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总第２３４期） 国民经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功能协同的中国创新激励机制研究”（７１９７３１３９）；中国

人民大学２０１９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孙文浩（１９９２－），男，山西临汾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与中国

城市发展问题；张杰（１９７２－），男，江苏兴化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

地区“抢人”一定推动房价上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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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地区“抢人”是否导致地区房价上涨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传统的静态
面板模型进行改进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地区“抢人”引发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影响和

机理。主要发现：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超过“阈值”后，其对地区房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部、中部地

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阈值”约为０４６，西部地区的“阈值”约为０１０；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
与产业集聚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有利于稳定地区房价。政府应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确

保地区房价在合理区间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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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２０１８年，中央政治
局进一步指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高房价不仅不利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１］，同时高房价形成

“泡沫”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形成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合理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

并稳定地区房价，就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为响应中央号召，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控制房价。

与此同时，近年来，许多城市纷纷参加“抢人大战”，并出台一系列“抢人”政策集聚人才，试图通过人

力资本结构升级加快城市新旧动能转换［２～３］。然而，有研究发现，城市“抢人大战”大量集聚人口，可

能会引发房价过快上涨的泡沫化问题［４］。但是，长期来看，地区“抢人”一定会推高地区房价吗？遗憾

的是，已有文献尚未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５］。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难以为“抢人大战”城市制

定适宜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更难以在学理上厘清地区“抢人”与房价之间究竟

存在何种因果效应。基于此，本文基于高级劳动力要素，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并结合有效工
具变量，研究区域“抢人”引发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究竟如何影响房价的关键性问题。研究发现，地

区“抢人”并不一定导致地区房价上涨，长期来看，地区“抢人”大量集聚高级劳动力将有利于降低城

市房价，尤其是通过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促进地区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是稳定房价的有效

方式。

本文可能的贡献为：第一，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人口集聚对房价的影响［６］，本文缩小研究对象，基于

高级劳动力要素，研究地区“抢人”对房价的门限影响。第二，本文基于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构建“良

性互促体”集聚形态，从供给端、需求端以及新投资增长极等方面，解释区域“抢人”对房价的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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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丰富了已有文献的机制框架。第三，本文结合有效工具变量［７］并对传统静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改

进［８］，较大程度上解决了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本文结论可靠。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关于影响房价的因素，已有文献主要从供给、需求、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从供给层面上看，土地

供给减少对房价上涨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９～１０］。在美国，土地用途管制限制了可供开发的土地数量，

由此引发的土地成本增加导致新开发住宅数量下降和房价上涨［１１］。同时部分文献也发现土地供给

不足是促进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周小平等（２０１９）［１２］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３５个大、中城市数据，研
究结果表明，住宅用地供给对本地地价房价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从需求层面上看，人口数量和人

口结构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１３］。陈斌开和张川川（２０１６）［１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每
增加１％，城市住房价格将上涨４６０％～７９０％。张传勇和刘学良（２０１４）［１５］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中国
３５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高校招生规模每增加１００％，房价上涨０２０％，中部地区高
校规模对房价存在抑制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并不明显。陆铭等（２０１４）［１６］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据，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占比更高的城市房价更高，２０００年移民占比每多出１０％，２００５年房
价就会高出８３３％。也有研究发现，国外移民对房价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人口迁入越多的地区，其
房价上涨越快，并且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房价就越高［４］。李超和张超（２０１５）［１７］采用全国３５个
大、中城市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推动力，来源于高校扩招政策实施所带来

的大量高素质人口迁移形成的巨大住房需求，对大中型城市房价形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李超和匡

耀求（２０１３）［４］使用３５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和房价收入比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尚未
解决人口集聚与房价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还有研究发现，相对于老年人占比，青年人口占比

更与房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１８］。除从供给、需求视角研究影响房价的因素之外，还有一部分文

献主要基于居住环境、住房公积金以及住房价值功能结构等其他因素研究房价问题。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８）［１９］研究发现，高危垃圾场的清理显著提升了附近房价水平。顾澄龙等（２０１６）［２０］利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５５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会显著促进房价上涨。李超
（２０１９）［２１］利用３５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房屋内在价值除了人口居住功能外，还取决于教
育、就业、医疗、生活等其他功能构成，若能将教育、就业、医疗、生活等功能与房屋的居住属性成功分

离，将大大降低房价。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至少存在两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在研究结论和机理方面，大部分研

究结论表明，地区人口数量增加显著促进房价上涨，但关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究竟存在何种

影响，已有文献却相对研究不足。第二，在实证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尚未有效解决模型内部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参数估计有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有效工具

变量，重点关注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究竟存在何种影响。

（二）提出假设

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建立良性的人才自我培养机制，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进程，建立“以产

育人”的方式促使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同时高技术产业集聚是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重要载

体［２２～２４］，政府应合理利用两者之间业已存在的互动关系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进而借助“良

性互促体”集聚形态的市场化行为与演化规律有效平抑房价。其内在机制是：第一，高级劳动力要素

集聚与新旧动能转换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有利于调整地区产业结构，降低政府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程度，进而有效提升地区的土地供给数量，从供给层面遏制房价上涨趋势；第二，构建高级劳动

力要素集聚与新旧动能转换“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有助于地区提升产业价值链，进而提高企业利

润水平，促使当地实际房价下降，从而在需求层面降低消费者的购房成本；第三，科研人才集聚与新旧

动能转换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开创了地区投资新增长极，大量“热钱”从房地产行业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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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涌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避免了“炒房团”扭曲住房市场正常的供需关系，从而促使当地房价在合理

的价值区间内进行浮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科研人才集聚与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是平抑地区房价的重要

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有研究表明，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是城市房价上涨最为突出的年份［２１］。因此，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中国
２９个省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业统计

年鉴》等相关年份数据，由于数据欠缺，未包括西藏、新疆。同时借鉴 Ｋｒｅｍｅｒ等（２０１３）［２５］设立动态面
板门限模型的方法，以科研人才集聚作为门限变量，建立科研人才集聚（ｓｐｅ）、名义房价（ｈｏｕｓｅ）和实际
房价（ｈｏｕｓｅ＿ｉｎｃ）的面板门限模型：

ｈｏｕｓｅｉｔ＝μｉ＋β１ｓｐｅｉｔＩ（ｓｐｅｉｔ≤γ）＋β２ｓｐｅｉｔＩ（ｓｐｅｉｔ＞γ）＋１Ｚｉｔ＋ｅｉｔ （１）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ｉｔ＝λｉ＋β３ｓｐｅｉｔＩ（ｓｐｅｉｔ≤γ）＋β４ｓｐｅｉｔＩ（ｓｐｅｉｔ＞γ）＋２Ｚｉｔ＋ξｉｔ （２）

其中，ｉ＝１，…，Ｎ表示省份个体，ｔ＝１，…，Ｔ表示时间指标。ｓｐｅｉｔ表示科研人才集聚程度，ｈｏｕｓｅｉｔ与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ｉｔ分别表示名义房价和实际房价，μｉ与λｉ表示省份固定效应，еｉｔ与ξｉｔ则表示误差项，γ表示门
限估计参数，Ｚｉｔ表示全部解释变量。此外，Ｉ（·）表示指示函数，如果括号里面的取值符合要求，则指示
函数的函数值取１，否则取零。

对于被解释变量。名义房价（ｈｏｕｓｅ），采用地区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测度名义房价。实际房价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采用地区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测度实际房价。房价收
入比是衡量生活成本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生活居住成本，还反映了租金水平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水

平［４］。此外，房价收入比还能检测一个地区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２６］。因此，采用实际房价测度房价不

仅可以替代名义房价进行稳健性检验，更由于具有更多的实际意义，有助于延展本文实证结论。此外，

所有被解释变量均进行加１取对数处理。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ｓｐｅ），采用地区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集聚区位熵

加以表示，并进行加１取对数处理。本文的主要门限变量为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程度（ｔｅ＿ｔｒ），采用地区高
技术产业集聚程度与传统产业集聚程度的比值测度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其中，高技术产业集聚、

传统产业集聚以及区位熵的算法参见孙文浩和张益丰（２０１９）［２］的研究。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高校规模指标（ｕｎｉ），采用当地高校大学生与全国高校大学生数量之比加以

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指标（ｅｖ），采用区域已完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全国比重加以表示。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和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８）［１９］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地区房价也越低。交通基础设施指标（ｔｒａ），采用
各省份年客运量总人数与全国客运量总人数的比值加以表示。财政分权程度（ａｒｅ＿ｃｅｎ＿ｆｉｓｉ），采用省
级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占中央本级或全国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重加以表示，财政分权度对房价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２７］。住宅用地供给面积（ｈｏｕ＿ｌａｎｄ＿ｓｕｐｓｕｍ），采用各省份实际住宅用地供给面积加以
表示。

对于工具变量。借鉴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９）［７］的研究，选取高校搬迁（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与明清时期进士
总数量（ｊｉｎｓｈｉ＿ｔｏｔａｌ）作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历史上产生明清进士数量较多的
地区，在文化风俗上对高级知识分子更加尊重，从而有利于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在该地区集聚。另一方

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多数中国高校经历了拆分、迁移和整合的历史过程，对于高校净迁入数量为正
的地区，由于增加了诞生高级劳动力要素的摇篮，导致该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的数量逐渐增加，同时

受人才集聚的“羊群效应”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吸引更多高级劳动力要素向该地区集聚。其中，高校搬

迁（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高校搬迁院系净迁入数量来衡量，并在省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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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总。明清时期进士总数量（ｊｉｎｓｈｉ＿ｔｏｔａｌ），使用明清时期各省级进士总数加以表示。上述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ｐｅ ３４８ ０５５６ ０５５３ ０００６ ４２１９

ｈｏｕｓｅ ３４８ ８３３８ ０５６６ ７１７６ １０２５８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 ３４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２ ０５８８

ｔｅ ３４８ ０７１５ ０６４３ ００７３ ３０１０

ｕｎｉ ３４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８

ｔｒａ ３４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６

ｅｖ ３４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６

ｔｒ ３４８ １０４０ ０１２０ ０５６６ １２０３

ｔｅ＿ｔｒ ３４８ ０７８３ ０９０４ ００６１ ５２６１

ａｒｅ＿ｃｅｎ＿ｆｉｓｉ ３４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４

ｈｏｕ＿ｌａｎｄ＿ｓｕｐｓｕｍ ３４８ １６１０６９ ９３３２８ １０００ ３１９００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 ３４８ ０９３１ １１２９９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ｊｉｎｓｈｉ＿ｔｏｔａｌ ３４８ １６４２４４８ １６８４７７３ ００００ ６１３００００

　　注：名义房价与实际房价均经过ＣＰＩ消胀处理。

（二）估计方法与内生性处理

首先，根据Ｃａｎｅｒ和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２８］设立的门限估计模型，采用３个步骤估计面板门限模型设
定的参数值。第一，Ｚｉｔ中的内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函数，利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并获
得内生变量的预测值。第二，把第一步得到的预测值代入面板门限模型中，替代原有的内生变量估计

出面板门限估计值γ。第三，运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得出残差项平方和Ｓ（γ），通过反复自举选择最
小的残差和估计值作为面板门限估计值 γ^＝ａｒｇｍｉｎＳｎ（γ）。

其次，根据Ｃａｎｅｒ和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４）［２８］的研究，门限变量应该是外生变量。因此，需要检验门限变
量的内生性，同时，也要检验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的问题，然后解决上述有关变量

的内生性问题。借鉴Ｋｒｅｍｅｒ等（２０１３）［２５］、黄智淋和董志勇（２０１３）［８］、Ｌａｗ和 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４）［２９］的内生
性检验步骤，本文也分为两步检验，处理面板数据的内生性问题。第一，检验面板数据内生性问题。

采用名义房价（ｈｏｕｓｅ）与实际房价（ｈｏｕｓｅ＿ｉｎｃ）作为被解释变量，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ｓｐｅ）使用高校
搬迁（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分别对各变量进行回归。然后采用吴
－豪斯曼Ｆ检验（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ＦＴｅｓｔ）和杜宾－吴－豪斯曼卡方检验（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Ｃｈｉ－
ｓｑＴｅｓｔ）等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无论是名义房价还是实际房价，无法拒
绝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内生性的假定。第二，处理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以高校

搬迁（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作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ｓｐｅ）的工具变量，使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与预
测，使用预测值代替内生变量进行面板门限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具体来看，对于

名义房价，表２的模型１、模型３和模型５显示的是，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中、东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
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表２的模型２、模型４和模型６反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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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存在Ｕ型影响，尤其对于中、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更加显著。类似地，
对于实际房价，表３与表２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尚未有效解决模型内部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使用改进后的静态面板门

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是否存在门限影响。

表２　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的非线性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因变量 ｈｏｕｓｅ

地区类型 全国范围 中、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ｓｐ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９ －０２４２

（－１９９） （－１２０） （－１６９） （－２６５） （－１９４） （－１８９）

ｓｐｅ＿ｓｑ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８

（０３９） （２１９） （１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１ ００９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７

样本数 ３４８ ３４８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２０ １２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是ｔ值。ｓｐｅ＿ｓｑ表示ｓｐｅ的平方顶。所有模型均控
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３　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实际房价的非线性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因变量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

地区类型 全国范围 中、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ｓｐ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５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９

（－２２８） （－０３９） （－２４７） （－２８５） （－１０６） （－１１２）

ｓｐｅ＿ｓｑ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６４） （２１０） （０７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９１１ ０９１１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０ ０８０９ ０８５５

样本数 ３４８ ３４８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２０ １２０

　　注：、分别表示５％、１％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是ｔ值。ｓｐｅ＿ｓｑ表示ｓｐｅ的平方顶。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省份
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门限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表４显示的是科研人才集聚对房价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对于名义房价，全国范围存在两个门限值，
其他地区均存在一个门限值；对于实际房价，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不同地区，均存在一个门限值。

表４　面板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变量：ｓｐｅ 全国范围 中、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因变量：ｈｏｕｓｅ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单一门限 ３５２００ ００１０ ３０７２０ ００１７ １１９５０ ００６０

双重门限 ３１３８０ 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 ０５５０ ３４８０ 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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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门限变量：ｓｐｅ 全国范围 中、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三重门限 １５９８０ ０７８３

因变量：ｈｏｕｓｅ＿ｉｎｃ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单一门限 １８５４０ ００９３ ２８７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４０ ００９０

双重门限 ５４３０ ０８１３ －１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９９０ ０５０３

　　注：ｂｏｏｔｓｔｒｉｐ数为３００次。种子数为１００００。

表５显示的是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的门限影响。对于名义房价，表５的模型１基于全国范
围，结果表明，当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水平低于０４０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不存在显著影
响，而当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水平大于０４０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
类似地，对于实际房价，表５的模型４基于全国范围，结果表明，当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水平低于０３９
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实际房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当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水平大于０３９时，高级
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实际房价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表５的模型２和模型５基于中、东部地区，结果表明，无
论是名义房价还是实际房价，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处于高门限区间时，其对房价均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

表５的模型３和模型６基于西部地区，结果表明，对于名义房价，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水平低于００９时，
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而高于００９时其对名义房价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
实际房价，无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处于何种门限区间，均对实际房价存在显著促进效应。

表５　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门限影响的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因变量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

地区类型 全国 中、东部 西部 全国 中、东部 西部

门限估计值γ１ ０４０３ ０４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３９０ ０３８２ ０３９６

置信区间 ［０３９１，０４０３］［０４５０，０４７３］［００９０，００９２］［０３６９，０３９３］［０３６３，０３９９］ ［０３８６，０４０３］

门限估计值γ２ １３９０

置信区间 ［１３３１，１４４７］

ｓｐｅ＿ｒｅｓｉ
－０１０５ －０２１４ －０４７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１９０） （－３５６） （－４７７） （－０８７） （－０９８） （－０６１）

ｓｐｅ＿１
－０２７８ －０９０６ １４３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７８

（－１０７） （－２８１） （２０４） （－１１５） （－１０８） （２４７）

ｓｐｅ＿２
－０８２１ －１４５３ ０６５２ －０３１１ －０４１０ ０１４６

（－３２９） （－４７２） （１００） （－２８３） （－３６５） （２１０）

ｓｐｅ＿３
－１１９１

（－５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７０４ ０６２６ ０８７２ ０１６８ ０２５８ ０４６０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数值是ｔ值。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
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ｉｐ数为３００次。种子数为１００００。ｓｐｅ＿ｒｅｓｉ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残差。ｓｐｅ＿１、ｓｐｅ＿２、ｓｐｅ＿３分别为高级劳动
力要素集聚的低、中（高）、高门限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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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６可知，新旧动能转换变量存在两个门限值，而高技术产业集聚与传统产业集聚均存在一个
门限值。表７的模型１和模型２表明，无论是当期还是前推一期的名义房价，随着新旧动能从低门限
区间向高门限区间转换的过程中，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的抑制效应逐渐增强。同理，表７
的模型３和模型４基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从低门限区间向高门限区间转换
的过程中，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的抑制效应逐渐增强。表７的模型５和模型６基于传统
产业集聚，研究发现，当传统产业集聚从低门限区间向高门限区间转换的过程中，高级劳动力要素集

聚对名义房价的抑制效应逐渐减弱。因此，政府在推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有助于增强高级

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的平抑效应。

表６　面板门限效应检验：基于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程度

门限变量 ｔｅ＿ｔｒ ｔｅ ｔｒ

因变量：ｈｏｕｓｅ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单一门限 １０８１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５９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５７３０ ００００

双重门限 ５６０５０ ０００３ ２４０００ ０１１３ ２０５８０ ０４０７

三重门限 ９６２０ ０９８０

因变量：ｈｏｕｓｅ＿Ｆ１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Ｆ值 ｐ值

单一门限 ９２９９０ ００００ ５９８２０ ０００３ １１６４２０ ００００

双重门限 ２７８６０ ００９７ ２８９２０ ０１００ ２１９００ ０２９３

三重门限 ６９４０ ０９５７

　　注：ｂｏｏｔｓｔｒｉｐ数为３００次。种子数为１００００。ｈｏｕｓｅ＿Ｆ１表示前推１期的名义房价。

表７　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名义房价的门限影响：基于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程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因变量
ｈｏｕｓｅ

当期 前推１期 当期 前推１期 当期 前推１期

门限变量类型 ｔｅ＿ｔｒ ｔｅ ｔｒ

门限估计值γ１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４ １４９１ １４９１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６

置信区间 ［１５１７，１６０９］［１５１４，１６０９］［１４８６，１５２４］［１４８６，１５２４］［０９２１，０９６０］［０９２１，０９４７］

门限估计值γ２ ２３０９ ２３０９

置信区间 ［２２２８，２４３４］［２２２８，２４３４］

ｓｐｅ＿ｒｅｓｉ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８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５ －０１６５

（－６５６） （－５１７） （－５３３） （－４０７） （－５００） （－３６６）

ｔｅ＿ｔｒ＿１
－０４７８ －０４７２

（－２０９） （－１９２）

ｔｅ＿ｔ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８１１

（－３９１） （－３２３）

ｔｅ＿ｔｒ＿３
－１２６５ －１１５９

（－５６６） （－４８３）

ｔｅ＿１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８

（－３０７）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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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ｔｅ＿２
－１３６５ －１２５８

（－５９５） （－５０８）

ｔｒ＿１
－１２３４

（－５６３）
－１１７６

（－５１２）

ｔｒ＿２
－０５７６

（－２５７）
－０５３５

（－２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７４４ ０７０１ ０７２６ ０６７６ ０７４７ ０７１９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数值是ｔ值。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
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ｉｐ数为３００次。种子数为１００００。ｔｅ＿ｔｒ＿１、ｔｅ＿ｔｒ＿２、ｔｅ＿ｔｒ＿３分别表示新旧动能转换低、中、高门限区间。ｔｅ＿１、
ｔｅ＿２分别表示高技术产业集聚低、高门限区间。ｔｒ＿１、ｔｒ＿２分别表示传统产业集聚低、高门限区间。

（三）进一步分析

图１显示的是各省份新旧动能转换程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变化趋势），利用新旧动能转换程度门
限参数估计值将各省份新旧动能转换趋势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门限区间。结果表明，大部分省份的

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处于低门限区间，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近年来新旧动能转

换水平从高门槛区间一路下滑至低门槛区间，广东、江苏新旧动能转换水平从高门限区间下滑到中等

门限区间，弱化了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的平抑效应。同时也有一些省份新旧动能转换得到较

大幅度的上升，如江西和浙江，近年来新旧动能水平由低门槛区间逐渐迈入中等门限区间，强化了高

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房价的抑制效应。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7 !> !� !� "!

"� #� #� *5 .� B�

D� F� K> L" ST!

�
�
�
6
D
�
/
�

��

�
�
�
�

�
�
�
�

�
�
�
�

�
�
�
�

图１　各省份新旧动能转换程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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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更换工具变量，借鉴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９）［７］的研究，

选取明清时期进士总数量（Ｊｉｎｓｈｉ＿ｔｏｔａｌ）替换上文的高校搬迁变量（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作为高级劳动力要素
集聚（ｓｐｅ）的工具变量并进行稳健性分析①，与本文实证结论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地区“抢人”大量引进高级劳动力要素是否导致地区房价上涨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

题。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改进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

对地区房价的门限影响。主要发现：

首先，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可

有效平抑地区房价。

其次，基于不同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阈值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在东部和中部

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阈值”约为０４６，超过“阈值”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
区房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阈值”约为０１０，
低于“阈值”时，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引致房价上涨。

再次，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和地区新旧动能转换通过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是稳定地区

房价的有效形式。

最后，西部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均处于低门限区间，难以通过高级劳动

力要素集聚和新旧动能转换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以稳定地区房价，这也是导致西部地区

“抢人”会推动地区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对于西部地区，城市“抢人大战”应与“抢业大战”协同推进。研究发现，西部地区高级劳动

力要素集聚对房价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与新旧动能转换

水平均相对较低，难以借助两者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稳定地区房价。因此，西部地区在“抢

人”的同时，应协同提升新旧动能转化程度，通过构建“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稳定地区房价。

其次，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政府应加快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进程。研究发现，提升地区新旧动能

转换程度，有助于增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平抑房价的效果。然而，近年来，大部分省份的新旧动能

转换程度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其新旧动能转换程度甚至出现严重的下

滑趋势，可能会弱化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平抑效果。因此，在中、东部地区，政府应重点

参与“抢业大战”，提升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增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的平抑效果。

最后，政府应构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与新旧动能转换“良性互促体”的集聚形态，有效遏制“抢

人”地区可能引发的房价上涨的社会性问题。“抢人”地区应出台适宜的人才引进政策，引导高级劳动

力要素合理流动。本文发现，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对地区房价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大量引进高级劳

动力要素以提升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并超过集聚“阈值”，有利于地区平抑房价。进一

步，政府应有效结合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和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配置方式，通过两者构建“良性互促

体”的集聚形态，稳定“抢人”地区的房价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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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浩，张杰：地区“抢人”一定推动房价上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