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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对就业的影响变化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段苏芮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城市的扩张必然会产生就业问题。本文选
取成都市 20042015 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运用数理关系探讨城市扩展与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波动的相关关系。研
究数据显示，成都市城区面积的扩张对该地区的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且第三
产业集约度高于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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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on Employment
——A

case analysis of Chengd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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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ramatic develop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will inevitably have employment problems. This paper took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in Chengdu from 2004 to 2015 and using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quantity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fluct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rban
expansion in Chengdu obviously promoted the employment in this area, employment is concentrat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and the third industry intensity is higher than the seco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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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城市扩张的特定发展阶段，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市建成区
的扩张，从而对劳动力和土地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引起了土地非农化与就业非农化的现象。农民原
本以务农为生，缺乏稳定的第二、三产业就业职能，土地非农化后往往导致农民一失地便失业[1]。
到现在的“十三五”（20162020）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仍旧非常严峻，每年大约要转移农业劳动力
900 万人[2]，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就是依赖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3]。城市扩
张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建成区面积范围的扩大，土地资源中的农地减少转而变为建设用地，土地用途
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带来非农就业的劳动力需求。城市扩张对区域就业的结构、数量的影响毋庸置疑。
现有研究中，单独就城市扩张和就业两者关系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受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
展的限制，城市扩张与就业的相关关系呈现出非确定性，李颖娟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的研究提出可以
通过城市扩张促进就业[4]。胡伟艳利用中国 23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研究了人口、就业与
土地非农化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且农地非农化与第二产
业就业正相关,与第三产就业负相关[5]。而崔风暴以四川省宜宾市为研究对象，指出城市扩张与地区
就业不存在因果关系[6]。本文旨在以成都市为例，对城市扩张与就业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
城市扩张的进程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就业数量和结构波动进行分析，为如何确定土地适度
非农化、释放充足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提出参考意见。

1
1.1

成都市城市扩展与就业数量相关关系分析
全市建成区面积与就业人数总量相关关系分析

成都市从 2003 年开始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城市扩张速度从 2003 年后逐渐加快，本文采用
20042015 年成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来分析城市扩展与就业的相关关系。成都市建成区区面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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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的 383 km2 扩张到 2014 年的 604.08 km2，11 年间增加 221.08 km2，以年均 4.23%的增长率扩
张。这种扩长速率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相对较快，北京市在 20032014 年间的城市年均扩张率为
1.47%®。同时，成都市的就业总人数也从 2003 年的 593.27 万人增加到 2014 年的 824.40 万人，以
年均 3.03%的增长率增加，城市扩张与就业人数呈同步增长规律，初步判断城市扩张与地区就业有
着紧密的关系。利用 Spss2.0 专业统计软件，选取成都市 20032014 年城市扩张与就业总人数时间序
列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积差检验小于 0.01，相关系数为 0.916，说明城市扩张与就业人数之间确
实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1.2

全市建成区面积与就业人数增量相关关系分析
同样利用 Spss2.0 专业统计测算，建成区面积增长量与就业人数增量率相关关系系数为-0.556，

积差检验为 0.075，大于 0.05，没有通过显著相关检验。受区域差异、自然供给条件和地方政策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量具有较强的波动特点，伴随着建成区范围的扩大，影响着就业
人数的增长。通过图 1 分析可以发现，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量的波动变化与就业年均增长率的波峰波
谷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观察两变量的波动走势是基本一致的，在 2004 年2013 年间两变量都有三
次到达波峰，就业年均增长率折线出现波峰的位置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大致 12 年滞后性。由此可
以说明城市扩张确实有拉动就业的作用。而在 2014 年的时候，建成区面积扩张了 75.18 km2，而就
业总人数年均增长率却为-0.62%，也就是说就业总人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除了受就业年均增长
率滞后性表现和当时经济发展背景和政策的影响，也说明了城市扩张对就业的带动是有一定限制的。

图 1 成都市城区面积增量与就业年均增长率
Fig.1 The increment of urban areas and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employment in Chengdu City

2
2.1

成都市城市扩展与就业结构波动相关关系分析
建成区面积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波动相关关系分析

根据社会发展惯例，随着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
会随之提高，地区产业结构会由原来的第一产业为主过渡到第二产业为主再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就
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2003 年2014 年间，成都市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 2003 年的 28.1%逐
渐增长到 2013 年的最大值 35.2%再减少 2014 年的 33.8%。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 2003 的 34.7%
逐渐增长到 2014 年的 49.7%，从统计数据看来，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是一个先增再减的的过程，现
在正处于一个减少的趋势，而第三产业从 2003 年开始一直都是一个增长趋势，由此说明，从 2012
年开始成都市开始由“二、三、一”产业结构向“三、二、一”产业结构转变。
以成都市建成区面积为自变量，分别以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为因变量进行趋势曲线拟合，选
取了拟合度(R2>0.95)均高于 95%的二元曲线。见图 23。建成区面积总量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均相关关系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 年北京建成区面积 1180.1 km2，2014 年北京建成区面积 1385.6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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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都市城区增量面积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相关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mental areas and employed persons in the second industry

图 3 成都市城区增量面积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相关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mental areas and employed persons in the third industry

2.2

城市扩张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弹性系数分析

城市扩张率与就业增长率的相对弹性是指就业人数增长 1%需要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建的百分率，
其数值等于城市扩张率与就业年均增长率的比值。相对弹性系数越小，在单位建成区面积扩张的基
础上拉动的就业人数越多，说明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高。通过城市扩张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弹
性系数的分析可直观看出城市扩展现象对就业的动态变化，从而为更好地把握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
源之间的配置提供依据。
对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而言（见图 4），2004 年至 2006 年间成都市城市扩张率与就业增长率的
相对弹性呈上升趋势，相对弹性由 2004 年的 0.36 变为 2006 的 1，也就是说就业人数增长 1%，由
2004 年需要 0.36%的建成区面积扩张到 2006 年就变为需要 1%建成区面积扩张，2008 年、2009 年的
相对弹性分别为 1.48、0.48，原因可能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导致 2008 年的相
对弹性系数变大。从 20092012 年间两变量的相对弹性系数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说明第二产业
用地显示出粗放型经营的趋势，应给予重视，由 2009 年的 0.43 到 2012 年相对弹性为 1.39。然而到
2014 年，两变量的相对弹性系数为-1.23，说明城市的扩张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并没有带动第二产业
就业人数的影响。
对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而言（见图 4），2004 年至 2007 年成都市城市扩张率与就业增长率的相
对弹性呈下降趋势，相对弹性系数由 2004 年的 0.96 变为 2007 的 0.2，2008 年后由开始上升，至 2011
年的 1.22，2011 年2014 年间中间下降后又升至 2014 年的 1.44。从图 4 进一步发现，第三产业相对
弹性系数在大部分年限中均小于第二产业相对弹性系数，第三产业的用地相比于第二产业用地属于
集约经营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不会给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压力，该观点符合叶嘉安[7]在对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与农田流失研究时对农地非农化与第三产业就业密度的描述。

图 4 城市扩张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弹性系数变化
Fig.4 Urban expansion and the changes of employment elasticity coefficient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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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城市扩张对该地区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但城市扩张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有限的。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当土地非农化使用时，会引起第
二、第三产业部门释放非农就业机会，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而且第三产业用地集约度高于第二产业。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本研究的政策意见。
3.1

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
成都市作为 15 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具有较强的城市吸引力。城市的扩张对周边的各类生产要素

产生集聚效应。城市扩张虽然能拉动就业，但对就业的拉动存在局限性，而且还是以牺牲土地资源
为代价，这时就需要政府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成都市“十二五”（20112015）期间已经将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由 5.1:44.7:50.2 调整为了 3.5:43.7:52.8，现在“十三五”（20162020）期间调整目标比例变为
2.7:42.8:54.5，对第三产业投入力度的加强，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同时能够较快培育出新的就业增长点，
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通过出台政策、严格控制政府所规划的土地资源的转换、与企业达成协议、
调控就业市场，以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为目标，达到土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

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创新就业发展模式
针对在城市扩张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可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看做农民的股份资产，当涉及到

征用土地的非农化时，摒弃掉原始的支付土地安置补助费等模式，让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到
需要利用土地的机构或企业中，以股份分红的方式保证农民的长久的福利与生计。其次，还可以转
农为工。农民因为城市扩展土地被征用时，所建立的企业或机构应该为当地失业农民释放非农就业
的机会、岗位，留住劳动力支持当地发展，避免人口流失。同时，成都市“十三五”（20162020）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完善人才集聚机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福利机制吸引人才就业，创新创业人
才队伍提高就业规模。
3.3

提高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合理配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建立土地利用集约机制，制定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市扩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

源自然供给条件，对城市的扩展进行引导，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出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合理
配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实现城市扩张与地区就业的协调发展。政府可以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企
业和机构采取引导和激励机制，如在第二产业中对建立标准化示范厂区的企业给予土地租金上的优
惠；企业的用地指标与企业劳动力、投资总额挂钩，达到集约经营的企业给予一定税费减免优惠政
策，对企业土地利用的效益进行年度考核，制度相应的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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