济实力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空间分异的格局

看，低、较低城乡收入差距区较多分布在长江经济带

中东部，这些区域产生了的正向空间联动效应并集

聚分布；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X1、X2、X3代表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X6代表的居民生活水平是影响中东部城

乡收入比分布的决定影响因素。从现实情况看，这

些中下游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好，经济

发展的动力强劲，产业结构的层次合理，城乡经济水

平相差较小，在这些优势的推动下城乡收入差距不

断减小。反观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除经济核心区域

外，空间分布上绝大多数是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

区的集聚地，这些区域产生了正向空间关联并出现

负值集聚的格局。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仅有X2代

表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西部城乡收入比空间分布。从

现实情况看，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普遍落后，经济体

量较小且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不强，经济增长

速度虽然较快但因体量较小后劲不足，处于经济发

展的初级阶段。在经济基础支撑较弱和城镇发展优

先的背景之下，该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稳步增加，乡

村居民的收入无明显改善，造成了这些区域成为较

高城乡收入差距的集聚地。

（4）城镇化的带动。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

移、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是城乡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的重要标志。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城镇化较大地

推动了各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低、较低城乡收

入差距区处在城镇化发展的相对较高级的发展阶

段，人口城镇化率较高、城镇化质量较好，经济发展

的人口支撑和产业支撑的实力强劲，这使得城乡居

民均收益增多，进而使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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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反之，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高的地区绝大多数

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初中级阶段，城镇化进程推动成

本较大，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

（5）信息化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城市各类高

端信息化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支撑力度大，

融入社会发展不同领域产生的价值多；乡村地区居

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信息化技术接触条件较少，信

息化技术在乡村应用度低，这就造成信息化在乡村

社会经济发展中无甚推动作用。在这种差异化的信

息化融入情况下，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收益大，客观

上促进了城乡收入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情况在长

江经济带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信息化在城乡之间的

融入差异较大，使得信息化为城镇创造的价值远大

于乡村的，进而拉大了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信息

化的负面影响也就体现出来。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从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

σ系数的变化情况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研究单元城乡

收入比的区域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研究期内呈现

出较为明显减小的趋势，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②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

著，呈现西高东低，中部差距的扩大的趋势。城乡收

入差距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城乡收入比HH区扩

大，LL区缩小，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逐渐减弱的趋

势。③人均GDP（X1）、GDP增长率（X2）、人均财政收

入（X3）、人均个人存款余额（X6）、第一产业增长率

（X7）、城镇化率（X11）、人均高速公路里程（X12）是影响

长江经济带市域城乡收入比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农业现代化、固定资产

投资、区位条件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在长江经济带

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比

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二）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与影响因素分析的具体内容，结

合长江流域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情况，特提出如下

建议：

（1）改善局部区域的区位条件。区位条件是影

响城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城乡居民收

入尤其是乡村收入的重要因素。交通是经济发展的

先行官，因此加快改善局部地区交通状况，优化川滇

黔地区城乡发展的区域条件以及城乡之间的交通条

件，为人力、财力、物力的有序流动和有效配置提供

畅通渠道。

（2）加快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要想解

决长江经济带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

问题，就需要加大政府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快各地区

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第一，政

府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

的建设，加大对农村生产力的投入力度，切实增强农

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建立城市反哺

农村的合理机制，发挥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农村的

发展，建立新型的城乡工农关系；第三，加快社会主

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有效解决“三农”

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而达到改善城乡收入差

距状况的目的。

（3）提高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的支撑力。经济

发展基础是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和居民收入

提升的原始动力，因此要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

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

要进一步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增加工业化、信息化、

科技化对乡村地区发展的动力支撑，改变经济发展

模式，打造新型产业集群。在长江经济带中部的边

缘区域，要优化城镇体系和城乡体系结构，发挥区域

次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构建“城镇+交通”的中心外

围发展模式，促进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

（4）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联动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调整城乡结构、协调

城乡步伐和逐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合

理推进不同类型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探索与本地

适应的城乡联动发展模式。在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的

核心区域和成渝的一些核心城市，要加快工业化、城

镇化步伐，加快人口市民化进程，发挥城市群、核心

城市、经济强市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加强对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村生产力的投入力

度，切实增强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长

江经济带中东部的外围区和西部的多数欠发达区，

一方面要从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壮大工业的实力

等方面加快工业化，提升以工促农的能力；另一方面

要加快就地就近的城镇化进程，搭建本土城镇化平

台，建立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城镇化质

量，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而

达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的目的。

（5）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从

前面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中东部农村

地区较城镇地区接受信息的能力慢，西部地区较中

东部地区接受信息的能力慢。因此，在今后发展中，

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信息流通机制，确保农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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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获取权利，改善城乡之间信息获取不对等的局面，

确保农村居民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增加收入。另一方

面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资金投入，加快信

息化、网络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普及网络覆盖、推

动电脑进入欠发达地区、有关部门定时宣讲新形势

或新政策等，改善欠发达地区信息化设施建设不足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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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0 to 2015

KANG Jia-yu1, 2, LIANG Liu-ke1, 2, ZHANG Zhong-liang1, 2, SUO Zhi-hui1, 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mart Tourism of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 in Henan Province,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in the YREB is shrinking.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rural income gap in the YREB is significant and presents a trend of the western YREB > the central
YREB >the eastern YREB,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glob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cluster characteristic. The improvement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 and urbanization leve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narrowing urban- rural income gap,
whereas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level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effect of the process of ur⁃
baniza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YREB. The effects of other
influential factors on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YREB.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 influential factor;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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