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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基于地理统计和空间计量实证方法袁研究中原经济区2000年和2013年的全局与局域空间就业
格局演变遥 结果表明袁从全局看袁2000年和2013年均为野背空冶就业格局袁除初始的3个中型就业聚集中心
外袁未形成大型就业聚集中心袁就业核单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7%遥 从局域看袁中原各市2000年存在显
著的东进效应和不明显的南下效应袁2013年则存在显著尧势均的北上尧西进效应遥因此袁中原经济区应加强
地区协同合作来改善就业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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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院云园远员援缘

文献标志码院A

中原经济区涵盖 5 省 30 个市袁 人口 1.79 亿
渊侯永志袁 刘云中袁2013冤袁区域就业格局决定地区
繁荣或衰落遥 实际上袁地区就业格局早已引起了
学 界 关 注 遥 如 Blanchard 等 渊1992冤尧Carlino 等
渊2002冤 发现美国地区就业呈现经济繁荣时劳动
力流入袁衰退时流出曰Giuliano 等渊2007冤发现 Los
Angeles region from 1980袁 1990 and 2000袁 we i鄄
dentify employment袁 洛杉矶主要就业区呈现内部
稳定尧向外扩散趋势袁需要用动态模型进行刻画遥
此 外 Holm 和 Qstergaard 渊2013冤尧Mameli 等
渊2014冤尧Dutsch 和 Struck渊2014冤等都通过描述尧计
量等方法揭示就业格局演变遥 国内学者大多仍沿
传统就业转移主线研究就业转移袁但也有学者关
注就业格局遥 如殷李松尧卓翔芝渊2010冤采用生物
系统论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东部正遭遇野就业难与
招工荒冶并存曰蔡昉渊2013冤从农民工和城镇职工
两大群体角度袁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
业风险曰牟宇峰渊2014冤运用产业格局分析法研究
发现长三角核心区的就业格局正向多中心演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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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奎等渊2014冤采用地理加权回归发现中国地级
市就业以大城市为主导尧 快速增长并向周边扩
散遥 虽然文献研究成果丰富袁但至今没有文献对
中原经济区的就业格局展开研究袁 有鉴于此袁本
研究综合地理统计尧 核密度分析其格局演变袁为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遥 咱员暂
一尧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渊一冤 研究方法
员援全局空间就业格局研究方法院核密度分析
制图法
核密度分析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袁目的是对
给定数据 x1袁x2噎噎xn袁估计出概率密度函数院
^
1
p渊x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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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渊1冤中院h 为带宽渊步长冤袁主要是为了控制
核密度估计的平滑程度袁 一般可由软件自动选
择遥 n 为观测值个数袁K渊u冤为核密度函数袁其种类

*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渊AHSK11-12D275冤曰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渊SK2013A171冤

作者简介院伯娜渊1978要冤袁女袁安徽宿州人袁博士袁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主要研究方向院市场经济学尧劳动经济学曰殷李松
渊1972要冤袁安徽太湖县人袁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主要研究方向院劳动经济学曰贾敬全渊1972要冤袁安徽萧县人袁淮北师范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袁主要研究方向院财政与税务管理遥

缘园

中原经济区空间就业格局演变研究

很多袁常用的有均匀核尧二次核尧三角核尧三权核
等袁ARCGIS 软件中以 Silverman渊1986冤描述的二
次核函数为基础遥 其公式如下院
渊2冤
k渊u冤= 3 渊1-u2冤I渊|u|燮1冤
4
圆援 识别局部空间就业格局特征的空间计量
法院卡斯特经-纬度空间扩张模型
对空间就业格局袁来自解释变量的低阶近邻
效应将高于高阶近邻袁局部空间就业格局特征难
以从全局就业格局中推导出来遥 对此要采用局部
空间计量扩张模型进行分析袁本研究采用卡斯特
经-纬度空间扩张模型袁 从解释变量沿经度方向
渊南至北冤与纬度方向渊东至西冤在近邻域上分解
空间依赖或外部效应袁模型形式如下院
渊3冤
L i=琢+Pi+茁0+PiZX i 茁xi+PiZY i 茁yi+着i
圆
着~N渊0袁滓 In冤
渊4冤
式渊3冤尧渊4冤中 i 代表地市袁L 代表就业袁P 代表
人口袁ZX 代表经度袁ZY 代表纬度袁参数 茁0尧常数项
琢 代表非扩张变量影响袁茁xi尧茁yi 则代表解释变量在
经-纬度空间中对就业的扩张效应袁茁xi 为沿经度
渊由南至北冤的扩张效应袁即北上效应袁若为负袁则
是南下效应袁茁yi 代表沿纬度 渊由西至东冤 扩张效
应袁即东进效应袁若为负袁则是西进效应袁着 为正态
分布遥 咱圆暂
渊二冤 数据来源
本文最小统计单元为地级市袁2000 年就业数
据来自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渊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公室袁2003冤袁2013 年就业数据来自省级统计
圆园员源 年鉴袁地区面积数据来自全国第六次人口普
数据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袁2012冤曰经纬度数
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遥

二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 中原经济区全局空间就业格局演变分析
对全局空间就业格局演变袁 采用核密度分
析法渊搜索半径 100 公里冤估值就业密度袁形成
平滑的空间曲面遥 栅格顔色越深说明就业密度
越高遥 若出现 2 个以上核单元形成深色的圆形
或带状区域袁则表明出现了区域性就业聚集遥 对
核单元袁色彩加深核在成长袁反之衰减遥 咱猿暂
面向正北方位袁中原经济区全局空间就业格
局为院淤2000 年为野背空冶就业格局袁南阳尧信阳尧
运城与三门尧阜阳尧邢台与邯郸尧亳州至淮南连成
就业带袁开封与周口为空心袁历经 13 年袁至 2013
年仍为野背空冶格局袁不过袁2013 年相比 2000 年各
地级的就业核有所成长遥 于各单元就业核分散成
长袁除初始的 3 个中型就业聚集中心袁即邢台要
邯郸尧郑州尧漯河要周口要驻马店袁并未形成区域
性的大型就业集聚中心遥 盂无论是核单元袁还是 3
个 中 型 就 业 中 心 成 长 十 分 缓 慢 袁 2000 年 为
314.42 人/平方公里袁2013 年为 384.13 人/平方公
里袁年复合增长率为 1.37%遥 由此可见袁13 年来中
原各市单元就业核成长缓慢袁 成长差异微小袁没
有出现大的就业中心遥
渊二冤中原经济区局域空间就业格局演变分析
1援实证结果
卡斯特经-纬度空间扩张模型中袁 均以就业
为因变量尧人口为解释变量袁借助 MATLAB 估计
模型得到基准模型为院
式渊5冤尧渊6冤中参数含义为院淤常数项代表是
否累积了充足资本保持就业的增长遥 于人口前的

2000 年基准模型院L=214.3923-1.7467P-0.0072PZX+0.0053PZY
渊0.35冤

R =0.9882
2

渊0.38冤

渊0.75冤

渊0.00冤

2013 年基准模型院L=-9.3254+0.4476P+0.0155PZX-0.0443PZY
渊0.52冤
R =0.9647
2

渊0.64冤

渊0.08冤

系数项为非扩张的就业效应袁由区域内的资源禀
赋状况引起遥 正号为增溢袁表明人口增长有相应
资本深化袁引起就业增长袁反之亦然遥 盂为人口沿
经纬度方向对就业的扩张效应遥 经度方向从南至

渊0.00冤

渊5冤
渊6冤

北袁正号为北上效应袁负号为南下效应曰纬度方向
从西至东袁正号为东进效应袁负号则为西进效应遥
若大量地级市扩张效应同向袁 表明受到共同干
扰袁并且对增长的核单元不利袁因为资本资源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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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袁劳动力被吸出不利于经济成长袁反之亦然遥 咱源暂
2援实证分析
渊1冤中原经济区局域空间就业格局基准效应
演变
式渊5冤表明 2000 年中原地区就人口而言院
淤资本广化能为就业提供支撑渊214.3293冤曰于受
资本深化制约袁就业存在衰减渊-1.7467冤袁不过影
响不显著曰盂人口沿经度方向对就业的基准扩张
效应为负袁即存在南下效应渊0.0072冤袁不过不显
著曰榆人口沿纬度方向对就业的基准扩张效应为
正袁即存在东进效应渊0.0053冤且显著遥 由此中原在
2000 年受到东部经济的强大干扰袁以及不显著的
南部经济的干扰袁使中原各市就业核的增长缓慢
且无法进行核聚集袁 没有出现大的就业中心袁只
有邢台-邯郸尧郑州尧漯河要周口要驻马店 3 个中
型就业中心遥
式渊6冤表明 2013 年中原地区就人口而言院
淤资本广化不能为就业提供支撑渊-9.3254冤袁这是
至 2013 年 累 计 资 本 投 资 慢 于 人 口 增 长 引 起 曰
于得益于资本深化袁就业存在增溢渊0.4476冤但不
显著袁资本投资快于人口增长袁但仍显不足曰盂人
口沿经度方向对就业的基准扩张效应为正袁存在

北上效应渊0.0155冤袁0.1 水平下显著曰榆人口沿纬
度方向对就业的基准扩张效应为负袁存在西进效
应渊0.0443冤且显著遥 由此至 2013 年袁西部经济圈
的强大干扰袁以及北部经济圈的显著干扰袁使中
原各市就业核的增长依旧缓慢且无法进行核聚
集袁从 2000 年至 2013 年的 13 年后袁还是邢台邯郸尧郑州尧漯河要周口要驻马店 猿 个中型就业
中心袁当然有所成长遥
渊2冤中原经济区各地市核单元的就业格局效
应演变
表 1 表明袁淤2000 年中原各地市就业格局为
南下与东进袁东进为主袁南下不显著袁南下差异不
大袁东进分化严重遥 于2013 年则演变为北上与西
进袁均显者袁其中西进略强于北上袁北上差异小一
些袁西进差异大一些遥
三尧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原经济区的研究袁 结果表明院
淤全局就业格局演变表现为院2000 年至 2013 年
均为野背空冶就业格局曰除 2000 年初始的 3 个中
型就业聚集中心外袁 至 2013 年未形成大型就业

表1 中原经济区各地市场的就业格局扩张效应
地区
运城市
晋城市
新乡市
焦作市
三门峡市
洛阳市
许昌市
南阳市
平顶山市
鹤壁市
菏泽市
濮阳市
开封市
商丘市
周口市
漯河市

2000 年人口-就业

2013 年人口-就业

地区

北上效应

东进效应

北上效应

东进效应

-0.2517

2.5529

1.7805

-1.6183

淮北市

-0.2537

2.8685

1.8273

-1.6312

驻马店市

-1.6071

阜阳市

-1.5725

淮南市

-1.5605

邢台市

-0.2551
-0.2531
-0.2499
-0.2488
-0.2445
-0.2371
-0.2427
-0.2569
-0.2532
-0.2570
-0.2501
-0.2476
-0.2416
-0.2413

1.1464
2.0770
1.1551
3.3037

1.8102
1.8169

信阳市

-1.5998

蚌埠市

1.8052

-1.5249

长治市

1.8334

-1.6520

邯郸市

-1.6529

聊城市

-1.5919

济源市

-1.5517

亳州市

1.7841

1.8041

1.8266

2.5489

1.8158

0.7437

宿州市

-1.6275

2.1878
5.0808

-1.6404

4.2958

1.8527

-1.6279

安阳市

2.4330

1.8337

-1.6081

郑州市

-1.5536

东平县

1.8346
4.1132
5.1676
1.2002

1.8455

1.8555
1.8394
1.8293

2000 年人口-就业

东进效应

北上效应

东进效应

-0.2440

0.9963

1.8738

-1.5688

-0.2370

3.9536

1.8293

-1.5240

-0.2417
-0.2309
-0.2364
-0.2366
-0.2345
-0.2601
-0.2664
-0.2631
-0.2594
-0.2619
-0.2497
-0.2520
-0.2582
-0.2432

2.9263

1.8768

3.4627

1.8300

4.2460
1.7444
1.0825
1.6652
3.5255
4.4490
2.7379
2.8710
3.5313
0.3323
0.3851
2.6943

数据来源院圆园园园 年数据来自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袁圆园员猿 年数据来自 圆园员源 年各省统计年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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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人口-就业

北上效应

1.8582
1.8832
1.8771
1.8148
1.8367
1.8367
1.8351
1.8607

1.8228
1.8062
1.8686
1.8576

-1.5540
-1.4847
-1.5203
-1.5212
-1.5078
-1.6728
-1.7130
-1.6922
-1.6681
-1.6843

-1.6058
-1.6206
-1.6604
-1.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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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中心曰总体上全局就业成长缓慢袁年均复合
增长 1.37%遥 于局域基准效应表现为院其一袁2013
年资本广化不能为就业提供支撑渊-9.3254冤袁这是
至 2013 年累计资本投资慢于人口增长引起曰其
二 袁2013 得 益 于 资 本 深 化 袁 就 业 存 在 增 溢
渊0.4476冤但不显著袁资本投资快于人口增长袁但
仍显不足遥 盂局域地市效应表现为院 中原各市
2000 年存在显著的东进效应和不明显的南下效
应袁2013 年则存在显著尧势均的北上尧西进效应遥
政策上袁中原经济区应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来改善
就业格局遥 基于这些结论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院
渊一冤创建中原经济区地区人力资源协同合
作开发平台遥 中原经济区很难有一个城市能主导
本区的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袁在此情况下中原经
济区应创建地区就业协同合作开发平台袁这种平
台提供院淤本区人力资源培训曰于各分支平台的
培训资源共享曰盂各平台人力资源库的人才共享
与交流曰榆就业协同合作开发机构总部委员会负
责人由各分支平台分支机构轮流担任袁以加强各
区间的平等合作曰虞制定就业协同合作开发机构
总部委员会平台章程袁对内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
与合作袁共同提升人才的经济产出效率遥
渊二冤创建中原经济区地区合作招商银行遥 中
原经济区 2013 年资本广化不能为就业提供支撑
渊-9.3254冤袁 这是累计资本投资慢于人口增长引
起遥 因此中原经济区要创建地区合作招商银行袁
共同招商引资袁野同一声音说话冶袁 以此防止恶性
招商引资导致的被动接受不合理的附加条件袁同
时利于制定因地制宜的招商引资政策袁使各地产
业形成互补态势遥 咱缘暂
渊三冤 创建中原经济区资本投资评估与风险
预警平台遥 中原经济区 2013 年得益于资本深化袁
就业存在增溢渊0.4476冤袁资本投资快于人口增长袁
但仍显不足遥 因此中原经济区要创建资本投资
评估与风险预警平台袁 一方面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袁另一方面降低资金投融资风险袁确保资本使
用效率在提升基础上充分激发其带来的就业溢
出效应遥
渊四冤 创建中原经济区农村综合治理服务平
台袁并以治理野农村空心化冶为首要目标遥 中原经
济区各地市野农村空心化冶是共同难题袁对此要创

造中原经济区农村综合治理服务平台遥 做到院第
一袁通过拓展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袁开发农村劳动
力资源遥 第二袁发挥政府在稳定农村劳动力市场方
面的导向作用遥 第三袁优化农村劳动力创业和就业
环境袁激发劳动力资源流向农村就业市场遥 第四袁
针对农业基础整体薄弱尧 农业新型企业或农业劳
动者抗风险能力有限的实际袁 应积极推进农业保
险事业的发展袁 保护农村劳动者扎根农村就业和
创业的积极性遥 第五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
境袁搭建劳动者青睐的就业和创业平台遥
渊五冤构建中原经济区信息共享平台遥 为确保
中原经济区上述平台的高效率运转袁加强各地市
间的即时信息对接连通袁 增强沟通协调的实时
性袁中原经济区应借鉴上世纪八尧九十年代国家
实施广播尧电视尧用电村村通的有益经验袁逐步实
现网络信息村村通袁特别是在农产品集散地建立
农业信息发布中心袁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尧信息融
通曰最后袁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袁通过打造生态农
业尧绿色农业尧宜居乡村等专项工程袁让更多的劳
动就业者和创业者青睐农村就业市场袁实现劳动
资源的良性流动和合理布局遥 咱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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