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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业集聚发展下不同规模生产效率评价
梁世夫，陶桂任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为探讨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路径，基于国内 15 个生猪养殖主产省区 2005—2018 年相
关统计数据，运用核密度曲线描述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特征，采用固定效应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
回归、全面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空间杜宾模型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生猪养殖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小规模、中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上升态势，大规模的全要素生产
率则相对稳定；2）产业集聚对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 U 型”特征，在拐点到达前，产业集聚
对小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最大；3）产业集聚对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4）集聚水平不同省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因此，应形成以小规模为基础的市场结构体系，
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湖南省和云南省应延长产业链，发挥其带动作用，其余 13 个省区应推进产业
规模扩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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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scales under the agglomerative development
of hog breeding industry
LIANG Shi-fu, TAO Gui-ren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To
Abstract ： explore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hog breeding industry of different scales, based
on a data of 15 major hog breeding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8,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ifferent scales by the nuclear density curve, the fixed effect estimation,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2SLS), the comprehensiv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FGL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two district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g breeding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mall-scale and medium-scal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ws
an obvious upward trend, while the large-scal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relatively stable; 2)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ifferent scale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verted U” shape.
Before the inflection poi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small-scal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3)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4)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fferent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levels has significant
asymme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form a market structure system based on small scale and to promote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among regions. In addition, Hunan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should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play their leading role, and the other 13 provinces shoul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cale expansion.
Key words：hog breeding industr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verted
U” cur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spatial asymmetry

猪肉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肉类消费品，同时也
是主要的“菜篮子”产品之一。2022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
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有助于保障“菜篮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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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2014—2020 年，中国生猪出栏量由 73 510
万头下降到 52 704 万头，减少 28.3% ；猪肉产量由
5 820.8 万 t 下降到 4 113.33 万 t，减少 29.3%。受出
栏量及产量减少的影响，国内猪肉市场供给形势日
益趋紧，对国际猪肉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所增加，
呈持续净进口态势 [1]。在此背景下，如何调整生猪
养殖要素投入，提高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已成为保
障“菜篮子”产品供给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生猪
养殖业空间集聚态势显著 [2]，需尤为关注集聚水平
提升对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因此，本
文基于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讨生猪养殖
业集聚过程中由于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带来的
聚集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降低生猪养殖
成本、提高养殖场（户）收益、提升产业生产效率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使得其概念一经提出就受
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工业领域，
并得到了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促进劳动生产
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一般性结论 [3-4]。随
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深入，各地区基于比较
优势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亦日益显著。学者纷纷对
农业产业集聚特征、优势及形成原因展开研究 [5-7]，
但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得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业产业集聚与经济绩效之间
的定量关系，对此可大致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学者
认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
升，如吕超和周应恒 [8] 基于 C-D 生产函数揭示了蔬
菜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提升了蔬菜产业产值 ；
赵丹丹和周宏 [9]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粮食作物生
产集聚通过规模效应、专业化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
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第二类学者认为农业产业集
聚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绩效提升，即二者存在非线性
关系，如李博伟等 [10] 以淡水养殖为例，利用门槛
回归模型发现产业集聚水平对农民收入影响具有门
槛效应 ；高维龙 [11]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规模
经济是产业集聚与粮食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倒 U 型”曲线关系的中介渠道。空间计量经济学
的发展使得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农业产业集聚除对本
区域产生影响外，还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区
域产生影响 [12-13]。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 ：1）从研究对象来看，目
前关于农业产业集聚及其优势的研究多集中于种植
业，针对生猪养殖业的研究相对匮乏，或是仅关注
集聚与产出量而非生产效率的关系 [14]，或是忽视空
间溢出这一维度 [15]。2）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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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关注的是区域差异性，而忽视了产业规模异质
性。3）从实证模型来看有两点值得推敲，第一是
部分文献假定产业集聚与经济绩效仅为简单的线性
关系 ；第二是大多数文献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
应时，忽视了其空间非对称性。基于此，本文首先
在理论层面从本地影响、空间溢出两个维度梳理产
业集聚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可能路径
并提出相应假说，然后基于 DEA—Malmquist 测算
出我国 15 个生猪养殖主产省区不同规模全要素生
产率，并利用核密度曲线观察其动态演进特征，最
后通过固定效应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
和全面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检验产业
集聚与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产
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其非对称性，以此为政策
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猪养殖业集聚影响生产效率的机制主要表现
为产业集聚——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生产
效率。
1.1 外部性
产业集聚通过外部性对产业内厂商会产生两种
方向相反的影响 ：一是长期平均成本下降和生产效
率提高的聚集经济或外部规模经济，二是长期平均
成本上升和生产效率降低的聚集不经济或外部规模
不经济。生猪养殖业集聚就是众多生猪养殖场（户）
在局部空间上的集中过程。因此，生猪养殖业集
聚也会通过外部性对生产效率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的
影响。
首先，生猪养殖业集聚通过正外部性即规模
经济提高生产效率。第一，生猪养殖业集聚提高了
生猪养殖业基础设施等固定投入的利用效率，从而
获得了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成本降低和生产效率提
升 ；第二，生猪养殖业集聚实现了养殖场（户）间
共享购销渠道，增强了市场支配能力、降低了交易
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三，生猪养殖业集
聚易于技术外溢，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的技术进步 ：
产业集聚能够促进龙头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法，
促进技术应用 ；产业集聚也能够推动养殖场（户）
之间的技术模仿或交流，促进技术传播与扩散，使
得全行业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其次，生猪养殖业集聚通过负外部性即规模不
经济抑制了生产效率提升。第一，生猪养殖业集聚
到一定程度后，受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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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导致养殖场（户）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陷入
规模报酬递减，抑制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二，生
猪养殖业集聚过度也容易造成生产技术指导和卫生
防疫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从而抑制了生产效率
的提升 ；第三，生猪养殖业集聚过度也会形成生产
技术创新的“搭便车”现象，阻碍了技术进步及生
产效率提高。
生猪养殖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具体影响取决于
集聚水平与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的具体关系状况，
即生猪养殖业集聚存在着理论上的最优水平。据此，
本文提出 ：
假说 1：
生猪养殖业集聚与生产效率呈
“倒 U 型”
曲线关系 ：产业集聚适度阶段，提高产业集聚水平
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升 ；产业集聚过度阶段，提高
产业集聚水平则抑制生产效率提升。
1.2 空间溢出效应
仅仅是单一省（区）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的提
高，并不能充分激发该区域技术革新和品牌化效应
潜力。若能实现生猪养殖业聚集经济的空间扩散，
进而形成生猪养殖业区域化、规模化，将极大推动
整体区域生猪养殖效率水平的提升。实际上，在市
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信息壁垒的破除和政策导向均会进一步促进生产要
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形成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空间溢
出网络。某一省（区）生猪养殖业集聚会通过模仿
学习、同质化等方式形成扩散效应，影响周边省区
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水平，形成空间溢出效应。据
此，本文提出 ：
假说 2 ：生猪养殖业集聚对不同规模生产效率
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能通过辐射作用影响周边
区域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
同时，处于空间溢出网络中的省区受生猪养殖
业发展阶段不同、集聚水平差距不一等影响，其在
空间溢出网络中吸纳或辐射的能力将有所差异，故
有必要对生猪养殖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非对
称性检验。据此，本文提出 ：
假说 3 ：生猪养殖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
非对称性，即不同省区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的差异
导致彼此间空间辐射与吸纳能力有所差异。

2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1 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前文外部性分析，为检验假说 1，通过加
入产业集聚的平方项验证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非
线性影响 [14]。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

Yitl = β 0 + β1M it + β 2 M it 2 + ∑ θ k X itk + ε it （1）
k

式中 ：下标 i、t 和 l 分别为省区、年份和不同规模
生猪养殖业（小、中和大规模）
，Y 是被解释变量
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M 是核心解释变量生猪养殖
业集聚水平，M 2 是其二次项，X 是控制变量集合，
下标 k 为控制变量个数，β0 为常数项，β1、β2 和 θk
分别表示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平方项及控制变量的
回归系数，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2 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前文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为检
验假说 2，在式（1）的基础上纳入样本的空间相关
性，构建同时包含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影响的空间
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13]。计量
模型设定如下 ：
n

Yitl = β 0 + ρ ∑ WijY jtl + β1M it + β 2 M it 2
j ≠i

n

n

j ≠i

j ≠i

+ ∑ θ k X itk + λ1 ∑ Wij M jt +λ2 ∑ Wij M jt 2 （2）
k

n

+ ∑ Wij ∑η k X jtk + µi + σ t + ε it
j ≠i

k

式中 ：下标 i、j 表示不同省区，ρ、λ1、λ2 和 ηk 分
别表示生产效率、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水平二
次项和各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回归系数，Wij 为空间
权重矩阵，μi 和 σt 分别为空间、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为保证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本文采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式 ：
1）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W1。若两省区地理位置
相邻，则 Wij =1，
（i ≠ j）
，否则 Wij=0，
（i=j）
。
2）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权重设置采用
基于经纬度计算的两省区省会城市地理距离平方的
倒数，即 Wij =1/d 2，
（i ≠ j）
，否则 Wij =0，
（i=j）
。
3）生猪出栏量空间权重矩阵 W3。权重设置采
用两省区之间生猪出栏量之差绝对值的倒数，即 Wij
=1/|Qi - Qj|，
（i ≠ j）
， 否 则 Wij=0，
（i=j）[16]。 其 中，
Qi、Qj 分别为 i 省和 j 省 2006—2018 年生猪出栏量
年均值。
2.3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
为了准确估计产业集聚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
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本文借
鉴孙博文和孙久文 [17] 采用空间非对称的研究方法，
构建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假说 3 进行检验，具体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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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采用投入导向的 DEA—Malmquist 指数法 估算各
省区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构建
如下 ：
（3）

dit 为 0-1 二值虚拟变量，是 i 省区对其他省区生
式中：
n

猪养殖业集聚水平的策略性反映 [18]，当 M i > ∑ Wij M j
j =1

时，dit=1，否则 dit=0，即当 dit=1 时，表示 i 省区生
猪养殖业集聚水平高于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加权平
均值。ρ1 和 ρ2 的正负和大小反映了不同省区生猪养
殖业生产效率受其他省区集聚水平影响的敏感程度
的差异。
2.4 变量说明
2.4.1 被解释变量 选取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生
猪养殖业生产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生产效率
的估算以养殖场（户）增收为宗旨，即在养殖规模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以最小化投入为目标，因此本文
Table 1
分类

投入

产出

D0t +1 ( x t +1 , y t +1 )
D0t ( x t , y t )

 D t ( x t +1 , y t +1 )
Dt ( xt , y t ) 
×  t 0+1 t +1 t +1 × t +10 t +1 t +1 
 D0 ( x , y ) D0 ( x , y ) 

2

（4）

式中 ：xt、yt 分别为 t 期的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
xt+1、yt+1 分别为 t+1 期的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Dt0
和 D t+1
0 分别为 t 期和 t+1 期的产出距离函数，M0 为
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指标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
工成本两个方面，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包括仔猪进
价、精饲料投入、水费及燃料动力费和医疗防疫费，
人工成本以用工数量衡量 ；产出指标以实际产出量
进行衡量，具体投入产出指标见表 1[20-23]。同时，
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对价值指标依照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表 1 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
Input-output indicators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og breeding industry

指标（单位）

指标说明

仔猪进价（元 / 头）

仔猪实际进购价与运杂费

精饲料投入（元 / 头）

调查期内实际投入的以能量饲料和蛋白饲料为主的精饲料费用

用工数量（日 / 头）

养殖过程中生产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直接劳动的天数

水费及燃料动力费（元 / 头）

养殖过程中生猪饮用、加工饲料、清洗等用水而实际支付的水费及实际
耗费的煤、油、电力、润滑油等其他动力的支出费用

医疗防疫费（元 / 头）

生猪疫病的预防、控制及扑灭等投入费用

生猪主产品产量减仔猪重量（kg/ 头）

调查期内育肥猪出栏活重减仔猪重量

2.4.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生猪养殖业集
聚水平。目前区位熵指数被广泛运用于度量区域内
产业集聚水平，但考虑到传统区位熵指数忽视了产
业规模因素，因此本文借鉴 Flegg 和 Webber[24] 对传
统区位熵进行改进的方法并以产值指标进行计算，
公式如下 ：

M it =

M 0 ( x t , y t ; x t +1 , y t +1 ) =


pit git 
p 
× log 2 1 + it  
Pt Gt 
Pt  


δ

（5）

式中 ：pit 表示 i 省区第 t 年生猪养殖业产值，git 表
示 i 省区第 t 年地区生产总值，Pt 表示全国第 t 年生
猪养殖业产值，Gt 表示第 t 年国内生产总值 ；δ 为
敏感度，参考钟搏和赵连阁 [14] 的研究，取中等敏
感度，δ=0.3。
2.4.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研究 [25-27]，并结合生
猪养殖业现实状况，本文选取生猪销售价格、农村
人力资本、财政支农、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

饲料资源、机械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测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
见表 2。
2.5 数据来源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
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对规模的定义，生猪年出栏量在 1 000 头以
上的为大规模养殖场，100~1 000 头的为中规模养
殖场（户）
，30~100 头的为小规模养殖场（户）
。本
文以《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 年）
》
中的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
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
云南等 15 个省区为研究区域。为保证数据连续性，
本文选取 2006—2018 年为研究时段，同时剔除掉
福建、江西、重庆和贵州四个主产省份。相关数据
均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
《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
、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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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变量类别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测算方法

均值

DEA—Malmquist 指数法

标准差

0.960

0.166

中规模全要素生产率

0.965

0.180

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

0.966

0.191

0.682

0.370

小规模全要素生产率
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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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

利用公式（5）计算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

生猪销售价格（元 /kg）

各省区生猪年均销售价格

13.438

2.819

农村人力资本（年 / 人） 各省区农村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

7.574

0.451

财政支农（%）

各省区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之比

0.104

0.027

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各省区人均 GDP

3.719

1.905

工业化水平（%）

各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0.450

0.059

饲料资源（%）

各省区玉米产量占全国玉米产量之比

0.049

0.045

机械化水平（万 kW）

各省区生猪养殖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乘以农业机械总动力

708.886

403.007

年鉴》
。

加剧。
5

3 结果与分析

第一，2006 年的主峰效率值在 1.01 左右，表明大
规模生猪养殖业在 2006 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的冲击
下生产效率相对稳定 ；2010 年相对于 2006 年核密
度曲线向左移动，且主峰效率值在 0.9 左右，表明
大规模生猪养殖业受 2010 年猪 O 型口蹄疫情等疫
病的影响，生产效率较上年有所降低 ；2014 年相对
于 2010 年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且主峰效率值在
1.05 左右，表明在 2014 年出台环保政策影响产能
的情况下，大规模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仍较上年有
所提高 ；2018 年相对于 2014 年核密度曲线无明显
移动，且主峰效率值和侧峰效率值均大于 1，这主
要是由于 2018 年 8 月在中国发生的非洲猪瘟主要
冲击的是 2019 年的生猪产能。核密度曲线位置的
移动表明，此期间内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
第二，2010 年为单峰，即呈单极化现象，2006 年、
2014 年和 2018 年为多峰，即呈多极化现象 ；所考
察的 4 个年份均存在显著右拖尾现象且波峰宽度逐
渐扩大、波峰由尖峰向宽峰转变。核密度曲线形状
变化表明，各省区之间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差异逐
渐扩大，即省区之间生产效率的不平衡性问题逐年

核密度

2014
2018

3
2
1
0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全要素生产率
Fig. 1

图 1 大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large-scale hog breeding industry

3.1.2 中规模生猪养殖业动态演进特征 由图 2 可知：
第一，2006 年的主峰效率值在 0.98 左右，表明中
规模生猪养殖业受 2006 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的影响
出现生产效率降低的状况 ；2010 年相对于 2006 年
核密度曲线向左移动，且主峰效率值在 0.98 左右，
表明中规模生猪养殖业受 2010 年猪 O 型口蹄疫情
等疫病的影响，生产效率较上年有所降低 ；核密度

核密度

本文选择爆发高致病性蓝耳病的 2006 年、爆
发猪 O 型口蹄疫情的 2010 年、生猪养殖行业进入
环保严管期的 2014 年及爆发非洲猪瘟的 2018 年这
4 个代表年份作为考察期，采用核密度曲线观察国
内 15 个主产省区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
率动态演进特征。
3.1.1 大规模生猪养殖业动态演进特征 由图 1 可知：

2010

4

3.1 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特征

2006

6

2006

5

2010
2014

4

2018

3
2
1
0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全要素生产率
Fig. 2

图 2 中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medium-scale hog bree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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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2014 年相对于 2010 年、2018 年相对于 2014
年均向右移动，且这两年的主峰效率值均大于 1。
核密度曲线位置的移动表明，此期间内中规模全要
素生产率呈提升趋势。第二，2010 年为单峰，即呈
单极化现象，2006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为多峰，
即呈多极化现象 ；2010 年和 2014 年呈现出尖而窄
的形状，2006 年和 2018 年呈现出扁而宽的形状。
核密度曲线的形状变化表明，此期间内中规模全要
素生产率的空间非均衡性问题逐渐弱化，但在 2018
年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又陡然加剧。
3.1.3 小规模生猪养殖业动态演进特征 由图 3 可知：

核密度

第一，2006 年的主峰效率值在 1.01 左右，表明小
规模生猪养殖业未受到 2006 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的
影响而出现大量省区生产效率降低的状况 ；2010 年
相对于 2006 年核密度曲线向左移动，且主峰效率
值小于 1，表明小规模生猪养殖业受 2010 年猪 O
型口蹄疫情等疫病的影响，生产效率较上年有所降
低 ；2014 年相对于 2010 年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
2018 年相对于 2014 年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且两
年的主峰效率值均大于 1。核密度曲线位置的移动
表明，此期间内小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呈提升趋势。
第二，2006 年和 2014 年为多峰，即呈多极化现象，
2010 年和 2018 年为单峰，
即呈单极化现象；
2006 年、
2014 年和 2018 年存在显著右拖尾现象 ；所考察的
4 个年份核密度曲线波峰值先上升再降低，且波峰
宽度的变化幅度相对稳定。核密度曲线的形状变化
表明，此期间内小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绝对差
异相对较稳定，即使是在发生重大疫病的 2006 年、
2010 年和 2018 年。
6

2006

5

2010
2014

4

2018

3
2
1
0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全要素生产率
Fig. 3

图 3 小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进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small-scale hog breeding industry

3.2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倒 U 型”曲线关系
的检验
3.2.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普通面板数据计量模
型（1）对产业集聚与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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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进行验证，经 Hausman 检验后选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由表 3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知 ：第一，大、小
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的一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情况下，提高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
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即生猪养殖业集聚
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
“倒 U 型”
曲线关系。第二，
中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一次项、二次项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正和负，但并不显著。这表明生猪养殖业集
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
系。第三，大、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倒 U 型”曲
线的拐点分别为 1.115、1.057 和 1.085。上述结果验
证了假说 1，即生猪养殖业在一定集聚水平内对不
同规模生产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在达到拐点后出
现聚集不经济对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利用公式
（5）计算出 2018 年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
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四川、云南的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分别为 0.697、
0.367、0.626、0.948、0.152、0.082、0.652、0.615、0.745、
0.794、1.160、0.225、0.903、0.961、1.158，可以看
出在 2018 年除湖南和云南以外的 13 个生猪养殖主
产省区的大、中、小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水平均低
于其拐点，这表明这 13 个省区生猪养殖业集聚还
未达到最优水平，产业集聚过程中规模经济带来的
生产效率提升空间有待挖掘。
从不同规模来看，在“倒 U 型”曲线拐点前的
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对小规模作用最
大，
其次是大规模，
再次是中规模。在控制变量方面，
生猪销售价格对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影
响，农村人力资本、财政支农、经济发展水平对全
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工业化水平、饲
料资源和机械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
3.2.2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为缓解产业集聚与生猪养
殖业全要素生产率互为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择滞后一期产业集聚水平为工具变量进行两
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由表 3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
计结果可知 ：2SLS 中第一阶段的 F 统计量表明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大、小规模 2SLS 的回归
系数均低于固定效应估计的回归系数，即互为因果
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了估计系数向上偏差。
同时，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符号和大小比较与固定效应估
计结果一致，说明在缓解一定内生性问题后，生猪
养殖业集聚与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 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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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变量
产业集聚

表 3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估计
Esti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固定效应估计
小规模
0.805**（0.284）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中规模

大规模

0.129(0.297)

0.698**（0.314）
-0.313*（0.107）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0.685***（0.264） 0.220（0.187）

0.429*（0.236）

-0.349***（0.100） -0.130（0.092）

-0.263**（0.106）

产业集聚二次项

-0.371***（0.107） -0.061(0.106)

生猪销售价格

-0.039***（0.007） -0.050***（0.007） -0.045**（0.006） -0.029**（0.006） -0.037***（0.006） -0.033***（0.006）

农村人力资本

0.054（0.076）

财政支农

1.981***（0.633） 2.665***（0.605） 1.844**（0.698）

经济发展水平

0.154**（0.076）

0.194***（0.076） 0.044（0.029）

0.054***（0.016） 0.057***（0.015） 0.035**（0.013）

0.058*（0.034）

1.919***（0.706） 1.742**（0.795）

0.039（0.042）
1.401*（1.024）

0.050***（0.012） 0.053***（0.014） 0.062***（0.018）

工业化水平

-0.504*（0.253）

-0.268（0.431）

-0.511（0.411）

-0.261（0.336）

-0.606*（0.314）

0.058（0.434）

饲料资源

-0.951（1.197）

0.905（1.113）

-1.395（1.256）

-0.750（0.275）

-0.624（0.323）

-0.566（0.367）

机械化水平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Hausman 检验

16.650（0.034）

R2
F 检验
观测数量
拐点

15.510（0.050）

40.410（0.000）

0.373

0.439

0.328

0.359

0.360

0.340

57.730（0.000）

62.460（0.000）

35.990（0.000）

608.750（0.000）

608.750（0.000）

608.750（0.000）

195

195

195

180

180

180

1.085

1.057

1.115

0.981

0.846

0.816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右方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检验值右方括号内为统计量 P 值。

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 ；在全面的
FGLS 估计下，大、小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与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中
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不显
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在“倒 U 型”曲线拐点前的产业集聚
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均表现为小规模最大，其
次是大规模，再次是中规模。以上结论与基准回归
结论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曲线关系仍存在。
3.2.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稳健可靠，本文
采用变量替换法（将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水平的
度量替换为猪肉产量和肉类总产量进行计算）和变
更估计方法（将 OLS 估计变更为全面的 FGLS 估
计）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估计
结果表明 ：在变量替换法下，小规模生猪养殖业集
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曲线
关系，大、中规模生猪养殖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Table 4
变量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二次项

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robust test

变量替换法
小规模

变更估计方法

中规模

大规模

4.645***（1.369） 2.499（2.707）

4.196（3.495）

-4.287***（1.625） -1.780（3.280）

-3.917（4.408）

Yes

Yes

Yes

Hausman 检验

15.410（0.050）

16.490（0.036）

18.510（0.018）

F 检验

85.230（0.000）

72.590（0.000）

19.900（0.000）

195

195

195

控制变量

Wald 检验
观测数量

小规模

中规模

0.641***（0.122） 0.222**（0.109）
-0.283***（0.052） -0.072（0.045）

大规模
0.412***（0.093）
-0.180***（0.035）

Yes

Yes

Yes

214.300（0.000）

614.200（0.000）

228.730（0.000）

195

195

195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估计（变量替换法）系数右方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全面的 FGLS 估计（变
更估计法）系数右方括号内为标准误，检验值右方括号内为统计量 P 值。

3.3 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及集聚水
平进行 Moran 指数检验，发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
相关性，证实了空间计量模型选用合理。因此，选
择空间杜宾模型（2）对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进行检验，并基于偏微分法将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
的实现路径有两条 ：一是本省（区）产业集聚对本

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二是本省（区）
产业集聚对邻近省（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后
再反馈给本省（区）
。间接效应的实现路径就是邻
近省（区）产业集聚对本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 [28]。
由表 5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可知 ：在三种空
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大、中、小规模全要素生产率
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各省区不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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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估计
Estimation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able 5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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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二次项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二次项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二次项

小规模
W1

W2

中规模
W3

大规模

W1

W2

W3

W1

W2

W3

0.682***

0.564**

0.582**

-0.116

-0.166

-0.262

0.519*

0.591*

0.468

-0.359***

-0.297***

-0.272***

-0.007

0.023

0.115

-0.273**

-0.285**

-0.194

0.446
-0.347**

1.643*
-1.105***

1.128**

2.207**

-0.706***

-1.402***

1.561*

1.235***

2.385***

1.725**

1.412***

2.669***

1.569

-0.893**

-0.548***

-1.240***

-0.958**

-0.640***

-1.396***

-0.666

2.143**
-1.165**

1.118**

2.219***

1.463*

1.931***

3.261***

2.038*

-0.557***

-1.216***

-0.843**

-0.913***

-1.681***

-0.86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ρ

0.323***

0.465***

0.443***

0.253***

0.214**

0.254***

0.381***

0.386***

0.365***

R2

0.523

0.546

0.491

0.505

0.538

0.532

0.409

0.482

0.437

观测数量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模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均显著为正，即生猪养殖
生产效率高的省区之间相互邻近，生猪养殖生产效
率低的省区之间相互邻近。
第一，就大规模生猪养殖业而言，在邻接权重
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设定下，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均呈显著“倒 U 型”曲线表明 ：某省（区）产
业集聚对本省（区）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
的、直接的、非线性促进作用，并对邻接、地理位
置邻近的省（区）产生影响后再反馈给本省 ( 区 ) ；
邻接、
地理位置邻近的省（区）产业集聚对本省（区）
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显著、间接、非线性促
进作用。
第二，就中规模生猪养殖业而言，在三种空间
权重矩阵设定下，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呈显
著“倒 U 型”曲线表明 ：邻接、地理位置邻近和年
出栏量水平相近的省（区）产业集聚对本省（区）
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间接的、非线性促进
作用。
第三，就小规模生猪养殖业而言，在三种空间
权重矩阵设定下，直接效应呈显著“倒 U 型”曲线
表明 ：某省（区）产业集聚对本省（区）小规模全
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直接的、非线性促进作用，
并对邻接、地理位置邻近、年出栏量水平相近的省
（区）产生影响后再反馈给本省（区）；在地理距离
和生猪出栏量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呈显著“倒 U
型”曲线表明，地理位置邻近、年出栏量水平相近
的省（区）产业集聚对本省（区）小规模全要素生
产率存在显著的、间接的、非线性促进作用。
从总效应估计结果可知，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
定下的不同规模产业集聚回归系数均高于不考虑空
间溢出效应的情形，这表明生猪养殖业集聚的空间
溢出效应有助于提高大、中、小规模的全要素生产

率。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说 2，即产业集聚除对本区
域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有影响外，还能产生空间溢
出效应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
3.4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
选择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估计两区制空间杜宾模
型（3）
，对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
检验。由表 6 估计结果可知，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
中 ρ1 和 ρ2 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 ρ1 ＞
ρ2，该结果一方面说明了不论各省区生猪养殖业集
聚水平高低程度如何，均存在空间交互行为，进一
步验证了假说 2 ；另一方面说明了生猪养殖业集聚
水平高的省区空间溢出效应更强，即产业集聚水平
较高的省区更容易产生“扩散效应”
，带动周边省
区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验证了
假说 3。
表 6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估计结果
Table 6 Asymmetry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ρ1

变量

0.431***

0.365***

0.456***

ρ2

0.318***

0.246***

0.373***

产业集聚

0.469*

0.098

0.203*

-0.209**

-0.160

-0.088**

产业集聚二次项
W（产业集聚）
W（产业集聚二次项）
控制变量
R2

0.120

0.164

0.110

-0.039

-0.134

-0.058

Yes

Yes

Yes

0.563

0.578

0.538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W 表
示空间权重矩阵。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法估算出国内 15 个
生猪养殖主产省区不同规模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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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采用核密度曲线观察其动态演进特征，运用普
通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测度生猪养殖业集聚对
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
第一，大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的同时各
省区之间差异逐渐扩大 ；中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呈上
升趋势的同时各省区之间差异先缩小再扩大 ；小规
模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各省区之间差异
相对稳定。
第二，生猪养殖业集聚对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均呈“倒 U 型”曲线特征表明 ：产业集聚
水平较低时，提高产业集聚水平能显著地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 ；产业集聚水平超过“倒 U 型”曲线拐点
后，聚集不经济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生猪养殖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作用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异性 ：在“倒 U 型”曲线拐
点前，提升集聚水平对小规模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最
大，其次是大规模，再次是中规模。
第四，生猪养殖业集聚对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
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
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第五，生猪养殖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
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非对称性 ：产业集聚水平较高
的省区对其他省区的溢出效应更大，更易通过“扩
散效应”带动周边省区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
4.2 政策启示
第一，对于达到“倒 U 型”曲线拐点的湖南省
和云南省，其生猪养殖业发展已经处于外部规模不
经济阶段，应通过其他途径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延
长产业链，从下游产业开辟路径，推动生猪养殖业
集聚到生猪养殖业集群的转变。
第二，除湖南省和云南省以外的 13 个生猪养
殖主产省区应推进产业整体规模扩张，发挥产业集
聚外部规模经济的效果。具体而言，首先是增加生
猪养殖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等方面的资本投入 ；
其次是加强生猪交易市场体系、现代物流体系等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集聚进程。
第三，在生猪养殖业规模扩张过程中，既要积
极支持家庭养殖，更要引导家庭养殖获得规模经济
效应，实现农业多业态发展中的范围经济，形成以
小规模为主体的生猪养殖业市场结构体系，而非持
续地扩大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场的规模和数量。
第四，加强各省区之间生猪养殖技术交流与合
作，促进各省区之间生猪养殖要素流动，其中的湖
南省和云南省更要发挥其带动周边省区提升生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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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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