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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中， 增长极理论被广泛用作区域发展的指导理论。 由

法国经济学家 Ｐｅｒｒｏｕｘ （１９５０） 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要实

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

数个 “增长中心” 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 因此， 增长并非出现在所

有地方， 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 这些增长点或

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 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增长极

理论因其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更加真实， 被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广泛应用于经济规划、 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加大。 虽然近

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但整体效果仍不

明显。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重

要因素。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

力，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 创新能力是否对经济收敛产生影

响？ 如果有， 如何优化创新资源的区域布局，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这

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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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经济收敛概念源于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由于该模型假定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 在拥有同样技术的情况下， 后发地区

应该比先发地区增长得更快。 然而， 尽管 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８６） 和 Ｂａｒｒｏ 和 Ｓａｌａ⁃Ｉ⁃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２） 等的经验研究表明美国不同州之间， 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

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 但是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４） 等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３） 的检

验结果表明欧洲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不存在收敛。 国内对于区域经济收敛

性的检验，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在进行区域经济收敛性检验时不考虑空间

效应。 大部分检验都表明， 中国区域经济不存在全域性的绝对收敛， 但存在

条件收敛。 魏后凯 （１９９７） 对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检验结

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趋于收敛。 蔡昉和都阳 （２０００）、 沈

坤荣和马俊 （２００２） 的实证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存在全

域性的绝对收敛， 但存在条件收敛。 王铮和葛昭攀 （２００２） 的研究表明中

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俱乐部收敛。 林毅夫和刘明兴 （２００３） 的研究表明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９ 年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条件收敛。 第二类区域经济收敛性研究则

在实证模型中考虑到了空间相关性。 大部分研究都发现， 在考虑空间相关性

之后， 中国区域经济存在全域性的绝对收敛。 林光平等 （２００５） 采用空间

经济计量方法， 发现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２ 年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收敛的趋势。 吴

玉鸣 （２００６） 研究发现， 当考虑空间效应后， 各省域的经济表现出较为显

著的条件趋同。 潘文卿 （２０１０） 将空间效应纳入收敛检验模型后发现， 中

国在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里存在着在全域范围内的绝对收敛特征。 任玲玉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Ｒ＆Ｄ 边际生产力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驱动效应。
这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对于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这

些研究也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 一是绝大多数文献在进行收敛性检验时

使用忽视空间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模型估计， 或者尽管考虑

到了空间效应， 但在选择空间权重时过于简单化， 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

在模型的设定偏差问题， 进而导致研究得出的各种结果和推论不够完整、 科

学， 缺乏应有的解释力 （吴玉鸣， ２００７）； 二是尽管现有文献研究了政策、
技术引进等方面因素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但很少将创新能力作为条件收敛的

解释变量。 鉴于此， 本文将在借鉴经济收敛理论框架基础上， 通过扩展经济

收敛模型， 借助空间计量等研究方法开展实证检验， 探讨创新能力对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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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的影响， 为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

理论支撑。

研究设计

所谓经济收敛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呈负相关，
从而使得两国间的经济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经济收敛的概念也可以用于

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关系上。 经济收敛可分为两类： d收敛

和b收敛。 d收敛是指不同地区人均收入的方差或者离散系数随时间的推移趋

于减小的过程。 宏观经济主要关注的是b收敛， 这种形式的收敛主要表现为

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 从而导致前者的人均收入逐渐赶上

后者。 如果b收敛是以一些因素 （如人力资本、 政策变量、 基础设施等） 为

条件的， 则称之为条件b收敛， 否则就是绝对b收敛。 创新可以提高劳动和

资本的生产率， 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

增长收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创新扩散来实现的。 区域创新扩散的动力源于区

域内存在的创新能力的 “位势差”， 由于相邻区域具有某些方面的共缘性与

相似性， 使创新能在相邻区域间更顺利地实现扩散， 逐渐减少创新能力的

“位势差”， 实现创新能力的某种收敛性， 从而在一定条件下， 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增长趋于收敛。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收

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在以往的经济收敛实证研究中， 所采用的检验模型

一般都是对 Ｂａｒｒｏ 与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２） 提出的收敛性分析框架的简化。
本文在其模型中引入创新能力控制因素并进行简化， 得到区域经济绝对b收

敛的检验方程为：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 中， ｙｉ，ｔ 是第 ｉ 个地区第 ｔ 年的人均 ＧＤＰ， Ｔ 为考察期，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 ＋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是地区 ｉ 在时期 ｔ 到 ｔ ＋ Ｔ 的真实人均 ＧＤＰ 的年增长率；

ｌｎ ｙｉ，ｔ
( ) 是地区 ｉ 在时期 ｔ 的真实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自然对数。 α 是常数项， b

是收敛系数， εｉ，ｔ 是随机误差项。 条件b收敛是在绝对b收敛模型中增加了控

制变量 （本文中是创新能力）， 其检验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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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εｉ，ｔ （２）

式 （２） 中， Ｐ ｉ，ｔ 是反映 ｉ 区域第 ｔ 年的创新能力的变量。 国外学者多认

为区域创新能力是由生产一系列相关创新产品的潜力来确定的， 最重要的因

素是 Ｒ＆Ｄ 存量 （Ｆｕ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区域创新能力

是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最重要的因素是专利申请量。 近

年来， 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对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日益显现， 并且成为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区域创新能力居前省市， 往

往都是发明专利受理量和授权量排名靠前的省市。 因此， 本文用发明专利申

请量来衡量区域创新能力。
上述经济发展的b收敛检验是基于传统的计量方法进行测算的， 没有考

虑到空间效应。 毫无疑问，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发展， 它总是

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发展往往会影响到临近地区或者

更远的地区。 空间效应包括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差异性： 前者指一个地区的样

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 后者指由于空间单位的异质性而产生的

空间效应在区域层面上的非均一性 （Ａｎｓｅｌｉｎ， １９８８）。 这两种空间效应对应

的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为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ＬＭ） 和空间误

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相应地，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和条件b

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表达式分别为：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ρ

Ｔ Ｗ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εｉ，ｔ （３）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ρ
Ｔ Ｗ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εｉ，ｔ （４）

式 （３） 和式 （４） 中， ρ 是空间滞后系数， 衡量权重矩阵观测值之间的

空间相互作用的程度， Ｗ 是空间权重系数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模

型的关键， 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简单的邻近矩阵， 然而， 相邻地区间的

经济联系并非完全相同， 一般而言， 区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随相隔距离的增

加而减弱。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空间距离与空间相关程度成反比关系， 本文采

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 Ｗ 中元素的取值。
类似地，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和条件b收敛的空间误差模型表达式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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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１ － λＷ） －１ μｉ，ｔ （５）

１
Ｔ ｌｎ ｙｉ，ｔ＋Ｔ

ｙｉ，ｔ
( ) ＝ α ＋ βｌｎ ｙｉ，ｔ( )＋ ζｌｎ Ｐｉ，ｔ

( )＋ （１ － λＷ） －１ μｉ，ｔ （６）

式 （５） 和式 （６） 中， λ 是空间误差系数， 反映回归残差之间空间相关

强度的参数， μｉ，ｔ ～ Ｎ（０，σ２ Ｉ） 。
上述模型中， 如果b的估计值显著为负， 则说明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与初始时期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呈现负相关， 经济落后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速

度比发达省份要快， 因而存在区域经济的b收敛。 空间计量模型不再适合用

ＯＬＳ 进行估计， 一般采用极大似然法 （ＭＬ） 进行估计而得到可信的参数估

计值。 此外， 根据 β 的估计值， 可以出计算出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速度 θ
以及用收敛的半生命周期 τ 表示的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所需的

时间：

θ ＝ － ｌｎ １ ＋ β( )

ｔ （７）

τ ＝ ｌｎ （２）
θ （８）

在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之前， 首先需要判断区域经济间的空间相关存在与

否， 一般通过 Ｍｏｒａｎ （１９５０） 最早提出来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来进行， 其表达式

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ωｉｊ（ｘｉ － ｘ

－
）（ｘ ｊ － ｘ

－
）

Ｓ２∑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９）

式 （９） 中，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 ２ ， ｘ

－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ｉ 表示第 ｉ 个区

域的观测值， ｎ 为区域个数， ωｉｊ 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之间的空间权重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１ 就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性越强。 对空间滞

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选择， Ａｎｓｅｌｉｎ 等 （１９９７） 提出了如下判别准则： 如果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发现 ＬＭＬＡＧ 较之 ＬＭＥＲＲ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则

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如果 ＬＭＥＲＲ 比 ＬＭＬＡＧ 的统计量更显著， 则选择空间

误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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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范围是中国 ３１ 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 考察期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人均 ＧＤＰ
采用 ２０００ 年价格。

估计结果与分析

区域人均 ＧＤＰ 空间相关性检验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我国省际人均 ＧＤＰ 可计算得到其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见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年间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通过了 ５％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尽管存在波动， 但都在 ０ ５ 以上， 而且整

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活动并不是处于随机状态， 而

是在地理空间上呈现集聚现象， 且这种集聚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 也就是

说， 我国人均 ＧＤＰ 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趋于

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相邻， 而经济落后的省份趋于和经济落后的省份

相邻。

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指数

模型及权重的选择

为便于比较， 本文先用 ＯＬＳ 估计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

的检验方程， 得到结果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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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变量 估计值 标准误差

α 　 ３ ７２３６∗ ０ ５２４０

β － ０ ２８８４∗ ０ ０５８４

Ｒ２ ０ ４５６７ —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４３８０ —

ＡＩＣ － １７ ５５６ —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１ 可以发现， 收敛系数为负， 与预期一致， 且在 １％ 水平下显著，
但模型的拟合系数偏低， 说明模型的设定或者估计方法存在问题。 对模型拟

合残差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残差项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 其空间自相关

系数为 ０ ０１５５， ｐ 值为 ０ ０２２５。 这进一步说明 ＯＬＳ 模型忽略地区间的空间

相关性会带来结果的误差， 因而需要利用空间权重矩阵对 ＯＬＳ 模型进行

修正。
在空间权重的选择上， 我们首先采用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简单邻近矩阵

对 ＯＬＳ 模型进行修正。 利用 Ｒ 语言的 ｓｐｄｅｐ 扩展包对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的

空间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邻近矩阵权重）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值 空间误差模型估计值

α ３ ８３４２∗ ０ ７３８１∗

β － ０ ２９５６∗ ０ ０５２７∗

ρ ／ λ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１７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 ８０７５ １１ ７８２５

ＡＩＣ － １５ ６１５ － １５ ５６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２ 可以发现， 在以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

矩阵时， 空间滞后系数 ρ 和空间误差系数 λ 均不显著， 说明邻近省份的经济

发展对其自身经济发展没有造成统计意义上的影响； 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不

强， 将其纳入模型作用不大。 同时， 从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来看， 空间滞

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别为 － １５ ６１５ 和 － １５ ５６５， 大于不考虑空间效应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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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ＯＬＳ 模型的 － １７ ５５６， 说明如果以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

模型的权重矩阵反而降低了模型的拟合程度。 邻近矩阵假设地区之间在地理

上相邻则权重矩阵中对应数值取 １， 否则对应数值取 ０， 也就是说对所有相

邻地区的关系都简单地视为相同， 对所有不相邻地区都视为没有影响。 事实

上， 相邻地区间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不可能完全一样， 需要加以区别； 不相邻

地区仍然会存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

通过前述检验可知，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相

关性越来越强， 如果忽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如

果采用邻近矩阵作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矩阵也无助于模型的

改善。 鉴于此， 本文在分析时将采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

区域经济收敛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取值。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往

往具有阶段性， 因此除了考察整个期间的经济收敛性外， 本文还将考察期划

分为两个时段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分别进行考察不同时间段

的经济收敛性。 为了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来检验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适用性。 检验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整

个考察期还是两个时段， ＬＭＬＡＧ 较之 ＬＭＥＲＲ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因而选

择空间滞后模型。 采用空间距离倒数矩阵作为权重， 对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

的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区域经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 （空间距离倒数权重）

年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α ５ ６４４９∗ ３ ９４１５∗ １ ０２７７∗

β － ０ ３７０６∗ － ０ ２１４３ － ０ ０８９８∗

ρ ０ ７６８８∗∗ １ １２０２∗∗ ０ ５２２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 ２１９０ １４ ５２９０ ３５ ６４８０

ＡＩＣ － １６ ４３８ － ２１ ０５８ － ６３ ２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来看， 空间滞后模型 ＡＩＣ 均小于不考虑空间效

应的 ＯＬＳ 模型， 说明如果以空间距离倒数为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的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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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矩阵有利于改善模型的拟合度。 对数似然值的增大也表明该模型优于以

邻近矩为权重矩阵的区域经济收敛空间计量模型。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

济绝对b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空间滞后系数 ρ 为 １ ２１０２， 并且通过了

５％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我国省际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

自相关，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在省际存在溢出效应，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邻

近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收敛系数b为 － ０ ３２９５， 且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期初经济水平是负相关的。 也

就是说， 期初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 其增长速度会放缓， 而期初经济水

平相对较低的省份， 其经济增长速度则会较快。 检验结果表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收敛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经济收敛检验结果

来看， 收敛系数b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在这一时间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

存在收敛现象。 但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发展是收敛的 （收敛系数b

为 － ０ ２４０１，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事实上， 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赫芬达尔指数等其他指标来看， 它们在考察期内的趋势也是在下降的， 见图 ２。

图 ２　 区域经济发展四种差距指标①

①从图 ２ 还可看出， 虽然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赫芬达尔指

数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整体是下降的， 但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却保持了相对稳定，
只是从 ２００６ 年后才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验证了本

１３２

① 指标利用 Ｒ 语言 ｉｎｅｑ 扩展包计算得到， 赫芬达尔指数在次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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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实证结果。 此外， 据 β 的估计值， 还可以计算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区

域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速度为 ３ ６３４％ ， 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为 １９ ０７ 年， 也就是

说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平均需要 １９ ０７ 年。

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除了进行绝对收敛分析外， 本文在空间模型中纳入区域创新能力， 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检验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α ４ ４２０７∗ ２ ７３８０∗ １ ４６６９∗

β － ０ ３４４９∗ － ０ １９６９ － ０ １３５６∗

ζ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４０１
ρ １ ３１０２∗∗ ０ ６３２１ ０ ４５２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３ ００４５ １３ ７５７３ ３６ ２５５０
ＡＩＣ － １６ ００９ － １７ ５１５ － ６２ ５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空间滞后参数

ρ 为 １ ３７５２， 并且通过了 ５％ 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区域经济条件b收敛

的空间滞后系数比绝对b收敛的空间滞后系数大， 说明我国创新活动及其创

新成果的扩散有利于增强省际的经济发展互动程度。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条件收

敛系数b为 － ０ ４６６０， 且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整

个经济空间里存在条件b收敛。 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６９６， 且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省份的创新能力每提升 １ 个百分点， 能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６ ９６ 个

百分点。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经济条件收敛检验结果来看， 收敛系数b在统计上

不显著， 说明在这一时间段即使加入控制因素创新能力，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也不存在收敛现象。 但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区域经济发展是条件收敛的 （收敛

系数b为 － ０ ２３５９，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区域创新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渐显现， 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
类似地， 根据条件收敛系数b的估计值， 可以出计算出在考虑创新能力

后， 区域人均 ＧＤＰ 的条件收敛速度为 ３ ０２１％ ， 比绝对收敛速度慢 ０ ６ 个百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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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条件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为 １２ １５ 年， 也就是说在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的

影响后， 经济落后地区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时间要比不考虑区域创

新能力时快近 ７ 年。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不同区域质心间的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矩阵对我国 ３１ 个

省份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收敛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探讨了区

域创新能力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 在考虑空间效应后， 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既存在条件收敛， 也存在绝对收敛； （２）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比以前明显； （３） 在考虑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后， 我国

区域间经济的收敛的速度将提高。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 这一结论无法从 ＯＬＳ 框架中得出。

虽然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 短期内绝对收敛不明显， 但从长期来看， 中国存

在绝对收敛趋势， 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因此，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符合

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言的原意， 而不是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影响之后表现出的

经济收敛。 这也表明我国采用增长极理论来发展经济不仅是可行的， 也是有

效的。 尽管地理条件、 资源禀赋等因素可能对收敛趋势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仍表现出明显的

收敛。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如何通过有效的干预控制和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 是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点目标所在， 也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等很多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经济收敛

速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表明， 创新能力也对经济收敛的速度有显著的

影响， 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 都为相对落后地区

的学习提高提供了 “后发优势” 的机会， 从而导致收敛的发生。 因此政府

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 应注重空间相关性的相互作用机理， 要使各区域充

分利用创新资源禀赋以及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
如果创新资源过度集聚、 创新水平严重不平衡的二元空间格局无法得到

改善， 中国经济发展将步入创新主导的区域差距再次扩大的阶段。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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