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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福州、厦门、莆田、
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各地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均衡，各种不同

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其中，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水平正相关，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 为此，应营造发展环境，
落实支持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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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集聚是当今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个

现象，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有效模式，这一现象引

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随着世界经济逐步

向服务经济转型，产业集聚的特征也开始在服务

业中出现，如华尔街的金融业服务集群、洛杉矶

的旅游业和电影业集群、北京中关村的中介服务

业集群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贸易服务业集群等。
由于服务行业包含的内容庞杂，其提供的服务产

品功能和服务对象存在差异，因此服务业各行业

的集聚特征以及影响其布局的因素也不同。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经济的核心与重

要组成部分，其具有高度专业性、高资本密度、高

产业关联度、信息与知识密集等特征，这些特征

使得其空间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

要求的专业性程度越高，生产就越集中，越容易

向最具有发展条件的区域集中，从而获取规模经

济；高资本密度需要资金的大量集中投入，资金

的集中投入也容易形成产业集聚；高产业关联度

意味着各类服务业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丹

尼尔·贝尔（1973）提出服务业的互补共生问题，
比如某一类型服务业需要其他的服务业聚集在

一起，才能完成其服务的最终目的，容易形成服

务业扎堆的现象；知识和信息只有在空间上具有

一定的集聚，才能形成共享和创新效应。 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现象越来越凸显，无论是学者、企业

家还是政府都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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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福建省各地市2003-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2）。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本文在对福建省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福

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

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区位熵（LQ）指标进行

测算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水平的因素，以期为福建省科学建立生产性

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二、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与分

析

本文采用区位熵（LQ）来测度福建省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划分以

2003年起开始启用的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编码为GB/T4754-2002）为准，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F)，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G)、金融业 (J)、房地产业 (K)、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L)、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M)六个行

业。 区位熵计算公式为：

式中，Xij指的是福建省各地市j行业的产值或

就业人数占福建省j行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例，
Yi指的是福建省各地市总产值或就业人数占福建

省总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例。 一般以1作为划分

标准，当区位熵大于1时，说明该地市该行业在福

建省具有比较优势，区位熵大于2，则优势十分突

出， 通常只有区位熵大于1才能说明具有行业集

中倾向。
本 文 对 福 建 省9个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2003-

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进行了测度，测度结

果如图1所示。 测度结果表明，2003-2011年间，福

州市和龙岩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优势在9个城市

中最为明显，就平均值而言，区位熵分别为1.4201
和1.4035，其次为宁德市、南平市、三明市和厦门

市， 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平均值分别为1.3812、
1.2652、1.2131和1.1877，漳州市、莆田市和泉州市

生产性服务业尚不具有集聚优势，生产性服务业

区位熵平均值分别仅为0.7716、0.6872和0.4355。
具体而言，以2011年为例，如表1所示，福州、

三明和南平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5个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均呈现出集聚优

势，尤其是福州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集聚优势非常突出，区位熵高达2.5307，三明

在金融业集聚优势非常突出，区位熵高达2.1449。
宁德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4个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均呈现

出集聚优势，尤其是金融业集聚优势明显，区位

熵高达2.5653。 而龙岩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

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4个生产性服务业分

行业均呈现出集聚优势，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集聚优势明显， 区位熵高达4.0236。
厦门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

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个生产性服

务业分行业呈现出集聚优势。 漳州在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2个生 产 性 服 务 业

分行业存在集聚优势。 莆田仅在金融

业存在集聚优势。 泉州不具备任何集

聚优势。 如表1所示。 区位熵计算结果

表明福建省各地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 但其地理分布

不均衡， 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的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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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福建省各地市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各分行业区位熵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的计量检

验

（一）理论假说

1.制造业发展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根据分工理论，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即制造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制造业是

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部门，因而区域内制造

业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规模

就越大， 从而越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形

成。 基于此，本文提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因素的第一个假说：制造业发展水平与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
2．市场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克鲁格曼（1980）在研究 产 业 内 贸 易 时 提 出

了规模经济，正是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才使产

业集聚成为了可能。 规模大的市场更容易吸引企

业进入该区域， 这又促进了该地区市场的扩大，
进而增强产业集聚。 贸易和分工理论则强调了前

后向关联中的本地市场效应，也就是本地需求对

产业集聚的作用。 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和生产消

费的同时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产品大多呈现本地

市场消费性，因此，一个地区消费者购买力的强

弱决定了该地区的需求规模，从而决定了该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

个假说：市场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

关。
3.人力资本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赫克歇尔-俄林 （1933） 的资源禀赋理论认

为，各地区由于要素禀赋不同，产生比较优势并

出现专业化生产。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自然资源的

禀赋要求相对较低，但是对于高素质的专业人力

资本等其他要素要求相对较高。 一个地区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越容易获得合适的人才，其交易成本

也越低，而且高素质的人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

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能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

技术外溢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人

力资本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
4.信息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是信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其

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信息网络与信息技术的

运用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生产

性服务企业的效率与服务质量。 金融、商务服务、
研发设计与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对信息技

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

四个假说：城市信息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水平正相关。
5．对外开放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

归根到底是要素的集聚。 利用

国外的资金与技术是对外开放

的重要形式，合理有效的利用外

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能够

促使资本集聚、 集聚规模的扩

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交易成

本的降低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入，
从而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在当

地的集聚。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

五个假说：对外开放水平与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
6. 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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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市场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政府

主要通过产业发展政策、税收体制、金融手段及

其他优惠措施等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服务业集聚，
政 府 行 为 对 服 务 业 集 聚 有 促 进 作 用 （任 英 华，
2011）。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关

注越来越高， 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 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政策和优惠措施，
这对服务业集聚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提

出第六个假说：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
（二）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采用如下回归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以刻画影响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水平的因素，即

LQit =β0+β1Manuit +β2Sizeit +β3Humanit +β4Infit +
β5FDIit+β6Govit+εit （2）

其中，i=1,2,3......9， 分别代表福建省9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三明市、泉

州市、漳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t=2004,
2005......2012；被 解 释 变 量LQit为 区 位 熵，用 来 测

度福建省各地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解释

变量Manuit为制造业发展水平， 用各地市工业总

产值（当年价）占全省工业总产值（当年价）平均

值的比重来衡量；Sizeit为市场规模，用各地市人均

GDP占 全 省 人 均GDP平 均 值 的 比 重 来 衡 量；Hu-
manit为人力资本，用各地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

占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平均值的比重来衡

量；Infit为信息化水平， 用各地市国际互联网用户

数占全省平均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的比重来衡量；
FDIit为对外开放水平， 用各地市当年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占全省当年平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

重来衡量；Govit为政府政策，用扣除科学支出和教

育支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余额占扣除

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

出余额的全省平均值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试图用2004-2012
年福建省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来实证

分析影响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因素，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福建

省统计年鉴》。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兼具截面数据

和时间序列二者的特性，因此，本文首先进行面

板数据异方差检验， 然后再进行序列相关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为了修正

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 本文采用stata软件中的广

义线性模型xtgls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

示。
从表2估计结果可知，市场规模、人力资本、

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

平正相关，这与理论假说一致，且非常显著，市场

规模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水平提高45.5046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水平每

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

高24.27743个百分点，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

点将拉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高12.61401个

百分点， 而政府政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高14.30817个百分点。
然而，估计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外商

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且非

常显著，这与理论假说矛盾。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福建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还没有很好的

实现融合发展。 而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水平负相关，这充分说明了福建省生产性服

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不足，使得其不利于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

表2%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分析

140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期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对9个地级及

以 上 城 市 包 括 福 州、厦 门、莆 田、三 明、泉 州、漳

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进行了测度的结果表明：2003-2011年间，福州市

和龙岩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优势在9个城市中最

为 明 显，其 次 为 宁 德 市、南 平 市、三 明 市 和 厦 门

市，而漳州市、莆田市和泉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尚

不具有集聚优势。 可见，福建省各地市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

均衡，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市场规模、人力资本、
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

平正相关，这与理论假说一致。 而制造业发展水

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

关，这与理论假说矛盾，这充分说明福建省制造

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还没有很好的实现融合发展，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不足，使

得其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福建省各地市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水平的提高， 应积极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落实相关支持政策。 同时，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 具体的措施建议为：
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协调能

力。 政府应根据各地市的产业优势、产业特色、硬

件基础、市场基础和人才基础重点鼓励和扶持某

些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体现在制造业上

游(可行性研究、产品概念设计等)、中游(会计、人

事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广告、物流、销售、
人员培训等)全过程生产活动中，政府应根据行业

发展的实际需要， 有的放矢地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其次， 各地市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积

极引进外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 虽

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的签订

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推进大大加快了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 但总的来

讲， 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

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 各地市可加强构建与台

湾、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机制，形成优

势互补，为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和

加速成长创造条件，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能

力和服务水平，从而更好的承接台湾、东盟国家

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转移。 最后，各地市应根据产

业发展规划积极调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专业

发展方向，引导学校培育经济发展所需人才。 通

过加大对创新型、综合型、专业型的生产性服务

业项目的引进与投入，多种渠道地吸引高层次服

务专业人才，形成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体系相适应

的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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