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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经济竞争力不仅反映城市本身的综合实力，更反映了城市参与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尤其是亚洲城

市的迅速崛起，正逐渐改变着全球城市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亚洲 566 个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

机制进行研究，可以为提升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实证结果表明。1) 人力资本、基础环境和金融服

务会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造成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基础环境的直接影响

效应次之，人力资本和基础环境已经成为提升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 基础环境、城市软联系和人力

资本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总影响效应依次最大，科技创新的总影响效应最小。3) 城市软联系、产业体系和科

技创新只会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响，各个要素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作用机制显著。以上的研究对提

升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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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全世界有 54%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并且

全球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加速，预计到 2050 年全世

界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创纪录的 66% ①，同时，全球

最大的 750 个城市创造了世界 57%的 GDP，15 年后

这个比例会提高到 61% ②，到 2025 年，全球将拥有

60 个超级城市，是 2014 年的 2 倍以上，平均 GDP 总

量超过 2 500 亿美元③，总之，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城市化浪潮，城市的飞速发展正成为活生生的

现实。随着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日益上升，全

球化时代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也就表现为城市间

的竞争，尤其是顶级城市间的竞争，由此，城市间的

竞争正式进入全球竞争时代，提升城市竞争力越来

越成为全球所有城市共同关注的焦点。当前，随着

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转移，不同

地区城市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欧洲和美洲城市的竞

争力相对下降，而亚洲的城市竞争力则显著上升，可

以说，亚洲的大城市正在成为这场全球经济重心转

移的主角，逐渐改变着全球城市体系。鉴于此，有必

要对亚洲城市的竞争力进行研究，提升亚洲城市的

经济竞争力，发挥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导作用。
要提升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就要明确决定

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为何?

首先，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因素是多维和复杂的，

不同的学者对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看法并不一致，但

是他们普遍强调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外经济、经
济结构、经济集聚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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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飞等认为［1］: 企业主体素质、当地要素、当地需

求、内部结构、城市软联系、公共制度作为影响城市

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其企业主体素质是影响城市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共制度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基

础，当地要素和当地需求是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内容，

而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软联系则是影响城市竞争力

的主线。其次，城市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制也并不明确，即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

最终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途径还有待探析，只有

研究出各个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加深对具体传导

机制的理解，才有助于确定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战略措施。
虽然许多学者对决定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因素进

行了很多讨论，但是针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在全

球中的地位如何，影响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提升的

关键因素是什么，应从哪里入手来提高亚洲城市的

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而国内

外研究由于受数据收集、统计口径等因素的限制，也

并未对此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本文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与创新，主要贡献如下: 利

用亚洲 566 个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大样本数据，对

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利

用结构方程研究了主导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提升的

新因素与新动力。可以说，本文的研究弥补了亚洲

城市经济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相关不足，同时，也为提

高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提供了相应参考。

一、文献综述

城市竞争力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复杂系统，因

此，研究竞争力并制定相关的战略政策，不仅要了解

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且要理解和掌握其相关的作

用机制。目前一些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比较成熟的

研究。如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er) 构建的决定

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机制框架模型［2］认为: 当地

要素、市场需求、辅助产业和企业战略 4 个主要因素

以及政府和机遇 2 个辅助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国家、
区域或城市支撑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当

地企业的创新。贝格( Begg) 构建的竞争力迷宫机

制模型［3］认为: 最底层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各种环

境因素，包括自上而下的机构和宏观环境、公司特

征、商业环境、创新和学习能力，其中心是城市经济

绩效; 而上层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被看作城市竞争

力的显性因素，其他的环境因素是被解释因素，最顶

层是居民生活水准或者生活质量。这些解释被解释

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倪鹏飞

( 2001) 则建立了城市竞争力的“弓弦箭的”模型［4］，

“弓弦”是竞争力的软硬要素环境，“箭”是竞争力的

产业，“的”是 竞 争 力 的 价 值。迪 斯 和 吉 尔 达 诺

( Deas ＆ Giordano) 建立了竞争力初始资产与竞争力

结果动态关系机制模型［5］，即经济环境、政策制度

环境、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与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模

型，一方面，竞争力资产通过地方和非地方政府的治

理转化成竞争力结果; 另一方面，耐久性的竞争力结

果又成为下一轮竞争力资产的一部分。
从作用机制角度看，加德纳等( Gardiner ＆ Pe-

ter) 构建了“金字塔”模型［6］，认为竞争力包括“来

源”“表现”和“目标结果”，其中竞争力来源与竞争

表现相互作用，竞争力表现与竞争力目标结果相互

作用。马丁( Martin) 则认为区域竞争力有个自我强

化机制［7］，总计有 4 个部分 3 个层面。首先，作为投

入包括 2 个方面: 一方面，是区域基本面，如教育、企
业文化、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制度组合与趋向、政
策体制和文化氛围等; 另一方面，是区域外部经济，

如专业化劳动力蓄水池、专业化供给与服务网络、知
识扩散与技术转移、专业化体系、专用资本市场等。
其次，是区域竞争力的动力，如创新、投资、技术、企
业、联系、经济多样性与专业化、生活质量、战略政策

等。最后，是竞争力的显示，如生产率、就业、工资、
人均 GDP 等，其中投入及直接贡献产出也贡献动

力，动力贡献于产出，产出又反作用于投入与动力。
辛格哈尔等则是基于与城市更新与不动产相关联的

商业战略［8］，首先构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框架，开

发反映构成要件相互作用机制的城市竞争力等级模

型，即城市竞争力各组件构成 4 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最顶端的第 1 层表示总体目标定位; 第 2 层为城市

更新和产业关联业务的 2 种策略，是城市竞争力的

背景; 第 3 层是公共政策、资源、运营环境和公司治

理的上层流程组件，强化了再生和业务战略与竞争

力之间的联系; 第 4 层是物质环境、社会资本、金融、
发展、投资和潜在资源使用等 6 个运营组件。辛基

恩( Jolita Sinkiene) 认为: 城市竞争力由内部经济和

外部经济构成［9］，其中内部城市环境是投入、过程

和产出的循环，包括投入由制度要素、人力要素、物
质要素和经济要素构成，过程由人的工作、居住、休
闲和出行构成，产出由多个宏观和微观的指标构成，

这 3 个要素相互作用，最后影响生活质量水准，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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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城市竞争力相互影响; 外部城市环境包括: 经济

要素、技术要素、政治与法律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和

生态环境要素。外部环境作为内部环境及竞争力的

基础，影响内部环境及竞争力。
从经济竞争力实证角度看，管伟峰等基于《全

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2009—2010 年》公布的全球 500
个城市的样本［10］，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城

市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发展当地需求、当地供给、公
共制度、城市软联系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4 个

重要因素，其中公共制度是首要因素。刘健等利用

我国 186 个地市级城市的样本［11］，基于结构方程的

分析表明城市营销能力通过影响城市价值创造力，

进而影响城市竞争力。综上所述，学者主要是根据

对城市竞争力的不同理解，建立一定的研究框架和

对城市经济竞争力作用机制进行一些理论描述，但

是这些研究显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这些描述大多

是定性的，缺乏严谨性且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二，有

关竞争力的机制没有更多的对外部竞争，尤其是在

全球城市体系下作用机制的理论探讨。第三，直接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文献仍

然较少，特别是利用最新的全球城市大样本数据对

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和作用机制进行实

证检验还属空白。因此，本文就利用亚洲 566 个城

市数据，对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关键要素和作用

机制进行研究，为提升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提供

依据并弥补以往文献在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方面的

空白。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框架与假设

借鉴倪鹏飞的研究［1］，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可以

理解为城市在合作、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

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和

争夺、占领、控制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竞

争力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弓弦箭的”模型，其中，城

市资源要素和环境是城市经济的解释，是各种要素

的存量和流量，有软、硬件之分，分别代表人才、科

技、资本、制度和文化等，硬件为“弓”，软件是“弦”;

城市产业是城市经济的加工和生产，是各种要素的

结合和价值创造及凝结过程，可以比作“箭”; 城市

价值是产出，是城市竞争力的结果和表现，可以比喻

成“的”。因此，从城市经济竞争力显示或产出的角

度看，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密度和经济

增长的函数:

GUCIi = (F GDP
area i

，Δ )GDP ( 1)

其中，GDP /area 表示城市的经济密度，以城市的地

均 GDP 来表示，综合反映了城市单位空间上的经济

租金和经济收益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

率; ΔGDP 表示城市的经济增长，以 GDP 连续 5 年增

量来表示，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

动［12］。同时，按照上述理论框架，城市竞争力作为

竞争力投入和过程与竞争力的表现应该是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的关系，因此，可构建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决

定模型如下:

GUCI = G( FE，TI，IS，HＲ，IN，GC) ( 2)

在式( 2) 中，FE 为金融服务因素，TI 为科技创

新因素，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对推动城市发展起直

接作用，是城市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而未

来的城市将是金融和科技主导的城市; IS 为产业体

系因素，一个城市的产业体系往往反映了一个城市

主要功能，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HＲ 为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为一个

城市参与竞争的基础; IN 为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

施是城市竞争力重要的影响力量，并且技术性基础

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13］，良好的基

础设施是主体之间建立高效联系并使得这种联系能

够高效地转化为经济成果的物质基础; GC 为城市软

联系因素，在全球城市时代，城市软联系包含了各个

城市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联系，

而一个城市对外联系越广，那么该城市就可能拥有

较强的城市竞争力。基于以上定性分析，本文作出

如下研究假设: 首先，城市基础环境作为城市经济发

展之弓，在城市经济竞争力中应当起着基础性的促

进作用，即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越好，城市经济竞争

力越强。其次，城市的软联系作为城市经济发展之

弦，在城市经济竞争力中应当起着推动扩大作用。
最后，城市的人力资本、产业体系、金融服务和科技

创新作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之箭，在城市经济竞争力

中应当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为城市未来发展指

明方向。此外，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本文的城市竞争

力因素指标体系见表 1。
( 二)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研究全球城市竞争

力与城市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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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竞争力因素指标体系

符号 变量名 指标 衡量方法 变量包含指标

GUCI 城市经济竞争力
经济密度 城市地均 GDP

Y1、Y2
经济增量 城市 GDP 连续 5 年增量

FE 金融服务
金融水平 城市交易所数量

X1、X2
服务水平 城市银行数量

TI 科技创新
科技产出 WIPO 网站上城市专利申请量

X3、X4
论文指数 Web of Science 网站上城市论文篇数

IS 产业体系
生产性服务企业水平 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数量

X5、X6
科技企业水平 城市科技企业数量

HＲ 人力资本
人力投入 城市劳动人口数量

X7、X8
教育环境 城市大学教育水平

IN 城市基础环境

生活成本 人均收入除以基准宾馆价格

X9、X10、X11、X12

社会成本 城市税收占 GDP 比例

市场环境 城市市场自由度

社会安全 城市犯罪率

GC 城市软联系 国际知名度 城市拼音名 Google 英文搜索数 X13

数据来源: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是利用变量协方差

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14］，该方

法的优点是允许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测量误差，同

时可以用来分析不能直接观测到的“潜变量”。由

于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不可直接观测到的复杂的“潜

变量”，因此，该方法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城市竞争力

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并且该方法在对城市方面

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如在城市环境［15-19］、城市房地

产［20-22］、城市居民出行［23-25］以及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的因素［26］、供应链［27］等与城市居民福利、产业发展

密切相关的问题方面均有较多的研究。具体地讲，

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测量方程

描述不可观察的潜变量与实际指标之间的关系，结

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通常表示为:

x = Λxξ + δ ( 3)

y = Λyη + ε ( 4)

结构方程通常表示为:

η = Bη +Γξ + ζ ( 5)

式( 3) 中，x 表示具体可测外生指标，ξ 表示外生潜

变量，Λx 表示外生可测指标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

系，δ 表示外生测量方程误差。式( 4 ) 中，y 表示内

生可测的指标，η 表示内生潜变量，Λy 表示内生指

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ε 表示内生测量方程

误差。式( 5) 中，ξ、η 与上面定义一样，B 描述内生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Γ 表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

量的影响，ζ 表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残差项，反映结

构方程中未能解释内生潜变量的部分。
本文选取亚洲 566 个人口大于 50 万的城市为

研究样本，样本覆盖亚洲 43 个国家，具有显著的普

遍性，样本选择参见《2017—2018 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运用 spss 软

件对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863，KMO 检验值为 0. 856，

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很适合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各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析见表 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三、结构方程实证分析

( 一) 结构方程模型设计

本文最终设计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其中箭

头代表影响方向，数值代表标准化影响系数。在设

计结构方程模型的过程中，本文根据以下 2 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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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显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密度 566 0. 326 0. 483 0. 050 0. 970

经济增量 566 0. 550 0. 185 0. 290 1. 000

服务水平 566 0. 061 1. 413 0. 000 0. 900

金融水平 566 0. 001 9. 450 0. 000 0. 170

科技产出 566 0. 175 1. 079 0. 000 1. 000

论文指数 566 0. 008 0. 028 0. 000 0. 420

生产性服务企业水平 566 0. 040 2. 173 0. 000 0. 800

科技企业水平 566 0. 029 3. 307 0. 000 1. 000

人力投入 566 0. 061 0. 108 0. 000 0. 000

教育环境 566 0. 041 1. 880 0. 000 0. 680

生活成本 566 0. 271 0. 204 0. 000 1. 000

社会成本 566 0. 271 0. 751 0. 010 1. 000

市场自由度 566 0. 503 0. 215 0. 000 1. 000

社会安全 566 0. 641 0. 234 0. 080 1. 000

城市软联系 566 0. 0002 9. 869 0. 000 0. 040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1 结构方程设计图及标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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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进行修正: 一是通过增加各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选择的原则是 MI 值

比较大的路径，如果增加路径后卡方值出现明显降

低和各拟合指数出现明显上升，说明修正有意义; 二

是删除或者限制一些路径使得模型的结果变得更加

有意义。

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设计，本文得到结构方程

的评价指标见表 3，其中 CMIN/DF 为 4. 424，小于 5;

GFI 为 0. 900，符合标准水平; AGFI、IFI、CFI 等指标都

接近标准水平; PGFI、PCFI、PNFI 等评价指标高于标

准水平; ＲMＲ 低于指标水平; ＲMSEA 小于 0. 08，综合

所有评价指标说明本文模型结果的有效性。

表 3 结构回归效果评价指标

统计检验量 含义 模型检验值 标准水平 拟合状态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 900 ＞ 0. 900 理想

AGFI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0. 846 ＞ 0. 900 接近

IFI 增量拟合指数 0. 766 ＞ 0. 900 接近

CFI 比较拟合指数 0. 760 ＞ 0. 900 接近

PGFI 简约适配度指数 0. 585 ＞ 0. 500 理想

PCFI 调整后的比较指数 0. 565 ＞ 0. 500 理想

PNFI 调整后规准指数 0. 533 ＞ 0. 500 理想

ＲMＲ 平均残差平方根 0. 004 ＜ 0. 050 理想

Ｒ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0. 078 ＜ 0. 080 理想

CMIN /DF 卡方自由度比 4. 424 ＜ 5. 000 理想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文本模型结果整理

① 数据的正太性检验表明数据并不服从正太分布，所以采用 ADF 估计方法更合适。

( 二) 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渐进自由分布法( ADF) 对模型进行

估计①，最终得出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 4。
从图 1 和表 4 的结果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 科技创

新、金融服务、人力资本、产业体系、基础环境和城

市软联系等潜变量都对经济竞争力造成直接或者

间接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金融服务和基础环

境会对城市的经济竞争力造成显著正向的直接影

响; 从直接影响效应的大小看，人力资本对经济竞

争力的直接影响效应要高于基础环境，而基础环

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效应高于金融服务，这表

明提高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服务水平和基

础环境会最直接、最有效地提升亚洲城市的经济

竞争力，并且人力资本和基础环境的影响效用最

大。通过对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的分析，

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业体系、城市软联系和基

础环境等变量又会对城市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

响。具体地，科技创新通过金融服务对经济竞争

力造成间接影响，影响机制路线为: 科技创新—金

融服务—经济竞争力，影响效应大小为 0. 050。人

力资本不仅会对经济竞争力造成直接影响，而且会

通过城市的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对经济竞争力造成

间接影响，机制路线为: 人力资本—科技创新—金融

服务—经济竞争力，影响效应大小为 0. 037。产业

体系会通过提升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来提升经济竞

争力，机制路线为: 产业体系—金融服务—经济竞争

力，间接影响程度为 0. 295。城市软联系会通过产

业体系和人力资本 2 个方面对城市经济竞争造成影

响，机制路线为: 城市软联系—产业体系—金融服

务—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软联系—人力资本—经济竞

争力，总的影响效应大小为 0. 601。基础环境作为

所有潜变量的内生基础，其首先对科技创新、人力资

本、产业体系和金融服务造成直接影响，随后再由这

些因素最终影响经济竞争力，从而间接影响效应大

小为 0. 231。
此外，表 4 的结果还表明各个潜变量之间也存

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首先，科技创新和产业体

系会对金融服务水平造成直接影响，其中产业体系

的直接影响系数要显著高于科技创新，表明对于亚

洲的城市来说，提升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关键在于

提升城市产业体系。其次，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造

成直接影响，从人力资本的构成看，一方面包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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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构方程潜变量回归系数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S． E． C． Ｒ． P 标准化系数

人力资本 1. 888 0. 257 7. 349 ＊＊＊ 0. 491

经济竞争力 基础环境 0. 562 0. 068 8. 254 ＊＊＊ 0. 450

金融服务 69. 241 18. 837 3. 676 ＊＊＊ 0. 344

基础环境 0. 063 0. 017 3. 635 ＊＊＊ 0. 193

人力资本
城市软联系 0. 278 0. 031 9. 024 ＊＊＊ 0. 655

城市软联系 0. 533 0. 050 10. 697 ＊＊＊ 0. 865

产业体系
基础环境 0. 089 0. 018 4. 866 ＊＊＊ 0. 189

人力资本 3. 996 0. 380 10. 511 ＊＊＊ 0. 744

科技创新
基础环境 0. 487 0. 086 5. 677 ＊＊＊ 0. 279

基础环境 0. 001 0. 000 3. 664 ＊＊＊ 0. 172

金融服务 产业体系 0. 011 0. 002 4. 903 ＊＊＊ 0. 857

科技创新 0. 001 0. 000 2. 925 0. 003 0. 144

注:＊＊＊表示在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0.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包含城市的教育状况，从而

增加城市的人口数量和提升城市的教育水平，会

最直接地提升城市科技创新水平，此外人力资本

还会通过科技创新对金融服务造成间接影响。再

次，城市的软联系作为软环境对人力资本和产业

体系造成直接影响，并通过人力资本和产业体系

对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造成间接影响，表现为城

市的总体联系水平对城市各方面的综合提升。最

后，作为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基础，城市的基础环境

会直接影响城市的金融服务、产业体系、人力资本

和科技创新，因而，提升城市各个方面的关键在于

提升城市的基础环境。
表 5 给出了人力资本、基础环境、金融服务、产

业体系、科技创新和城市软联系等潜变量对城市经

济竞争力总的影响效应。其中，基础环境对亚洲城

市经济竞争力的总影响效应最大，城市软联系和人

力资本次之，科技创新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总

影响效应最小。综合表明: 虽然当前科技创新对城

市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对于亚洲的城市来说，提

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扩大与全球其他城市

的联系，完善城市的基础环境和增强城市的人力

资本。

表 5 各潜变量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效应

潜变量 影响方向 潜变量 直接影响效应 间接影响效应 总影响效应

城市经济竞争力 ← 人力资本 0. 491 0. 037 0. 528

城市经济竞争力 ← 基础环境 0. 450 0. 231 0. 681

城市经济竞争力 ← 金融服务 0. 344 — 0. 344

城市经济竞争力 ← 产业体系 — 0. 295 0. 295

城市经济竞争力 ← 科技创新 — 0. 050 0. 050

城市经济竞争力 ← 城市软联系 — 0. 601 0. 601

数据来源: 作者整理

表 6 表示各潜变量与相应显变量之间的关系，

各变量的变化方向均符合预期且各变量标准化系数

基本都在 0. 5 以上，表明本文选择的变量具有一定

的准确性。首先从城市经济竞争力角度看，城市的

经济竞争力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标准化影响系数为

0. 758，经济竞争力对城市经济增量的标准化影响系

数为 0. 882，表明城市经济竞争力对城市经济增量

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经济密度。从金融服务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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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金融服务对服务水平和金融水平的影响程度

分别为 0. 935 和 0. 269，相对来说，服务水平更能反

映一个城市的金融服务状态。从科技创新角度看，

科技 创 新 每 提 升 一 个 单 位，科 技 产 出 就 会 提 升

0. 959，论文指数会提升 0. 771。从城市的产业体系

角度看，产业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企业水平的影响程

度要高于科技企业水平，其中对生产服务企业指数

的影响程度达到 0. 993，对科技企业指数的影响程

度为 0. 719。从基础环境角度看，基础环境对社会

成本、生活成本、市场环境、社会安全都造成显著的

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程度要显著

高于其他基础环境指标。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力

资本对教育环境的影响程度与人口投入相当，因而

同时提升一个城市的教育水平和人口投入对城市人

力资本的提升至关重要。从城市软联系角度看，城

市软联系对城市国际知名度的影响程度为 0. 675，

表明本文选择国际知名度指数作为城市软联系显变

量的准确性。

表 6 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潜变量 显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S． E． C． Ｒ． 显著性水平 标准化系数

经济竞争力
经济密度 1. 000 0. 758

经济增量 0. 671 0. 028 23. 705 ＊＊＊ 0. 882

金融服务
服务水平 81. 350 16. 388 4. 964 ＊＊＊ 0. 935

金融水平 1. 000 0. 269

科技创新
科技产出 1. 000 0. 959

论文指数 0. 034 0. 003 9. 920 ＊＊＊ 0. 771

产业体系
生产性服务企业水平 1. 000 0. 993

科技企业水平 0. 698 0. 052 13. 514 ＊＊＊ 0. 719

人力资本
人力投入 1. 478 0. 158 9. 335 ＊＊＊ 0. 890

教育环境 1. 000 0. 895

社会成本 0. 258 0. 035 7. 337 ＊＊＊ 0. 344

基础环境
生活成本 1. 000 0. 457

市场环境 0. 167 0. 055 3. 050 0. 002 0. 183

社会安全 1. 275 0. 120 10. 591 ＊＊＊ 0. 694

城市软联系 国际知名度 1. 000 0. 675

注:＊＊＊表示在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0.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亚洲 566 个城市的经

济竞争力与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产业体系、人力资

本、基础环境和城市软联系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提升亚洲城市经济竞争

力最直接的方式是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本、基础环境

和金融服务水平，其中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效应最

大，基础环境直接影响效应次之。第二，从总影响效

应大小看，城市的软联系、城市的基础环境和城市的

人力资本对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最大。第

三，城市软联系、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只会对经济竞

争力造成显著间接影响，且最终都是通过人力资本

和金融服务表现出来，这表明亚洲城市经济竞争力

最关键的因素为人力资本和金融服务。第四，从经

济竞争力的构成角度看，一个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

力对经济增量的影响程度高于经济密度; 从外生潜

变量的各个显变量角度看，各个显变量均能较好地

体现外生潜变量且影响系数较大。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为了提升

城市的经济竞争力，首先，要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

环境并扩大城市的总体软联系，然后在这一总体

基础上，着重提升城市的产业体系、人力资本、科

技创新和金融服务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最快、最有

效地提升亚洲的城市经济竞争力。其次，充分利

用城市内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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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基础环境和城市软联系等各个潜变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制，尤其加强提升金融服务和人力

资本与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通过各个

潜变量的 相 互 联 系 来 间 接 提 升 城 市 的 经 济 竞 争

力。最后，在 合 理 的 条 件 下，完 善 城 市 的 方 方 面

面，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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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Key Factors and Action Mechanism: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Based on 566 Cities in Asia

NI Pengfei1，XU Haidong2，SHEN Li2，CAO Qingfe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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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city itself，but also reflects the ability of the 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rapid rise of Asian cities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global urban system．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sian citie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within the city，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566 cities in Asia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Human capital，basic environmen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impact on Asian citie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mpact，in which the direct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is the most important，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basic environment is second，

human capital and the basic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key factors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ities; 2) Among the basic environment，urban soft links and human capital to
Asia，the total impact of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s the largest，and the total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smallest; 3 ) The urban soft links，industrial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ill only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ities，and the
various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s significant． The above
resear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it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Key words: Asia cities; urban competitivenes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relevant factor; reciproc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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