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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基于
人口流动视角，系统分析公共服务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的机制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提升中国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不仅应重视公共服务的投入与结构安排，还应

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分配效应；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具有直接效应，其还通过人力资本

与城镇化比例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镇化比例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收入再分配

效应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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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其增速几乎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城

镇人均收入从２０００年的６２５５元上升至３９２５１元，增长近５２８倍，增速约为１０１５％，而农村人均收入
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８２元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６１７元，增长近５４１倍，增速约为１０２７％。随着城乡人均收
入水平的迅速增长，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２００８年的３１１一直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６９，城乡收入差
距的持续下降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并针对其是否进入了“拐点”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张延群和万

海远（２０１９）认为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持续下降［１］，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

距未来１０年还将高位徘徊，甚至近几年还会出现反弹趋势（李实，２０１８）［２］。
近年来，已有文献基于不同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如经济发展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陈斌开和林毅夫，２０１０）［３］、收入分配制度（李实，２０１８）［２］、城市偏向的政策（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４；马光
荣和杨恩艳，２０１０）［４～５］、腐败（陈刚和李树，２０１０）［６］、制度扭曲（孙华臣和焦勇，２０１９）［７］等，这些研究
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无疑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目前，学者们分

别从总量与结构安排上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吕炜和赵佳佳，２００７；刘晓光等２０１５；
姜晓萍和肖育才，２０１７；李丹和裴育，２０１９）［８～１１］，但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收入分配效应关注不够。就公
共服务的本质而言，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通过提供完善的基础教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成员的整体福利。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提升

的人口规模经济效应也要求辖区政府不仅应重视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还应重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

量。同时，这也是解决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需要政府不断地倾向于民生财政资

源的分配，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城乡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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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有利于降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如果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存在着寻租、腐败、最后一公里、扯皮等问题，会造成政府资源配置效率

大打折扣，结果必然会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上马的“幸福工程”“民生

工程”等，其实际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工程沦落为“败家工程”（陈刚和李树，２０１２）［１２］，其
原因是除了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外，公共支出过程还体现出轻绩效甚至无绩效等情况。城乡收入差

距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分，其本质问题也凸显了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乏，通过优化国家在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基础性公共产品方面的供给，对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可以有助于解

决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张欢等，

２０１８；胡志平，２０１９）［１３～１４］。针对我国当前地方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等问
题，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如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压缩三公经费、大力惩治腐

败，以此推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由上可见，就公共服务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本文认为既要

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投入与结构安排，还应进一步关注对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方面。因

此，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政府职能转型的条件下，本文探讨公共服务质量在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上的机制效应，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展开以下工作探讨公共服务质量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首先，城镇化

比例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质量，也会吸引人才的流动，故本文基于人

口流动视角考察并厘清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其次，使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

权－ＴＯＰＳＩＳ法构建公共服务质量因子，检验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再次，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通过
变换不同测度方法度量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多维度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最后，针对公共服

务供给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及遗漏变量偏误，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保证结论

的稳健性。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是：（１）直接分析了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本文的结论可以印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２）在公共服
务质量指标的构建上，不同于以往研究使用单一指标，本文通过不同方法构建公共服务质量因子对分

析结果进行相互印证，使得分析结论更具有稳健性。（３）进一步从公共服务质量视角印证了 Ｔｉｅｂｏｕｔ
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居民不仅会为了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迁徙到城镇地区，而且高质量的公共

服务还因为城镇化比例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人力资本水平和城

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越强，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变量、数据选取以及模型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基准回归分

析、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和内生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说

本文从人口流动视角探讨公共服务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通过对既有

文献梳理，发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

距。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最早论证了居民的“用脚投票”理论［１５］，其认为居民会有选择性地迁徙到公共服务

与税收组合能满足其需求和偏好的社区组织，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居民流入，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和

降低公共服务单位边际成本，必须提供与税收相对应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当然，给定地方税负的情况

下，非辖区居民也会为了享受到辖区的高质量公共资源而流动，尤其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类公共服

务（Ｄａｈｌ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丁维莉和陆铭，２００５）［１６～１７］，具体例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不胜枚举，如中国古
代的“孟母三迁”，近些年的“学区房移民”“高考移民”等，这表明居民会为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而

举家搬迁。但实证研究中，举家迁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预期收益与迁移成本的比较，如果预期收益大

·６７·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于迁移成本，则居民会倾向于迁移。而往往预期收益较难评估，所以学者们对公共服务如何影响人口

流动的结论不完全一致（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８１；Ｑｕｉｇｌｅｙ，１９８５；Ｂａｙ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１８～２０］；已有研究中，关于
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乔宝云等，２００５；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２１～２２］。
从微观机制上讲，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与城镇化相伴相生，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

水平和就业机会，还可能为了能够享受到流入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等，且长期流动的劳动力会更加倾

向于流向公共服务质量更高的城市地区。根据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亿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２４亿左右，而同期的城镇化比例也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２２％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５８５２％，年均增
幅２８６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人口流动推进了城镇化。杨晓军（２０１７）通过使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的地级
市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而且医疗类公共服务质量的人口流动

效应效果更加显著［２３］；詹国彬（２０１６）以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为视角，发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利
于促进城镇化进程［２４］；而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优的产业结构、更多的就

业机会等，可以有效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陈斌开和林毅夫，２０１３）［２５］；进一步地，张欢等
（２０１８）通过构建城镇化和教育质量的交互项考察了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发现城镇化推动了
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增进了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助于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１３］。可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有助于推进城镇化比例，从而进一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还会通过劳动力人力资本改善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根据邹薇

和张芬（２００６）［２６］的分析，人力资本差异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农村，由于受过中
学教育以上的农户大多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而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更加愿意留守

于农村从事农业活动，这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获得了相对农村较高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后，会更加倾向

于长期居住在城市中，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为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的义
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不仅减少了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而且还通过改变已有人力资本格局，提

高了较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政府出资建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可以帮助流动人口子弟享受到

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等。可以看出，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了农民对教

育等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以此增进农民在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上的分享程度；还可以改

变收入者行为，通过降低其支出从而增进可支配收入，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吕炜和赵佳佳，

２００７）［８］。
第三，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比例、人力资本的关系可能并不单一，在城镇化比例与人力资本水

平不同的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其主要作用机制是人力资本提升和城镇

化水平，且这一影响还可能因城镇化比例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不同。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计

１基准分析模型。为检验公共服务质量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根据前文分析及面板
数据特点，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ｉｎ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α＋α１ｐｓｑｉｔ＋∑βｉＸｉｔ＋γｔ＋ｕｉ＋εｉｔ （１）

其中，式（１）表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ｉｎ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表示ｉ省份ｔ年的城乡
收入差距，α为常数项，ｐｓｑｉｔ为ｉ省份ｔ年的公共服务质量因子，ｕｉ表示省份效应，γｔ表示时间效应，εｉｔ为
随机误差项；α１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参数，本文预期
其符号为负。

２中介效应模型设计。为验证公共服务质量是否通过人力资本、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机制，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并通过构建含有中介机制及其与公共服务质量的交互项的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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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ｉｎ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α＋α３ｐｓｑｉｔ＋α４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βｉＸｉｔ＋γｔ＋ｕｉ＋εｉｔ （２）

ｉｎｃ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α＋α１ｐｓｑｉｔ＋α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α３ｐｓｑｉｔ×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βｉＸｉｔ＋γｔ＋ｕｉ＋εｉｔ（３）
上式中，式（２）为在式（１）的基础上加入了机制变量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目的是考察在加入了中介机
制变量后，公共服务质量的系数是否有所缩小或者显著性有所降低。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则说明中介

机制变量是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地，式（３）在式（２）的基础上加
入二者之间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常用的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方法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城乡
人均收入比（王少平和欧阳志刚，２００７；李丹和裴育，２０１９）［２７］［１１］。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基准分析部分，同时使用这三种方法测度的城乡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２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服务质量（ｐｓ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现有文献中
常用的评价方法有调查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熵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

法等，调查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属于主观评价，熵指数法、主成分分析

法属于客观评价法，两类评价方法各有优劣势。如安体富和任强（２００８）、魏福成和胡洪曙
（２０１５）从均等化视角使用综合评价法测度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进行了分析［２８～２９］；武力超等

（２０１４）、詹新宇和崔培培（２０１６）分别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省际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质量
问题［３０～３１］；魏敏和李书昊（２０１８）使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评价了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３２］；朱楠和

任保平（２０１９）使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３１个省份的公共服务质量［３３］。本文分析

中，首先使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测度各省份的公共服务质量，稳健性检验部分再使用其他方法的
测度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而关于基础公共服务质量内容与范围，学者们界定并不完全一致，

但大多认为至少应该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吕炜和赵佳佳，２００７；张海鹏和陈
帅，２０１７）［８］［３４］。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也将基础公共服务限定于这三类，并进一步构建指
标：基础教育类选取生均小学生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中学生教育经费支出及二者的相对指标作

为投入指标；选取小学生生师比、中学生生师比、小学升学率和中学升学率分别反映基础教育的

质量指标，选取每万人拥有的小学生数和中学生数反映地方基础教育的入学情况。医疗卫生类

选取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作为投入指标，选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

构床位数、医疗机构数、医生数、医护比和病床使用率度量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有效产出。社会

保障类公共服务选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和人均支出作为投入指标，选取养老保

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的社会服务设施来度量社区工作的结果，选取城镇人均

净转移支付、农村人均净转移支付度量社会优抚与社会福利。表１汇报了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

表１　公共服务质量指标测度

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子指标
三级子指标 计算

基
础
公
共
服
务
质
量

社

会

保

障

类

投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财政支出

人均社会保障事业费（元） 社会保障支出／总人口

产出

养老保险覆盖率（％）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城镇人口

失业保险覆盖率（％）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城镇人口

城镇人均净转移（元）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人均净转移（元）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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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子指标
三级子指标 计算

基
础
公
共
服
务
质
量

医

疗

卫

生

类

投入
人均医疗支出（元） 医疗卫生支出／总人口

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医疗卫生支出／财政支出

产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个） 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人口

每万人拥有的机构数（个） 医疗机构数／每万人口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个） 医疗机构的医师数／每万人口

病床使用率（％） 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中国卫生年鉴》

医护比 护士数医生数

基

础

教

育

类

投入

生均小学生经费（元） 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生均中学生经费（元） 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小学生经费占财政支出（％） 生均小学生教育经费×小学生数／财政支出

中学生经费占财政支出（％） 生均中学生教育经费×中学生数／财政支出

产出

小学生生师比 小学专任教师／小学生数

中学生生师比 中学专任教师／中学生数

小学升学率（％） 初中招生数／小学毕业生数

中学升学率（％） 高中招生数／初中毕业生数

每万人口小学生数（个） 小学生在校生数／每万人口

每万人口中学生数（个） 中学生在校生数／每万人口

３其他解释变量。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根据已有文献，本文还进一步加入了其他可能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金融发展。借鉴已有研究，使用银行存款与贷款总和占 ＧＤＰ比例表示金融发展规模，现有研究
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完全市场化，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财政的职能，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化倾向与国

有化倾向。

财政支出及公共服务支出，本文使用各省份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比 ＧＤＰ表示财政支出规模，使用
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支出之和占比财政支出表示公共服务支出。经济发展，使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表示；工业化进程，使用工业产值占比ＧＤＰ表示。
财政分权及财政纵向失衡。一直以来，财政分权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特征被认为是城乡差距的重

要原因。根据Ｔｉｂｏｕｔ理论，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由于对辖区居民拥有相对较为完备的信息，也
更加了解其对公共品的偏好，可以相对有效地配置公共物品，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能够起到积极的缩

小作用；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并不是完全以辖区居民福利为出发点，其“仁慈性”受

到质疑。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和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

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机制决定了其支出行为的扭曲，为了获得晋升通道而采取以围绕 ＧＤＰ增长展开
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偏基础设施建设、轻公共服务支出、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行为。因此，中国式财

政分权体制以及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失衡可能并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的主要原因。

４中介变量。城镇化比例。毫无疑问，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比例的提升对城乡差距的
缩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城镇劳动力的供给，加剧了其竞争程度，这部

分流动的劳动力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在城镇地区获得身份认同，并不断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城镇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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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城镇劳动力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城乡差距［４］；其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过程

中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其边际报酬，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进一步

通过使用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表明了城镇化比例的提升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
积极作用。

人力资本。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导致了农村地区居民在获取初等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上

的机会不均等，从而造成居民就业起点、就业岗位、就业待遇等的不均等（赵修渝和李湘军，２００７）［３５］。
据陈斌开等（２０１０）［３６］的分析，由于城乡居民在教育资源方面的分配不均，城镇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水
平比农村地区居民高３６年，教育回报率则高出农村地区居民２９个百分点，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从而
提升其增收能力，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意义。借鉴徐现祥和舒元（２００５）［３７］的研究，本文使
用人均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
鉴》及ＥＰＳ中国宏观数据库、财政税收数据库。所有货币类数据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表２为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所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５５８ ０３２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１ ０８１５

熵权法 ５５８ ０３２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８６５

综合评价法 ５５８ ０３６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４ ０８３１

主成分分析法 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８ －１５３８ ２１０５

基尼系数 ５５８ ０２３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２ ０３９９

泰尔指数 ５５８ ０２９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６ ０６２６

城乡人均收入比 ５５８ ２９４３ ０６３４ １８４５ ５６１１

城镇化 ５５８ ０４９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８９ ０８９６

人力资本 ５５８ ７１３８ ０５８９ ５３５８ ８１７９

金融发展 ５５８ １１７０ ０４１７ ０５５３ ３０８５

财政支出 ５５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２ １４２７

经济发展 ５５８ ９７３１ ０７１５ ７８８０ １１４１４

财政分权 ５５８ ０４６５ ０１４４ ０２４４ ０８５４

工业化进程 ５５８ ０４５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９０ ０６１５

公共服务支出 ５５８ ７００８ ０９６２ ４９３４ ９１５６

人口密度 ５５８ ５２６７ １４８０ ０７４２ ８２５０

财政失衡 ５５８ ０６８１ ０２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９８５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部分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实证分析部分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然后分别构建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和内生性分析，在有效克服了内生性之后就可能存在的机制路径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由于不同地区存

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以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高低为分组变量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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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分析

如前所述，首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城乡收入的基尼

系数、泰尔指数和城乡人均收入比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使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计算的评价得分，反映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 城乡人均收入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公共服务质量
－０．２０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３ －１．４４９ －０．９７４

（－６．９１３） （－３．６９７） （－７．４８８） （－３．８９５） （－５．１３５） （－２．９８２）

金融发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６

（１．１９９） （１．７１４） （１．３３５）

财政支出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５ －２．７４２

（－１０．０２３） （－６．６５８） （－１２．７９６）

经济发展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７９２

（－４．６１５） （－５．０６４） （－３．８８５）

财政分权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９ １．８７２

（１．９１８） （１．１０５） （３．４２７）

财政失衡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９ １．２０９

（２．７１２） （２．７８８） （３．０６３）

工业化进程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 －０．５４８

（－１．４２４） （０．７５８） （－１．８３８）

公共服务支出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１．７９９） （０．０６９） （０．２９１）

人口密度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９ －０．８６２

（－２．４５９） （－４．０２２） （－３．１３５）

常数项
０．３６７ １．４４９ ０．２７９ １．３８５ ３．２９８ １３．４２８

（３４．７１９） （４．５９２） （３７．７６８） （５．９８６） （３２．２５０） （４．６８５）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Ｒ２ ０．７３３ ０．８０４ ０．６５２ ０．７１８ ０．５０７ ０．６８０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３中，模型１、模型３、模型５分别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２、模型
４、模型６是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其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城乡人均收入计算的泰尔指
数、基尼系数和城乡人均收入比。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均显示公共服务的

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０９７４，说明公
共服务质量每变化１个单位的标准差，则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下降００８、００９、４９７个单位的标准差，且
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强，是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也表明了通过减少最后一公里等无质量服务，构建“好政府”有助于社会整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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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提升（马国贤，２０１７）［３８］，事实上，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措
施，如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并在２００５年首次提出了公共服
务均等化原则，２００７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治理理念。可
见，政府职能也在逐渐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并在２００５年实施了绩效预算制度改
革，近年来三公经费的大量压缩、四风问题整治（张权，２０１８）［３９］，人大与政府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也
日益加强，地方政府工作内容的逐渐透明，都说明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在不断地得到

提升。

控制变量中，金融发展并没有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不利于这一差距的缩小，这和已有

研究结论一致（刘晓光等，２０１５）［９］，他们认为国内的金融发展在城乡是非均衡性的，中国金融发展具
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分配并没

有起到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财政分权及使用财政分权的财政纵向失衡也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

距，可能的原因在于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虽然有利于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同时其纵向财政

失衡，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其他收入来源，如土地财政，也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使其更加偏向于

生产性支出，同时“官员晋升考核机制”进一步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由于生产性支出的受益范围

更多地集中在城镇地区，因此，财政分权及其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失衡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

原因。

（二）稳健性检验

已有文献在稳健性检验中，通常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替代原有被解释变

量和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为了保证稳健性，本文在基准回归分析中也分别使用三种方法测度

的被解释变量对基本结论进行印证。如前所述，除了使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测度公共服务质量外，已
有文献中常用的方法还有熵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法等，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使用熵指数

法、综合评价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共服务质量重新测度，以验证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４　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

变量
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熵指数法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１

（－５．９７７） （－６．９１７）

综合评价法
－０．２７７ －０．２１９

（－８．２３７） （－８．９５６）

主成分分析法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８．７６５） （－１１．００６）

金融发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１．３４４） （２．０３０） （２．４６９） （１．８９０） （２．６５０） （３．３５５）

财政支出
－０．２５１ －０．２７３ －０．２９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９

（－１０．８３５） （－１１．９８４） （－１２．７９５） （－７．５６６） （－８．７０７） （－１０．２７３）

经济发展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

（－４．１５６） （－３．７８１） （－４．１０７） （－４．５１７） （－４．１９１） （－４．４６４）

财政分权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５

（２．６２７） （２．７６９） （２．６６９）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７） （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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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财政失衡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６

（３．０４３） （３．０４３） （２．７５２） （３．２２８） （３．１７７） （２．９７１）

工业化进程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１．８８３） （－１．９０３） （－２．０２３） （０．２３０） （０．３５８） （０．１０５）

公共服务支出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２．６１８） （３．４３０） （２．２１６） （１．０９５） （１．７９３） （０．５８６）

人口密度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４

（－３．１１８） （－４．１５４） （－４．８６７） （－４．８７９） （－５．９４７） （－７．２７３）

常数项
１．３９４ １．４４４ １．６０４ １．３３２ １．３７９ １．５１０

（４．５１５） （４．８２８） （５．４１２） （５．９３８） （６．３４７） （７．１９８）

观测值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Ｒ２ ０．８１２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５ ０．７３５ ０．７５０ ０．７６６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汇报了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后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分析一致，使用
熵指数法、综合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测度的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也是显著为负，这与

基准回归分析一致。进一步表明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可以起到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

回归结果还显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上与基准回归分析一致。

（三）潜在内生性检验

前文在分析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时尽量控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也控制了时间

和省份固定效应以降低时间与地区等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并不能一

一穷尽，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遗漏变量偏误；进一步地，公共服务质量虽能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但

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很难想像一个城乡差距较大的地区其

公共服务质量会有较高水平，因此，公共服务质量的内生性问题需要予以重视。尽管前文分别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稳健性检验，如果不进一步克服公共服务质量的内生性问题，那么前文的分析结果也可能

是有偏且不一致的。基于此，本文首先根据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行内生性排查，排查结果拒
绝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供给外生性的原假设，即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借鉴张权

（２０１８）［３９］的做法，首先选择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变量的替代项。同时再根据工具变量法进
行分析，借鉴李湛等（２０１９）［４０］的做法，使用各省份人口占比为权重计算各省份到北京的政治距离与
到上海港口的经济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估计。政治距离表明了来自中
央政府对地方公共服务监督力度的强弱，使用到上海市的经济距离是因为上海作为一直处于改革开

放的前沿城市，开放度较高，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要求也相应较高，以此构建经济距离工具变量来说明

各省份公共服务质量的相对高低，经检验二者均满足外生性与相关性假设。表５回归结果说明了本
文选择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５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公共服务质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当期的替代变量，还是使用政
治距离与经济距离作为当期项的工具变量，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与人均收

入比的回归系数方向均一致，说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

的选择及回归结果也具有合理性，其系数大于基准回归值。首先，由于工具变量的个数要多于内生变

量数，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其实际检验结果也明显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过度识别检验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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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ｅｎＪ统计量及相应Ｐ值，表明工具变量并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外生有效
的；弱识别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对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其Ｆ值均大于１０，且表５中ＫＰＦ统计量
大于相对应的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偏误值，可以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５　内生性检验及分析

变量
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 城乡人均收入比

ＦＥ ２Ｓ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ＦＥ ２ＳＬＳ

公共服务质量
－０．７５７ －０．３３７ －４．１１３

（－５．６１９） （－３．５８７） （－３．７０３）

滞后一期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７ －０．９０４

公共服务质量 （－３．３１４） （－３．５６７） （－２．９０３）

金融发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１

（１．８０４） （０．２６１） （２．８４４） （０．９７６） （１．６８７） （０．７１８）

财政支出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２．６０９ －２．６８３

（－８．５３６） （－３．４８１） （－６．００１） （－３．２８４） （－１０．９７８） （－５．０３３）

经济发展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８ －０．８１６ －０．４５３

（－４．３７９） （－１．２６６） （－５．１１７） （－３．１６５） （－３．７３９） （－１．８７１）

财政分权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１ １．７３６ ２．８４０

（１．３７３） （３．１７７） （０．５２１） （１．９４７） （３．０１７） （３．６５８）

财政失衡
０．０７８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７ １．０７８ １．５８９

（１．７１８） （３．１３５） （１．３８０） （２．６７２） （２．５４８） （３．４５８）

工业化进程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３

（－１．９１３） （－３．０２３） （０．１８３） （－０．４３６） （－２．１６１） （－２．９０３）

公共服务支出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３５６

（０．８６４） （４．２８３） （－０．７７８） （１．８１７） （－０．１７８） （２．２１５）

人口密度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２ －０．８５３ －１．１６８

（－２．１６９） （－３．４０５） （－３．７７３） （－４．１３２） （－３．００９） （－３．６０２）

常数项
１．５８４ １．６０８ １５．３８５

（４．３５３） （６．０７３） （４．５５３）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２７ ５５８ ５２７ ５５８ ５２７ ５５８

Ｒ２ ０．８２１ ０．６８６ ０．７４５ ０．６７４ ０．６８３ ０．６２１

内生性检验
１７．９４２ ５．５１８ ６．９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ＫＰＦ值 １７．１８０ １７．１８０ １７．１８０

弱识别检验
１８．４６１ １８．４６１ １８．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过度识别检验 ２．０２０ ０．４５９ １．８８７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１５５］ ［０．４９８］ ［０．１７０］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中括号内数值表示Ｐ
值，其中，内生性检验的原假设Ｈ０：变量是外生的，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是内生的；由于本文的工具变量数大于内生变
量数，因此，不存在识别不足；弱识别检验的原假设Ｈ０：工具变量为弱识别，若其 Ｆ统计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则拒绝原
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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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与

人力资本提升，为了验证机制的存在性及效应大小，本部分进行机制检验。主要思路是：在基准回归

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加入这两个变量，观察在控制了这两类变量后公共服务质量系数大小是否有所变

化或者显著性有所降低，如果是，则说明这两类变量是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

反之则说明并不存在此机制路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作为对照，我们将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同
时列入表６中。

表６　机制检验

变量
人力资本 城镇化 基准回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模型１７

公共服务质量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３

（－３．６５０） （－２．９１８） （－３．０４６） （－２．２１４） （－３．６９７）

人力资本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８

（－６．２５９） （－８．３６５）

公共服务质量×人力资本
－０．２０７

（－９．３４１）

城镇化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９

（－４．６５６） （－４．７３３）

公共服务质量×城镇化
－０．５２０

（－４．５２２）

金融发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１．４４９） （１．３８０） （１．９４７） （１．３３５） （１．１９９）

财政支出
－０．２３９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３６

（－１０．５１９） （－８．８２９） （－１１．２３２） （－１１．０１５） （－１０．０２３）

经济发展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４

（－４．１３５） （－２．１６７） （－４．９８２） （－４．６１８） （－４．６１５）

财政分权
０．１８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５

（３．０９６） （１．９３６） （３．１９５） （３．０４７） （１．９１８）

工业化进程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６７３） （－１．４６１） （－１．００７） （－１．３９７） （－１．４２４）

公共服务支出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２．３００） （１．３２９） （１．９４８） （１．５９９） （１．７９９）

人口密度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４

（－４．２６９） （－３．２０６） （－３．４８９） （－３．１３２） （－２．４５９）

财政失衡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８

（４．１４１） （２．８３６） （３．４２８） （３．３９９） （２．７１２）

常数项
１．４０８ ０．９４８ １．５３７ １．４３９ １．４０６

（４．６１１） （３．３１１） （４．９２８） （４．６９３） （４．４３７）

观测值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Ｒ２ ０．８１８ ０．８４５ ０．８１２ ０．８１９ ０．８０４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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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准回归模型１７中，结果显示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 －０１３３，而在
加入了人力资本及其与公共服务质量的交互项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降到了 －００９４，降幅近
３０％，而拟合度也提升了５％，说明人力资本可能是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
机制，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减轻了农民负担。举例来说，政府对义务教育

的“两免一补”政策，对其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政府对农民工的失业再培训

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创新创业培训、扶贫培训，大大提升了农民工的人力资

本，不仅如此，迁徙到城镇地区的农民工还可以享受到城镇地区的高质量医疗类服务（夏怡然和

陆铭，２０１５）［２２］，这也是影响其人力资本的路径之一。公共服务质量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系数
显示，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即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强，因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本身就有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需求也

就越高，这一点从 Ｔｉｅｂｏｕｔ的“用脚投票”理论也很容易得出此结论。其次，模型 １５和模型 １６验
证了城镇化在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城乡差距中的机制作用，回归结果得到的结论和人力资本类

似，因为城镇地区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而随着近年

来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尤其是 ２０１４年我国户籍制度的取消，破除了人口流动的制度限制，使得
人口更加愿意流动到城镇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地区，使之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而城镇化水平

的提升本身也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４）［４］。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凸显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

城乡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不仅需要政府不断地倾向于民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也对政府公

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着更高的要求。现有文献多从民生财政投入视角分析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较少有文献直接分析公共服务质量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作用。本文从人口

流动视角梳理了公共服务质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机制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１）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我们不仅应重视公共服务投入
与结构安排，还应重视对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２）为避免使用单一指标度量的缺陷，本文综合
选取了多种方法测度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３）通过逐步加入机制
变量及其与公共服务质量的交互项发现，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不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

效应，其还进一步通过间接提升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比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城镇化比

例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也就越强；（４）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可
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有偏且不一致，本文一方面使用解释变量的滞

后一期作为当期的替代变量，另一方面使用政治距离和经济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最小二

乘法回归分析，使得本文的结果更加具有可信性。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因此，建议如

下：一是持续转变政府职能，以人民满意度为标的，对基础性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构建服务型政府。如

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不仅应关注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享受水平，还应关注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

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并以此构建相应的绩效考核指标，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二是

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培训等，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并

建立完善的培训后跟踪机制，降低其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鼓励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在完善现有的农

村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时，保障农村居民尤其是流动到城镇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居

民无差别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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