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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对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促进新时代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021 年 6 月 6 日，国内市场一体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以“新发展
格局下国内市场一体化”为主题，针对边界效应变动的原因、国内市场新特征的具体表现以及市场一体化面临的挑
战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诸多非壁垒性因素变动引发边界效应 U 形变化，其并不能完全反映
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中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生产格局以及需求结构等方面的新变化引发国内市场呈现出新特征。此外，中国市场一体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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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和
新变化，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发挥国内超大规

一、市场一体化与边界效应新变化

模市场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

国内市场一体化是相对于地方保护与市场分

发展的焦点。加快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不仅有益

割而言的，建设统一开放市场的过程就是逐步打破

于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发挥市场对

并消除地方市场分割，提升省与省之间以及区域之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

间的市场联系紧密程度的过程。市场一体化的本

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质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要素等自由流动，实

在上述背景下，
以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一体

化”为主题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研讨会于 2021 年 6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评价和研判国内市场一
体化程度与趋势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作。目前，测
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价

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内区域分工与市

格法，市场分割会导致地区间产品价格的离散化，

场一体化”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

因此可以根据区域间相关产品的价格是否趋于一

机构与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

致来评估国际市场整合程度或者某个国家的内部

学者针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度方法、变动趋

市场整合程度。二是生产法，通过考察地区产出结

势等展开深入交流，
并提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构的相似度、生产效率等来度量区域间市场整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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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三是经济周期法，若各地区经济周期的相关程
度高，
则表明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高。四是贸易法，
主
要从贸易规模、
贸易壁垒两方面展开。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王菲借鉴标准引力模型，

征及其成因。

1.
“一带一路”重塑国内贸易格局

开放程度是导致边界效应发生变化的因素之
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毛琦梁指出，随着西部大开

通过引入地区边界变量将引力模型发展为边界效

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布局以及“一带一路”的

应模型，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

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省际的贸易格局和贸易

间投入产出数据对 1997 年、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的边界效应变化情况进行估计。研究发
现：1997—2002 年边界效应是上升的，2002—2012

年边界效应是下降的，而 2012—2017 年边界效应出

流向。王菲在其研究中对不同区域进行了测算，实
证结果显示，
“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对于省际贸易
格局和边界效应变化具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构
建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架构，

现回升迹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伟波、北京大学

实施了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例如，通过推进基

杨汝岱等人利用增值税和省际贸易流量等数据进

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一方

行边界效应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1 世纪以

面，有助于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壁垒和

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边界效应持续下降，市场一

贸易成本，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国际区域

体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是近些年边界效应出现回

经济分工、合作与融合；另一方面，为内陆地区和沿

升，其整体呈现出 U 形变化。为了进一步确定边界

边地区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和扩大对外开放

效应变化是否反映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动方向，

创造了新的外部条件。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

王菲又通过价格法来估算市场分割指数，结果却得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出了与边界效应法不同的结论，即近年来国内市场

国内各个省份对外贸易的区位优势。国务院发展

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

研究中心贾珅认为，中西部地区各个省份的生产能

虽然上述研究表明边界效应呈现出 U 形变化，

力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为这些地区直接嵌入

但贸易壁垒因素可能并非是导致其变化的主要原

全球市场并参与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机遇。因此，随

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建武认为，从概念上来

着中西部地区直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

看，市场一体化对应的是市场分割或贸易壁垒，而

的程度加深，势必会导致其对原有的通过东部沿海

边界效应更多地反映区域间贸易的特点，两者并不

地区间接融入全球贸易的模式依赖程度下降。近

能完全对应起来。贸易壁垒是影响区域间贸易变

年来，中西部地区各个省份通过发挥陆海新通道和

化的因素之一，但是区域间贸易变化不完全是由贸

中欧班列等优势，与全球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强。

易壁垒引起的，因此不能仅根据边界效应来判断贸
易壁垒状况。行伟波进一步指出，边界效应是在引
力方程中引入一个反映省际边界作用的虚拟变量，
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省际边界对省际贸易的平均
影响程度。在实际中，影响省际贸易的因素众多，
其中包括要素流动、市场需求、产业分工格局、国际

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重庆、四川、云南的进出口
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03%、2.51%、0.84%，分别

较 2012 年增长 0.65 个百分点、0.98 个百分点、0.30
个百分点。

2.国内生产格局的演化

毛琦梁认为，就国家整体分工格局而言，之前

贸易情况等非贸易壁垒因素。综上可见，贸易壁垒

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

的上升（或下降）会导致边界效应的上升（或下降），

济活动密度低，产业集聚相对薄弱。一件最终产品

但是边界效应的上升未必意味着贸易壁垒的上

的完成需要中间产品在省际进行多次循环穿越。

升。因此，边界效应的变动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内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

化，国内产业格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
中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和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使得这

二、国内市场的新特征及成因

些地区省内的产业链逐渐完善，很多产品的生产、
销售、使用在省内即可实现。因此，中间产品在空

本次会议从不同维度阐述了国内市场的新特

间上的流动需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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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汝岱认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现代产品的

属性，服务的跨区域可贸易性要远低于商品。居民

复杂度在持续上升，技术复杂度的增加需要信息的

消费需求结构变动。服务性消费比重持续增长导

密集交流。生产距离的拉近更加便于信息与技术

致贸易结构变化。本地服务贸易占比上升致使部

的交流传递，从而会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链

分行业省际商品贸易占比下降。数据表明，近年来

上下游环节在同一地理空间内集聚，将在一定程度

中国的消费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度。2013—2019 年①，

上减少省际的中间品贸易。以湖南的轨道交通行
业为例，过去该行业相关配套产品在湖南省内的供

给比例大概只有 50%—60%，而当前可能达到 80%
左右。北京大学朱晟君根据供应链管理理论进一
步指出，部分快消行业（如服装、鞋帽等）对生产、管
理的及时性要求较高，以短链形式布局，即生产的
上下游环节都能够在城市群内部实现，更符合其行
业特征。这类行业以短链模式快速发展，其跨区域
的贸易强度则会出现下降。因此，行业空间集聚程
度上升也会导致省际贸易规模的下降。
清华大学高宇宁认为省际贸易规模的变化还
可能是由于特定区域内部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体化

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3.2 万亿元增长

到 40.8 万亿元，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保持在 60%左右，消费连续 6 年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同时，随着收入提高与恩格尔
系数的下降，城乡居民对教育、娱乐、通信、医疗等

服务型消费的需求增长迅速，2013—2019 年，城市

和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和娱乐上的消费支出占比
分别从 10.7%、10.1%上升至 11.8%、11.1%，这表明
国内市场的消费结构正处于持续升级的过程中，服
务领域的消费所占比重将继续提升。

5.其他因素对于国内市场格局的影响

当前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近年

程度不断加强，但对于区域之间以及非区域内部省

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来势凶猛，给已经形成的国

份的贸易联系的重视程度不足所致。因此，关于国

际产业分工体系带来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引

内市场的新变动，需要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研究，单

发的全球交通运输不畅和成本上升、各国政府保护

独考察几个省份在特定区域间的联动关系。

主义抬头等问题，对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

3.数字经济发展改变传统贸易形式

的运行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

数字技术正逐渐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

值链均呈现出明显的短链化迹象，其显著特点就是

素。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

跨境次数下降。从当前的疫情发展和产业链、价值

下，电子商务、云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链运行态势来看，链条缩短或重构正成为一些行业

给国内贸易市场带来新变化。行伟波认为，线上购

或产品的新特征，将进一步引发生产方式、贸易方

物平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面对面的产品与服务供

式的新变化。

需互动模式，虚拟交易使得供需之间的生产、经销

要素流动的变动也会给区域间贸易带来新变

等传统价值链环节碎片化、便捷化、低成本、高效

化。近年来，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减少，而省内的

率。商品经营端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从

短距离流动增加。行伟波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而减少库存、店面数量等。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

查数据指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城

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有本地化的经销物流体系变成
了全国性统一体系，这会降低区域分割的程度，促
进市场一体化。同时，随着电子商务规模不断扩

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

升 2.15 个百分点。人口流动持续向经济发达省份
集聚的总体趋势未发生改变。人口向经济发达区

大，电商平台企业（如京东等）会选择在不同地区建

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会带来消费区域的集中。

立自己的物流中心进行统一配货，从而导致电子商

此外，何建武认为，近年来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水

务企业与物流中心分布不一致现象，呈现零售端与

平提升、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因素

仓储端相分离的新特征，进而引起贸易统计数据与

（如年龄、婚姻）引发劳动力返乡回流现象明显。在

实际交易数据在区域上产生差异，使原有的描述地

流动方向上，从原来的向东部地区特大城市的集中

区间贸易格局的指标出现偏颇。

式流动转变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多点集聚式流动，

4.服务消费增长带来本地服务贸易占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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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珅指出，服务相较于商品更具有天然的区域

跨省流动规模下降，省内短距离流动人口增加明
显。以农民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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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在外出农民工中，省

步加强，欠发达地区向上下游产业延伸的难度加

人，增长 2.5%；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

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这强化了地方市场分

内就业农民工达到 9917 万人，比上年增加 245 万
56.9%，所占比重比 2018 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劳

大。此外，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地方政府面
割的动机和行为。本着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实现

动力流动的新变化也会给地区产业、消费、贸易等

社会就业等目标，地区政府可能会采取政策手段，

方面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针对某些产业出台相关保护政策。行伟波根据具
体行业情况指出，对于经济和就业有重要拉动作用

三、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的产业（如汽车行业等）以及国家补贴力度较大重
点发展的行业（如光伏产业等），多地均相继出台了

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如下。
1.物流成本依然高昂

相关保护性政策。地方政府之间过度的“块块竞
争”、恶性竞争形成了政策壁垒，造成了企业的投融

中国国土广袤，地理距离所造成的交通成本

资活动和日常经营活动等市场分割行为，进而妨碍

客观上将国内各个地区分割开，不利于形成全国

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了整个市场的一

统一的一体化市场。而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体化程度。

能够降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通行成本，有利于实
现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克服地理距离对

4.要素市场分割对市场一体化产生潜在影响

何建武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全面优化营商环

经济活动的阻滞作用，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提升

境、放宽市场进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

一体化水平的重要途径。行伟波指出，虽然近年

大市场淘汰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种阻

来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物流通达性和及时性大幅

碍商品自由流动的行政障碍正在消除。但是，市场

提升，成本稳步下降，但部分领域物流成本高、效

一体化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还应进一步考虑要素市

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货运费、高速费较高以及不

场。例如，虽然近年来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减少，

合理收费等现象仍比较明显。特别是受新冠肺炎

但是省内的短距离流动增加，人口的流动方向仍然

疫情影响，交通运输不畅，社会物流成本出现阶段

是以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此外，高端人才流动缺

性上升，这对跨区域贸易和供应链的运行都会造

乏规则、制度和监管透明度，各地人才大战抬高了

成负面影响。

部分行业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祝坤福指出，受各种

2.存量博弈增强省际贸易壁垒

杨汝岱指出，2010 年以来全球各国以及国内各

因素的影响，贸易成本进一步下降的难度较高，甚
至存在上升现象。相较于商品贸易，资金流动的成

地区存量经济的特征愈发明显。创新性技术突破

本相对较低，且强度相对较大。因此，资金要素参

升级有待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

与生产和贸易活动的强度增加，可能导致部分省际

护主义盛行，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以及金融市场

商品贸易被投资本地商品生产所替代，从而降低国

波动加剧，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

内商品市场的跨区域贸易流动规模。在技术层面，

使传统领域、传统行业的增量空间逐步收缩。全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相关团队在关于省际

化（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分配效应越来越强，福利效
应相对下降。收入分配在国际、国内不同维度出现

技术扩散壁垒的研究中发现，2008 年以后技术扩散

壁垒也出现增强迹象。这些要素流动的壁垒均会

不断恶化的现象，存量博弈越发明显。简单来说，

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作用，同时也可能

存量时代“蛋糕”的数量和大小相对固定，各方相互

会对商品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争抢有限市场份额。竞争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是
造成贸易壁垒出现回升现象的重要原因。

3.地区产业保护仍是贸易壁垒形成的重要原因

地区政府的产业保护一直是阻碍国内统一市

四、结论与启示
边界效应的 U 形变化引发了学者们对国内市

场建设的重要因素和力量。各个省份所处的经济

场发展的思考和讨论。由于定义与计算方式的局

发展阶段不一，地区差距明显。随着区域分化进一

限性，边界效应的变动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内市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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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程度的变化。但是，边界效应的 U 形变化背后

所反映的国内市场发展新变化、新特征为市场一体
化研究带来思考和启示。

位和获利能力不同，各地存量博弈趋势愈发明显、
“块块竞争”过度加剧了市场分割。同时，随着国际
贸易环境、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及安全性等多重外部

第一，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发展呈现出诸多新

条件的变化，中国市场一体化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特点。一是“一带一路”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直

因此，要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打通堵点，畅通国内

接嵌入全球市场并参与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机遇，减

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

少了这些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依赖，引起省际中

第三，还需进一步对国内市场的新特征、新变

间品贸易规模下降。二是数字经济正颠覆传统贸

化开展深入研究。不仅要关注商品市场，还要考虑

易模式，电子商务呈现零售端与仓储端相分离的新

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综合各方面进行分析，形

特征，可能引起省际贸易统计数据与实际交易情况

成完整的市场一体化研究体系。将要素流动和商

的偏离。三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快速

品流动的关联打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市场一

升级，服务性消费比重持续增长，导致省际商品贸

体化。
第四，未来还需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包括如

易流量下降。四是国内产业呈现“大分散、小集聚”
的分工格局，很多产品的各个环节在省内即可实

何更好地衡量市场一体化、如何打通堵点、如何达

现，并且产业转移可能会导致原有的国内贸易转变

到多方面优化、如何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

成国际贸易，减弱省际中间品贸易需求。此外，还

以及如何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

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一方

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等，从而探索新发展阶段促进

面，全球化强势逆流以及电子商务等新贸易模式的

市场一体化的政策举措，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

蓬勃发展，使得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均呈现出短链

发展格局。

化、跨区域次数显著下降的新特征。另一方面，人
口、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的新特征也将给区域间

注释

贸易带来新变化。

①自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

第二，近年来，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
准入、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等方面取得诸多成
绩，阻碍商品自由流动的区域性行政壁垒正在逐步
消除。但是，由于各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地

生活状况调查，2013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与

2013 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
指标口径有所不同。2020 年受疫情冲击，各项指标均产生
较大波动。故统计比较 2013—2019 年的情况。

Summary of Seminar on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Li Shantong Zhang Yibing Tang Zedi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competitive and orderly
domestic market. On June 6, 2021, the seminar with the theme of“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was held in Beijing. The seminar
focused on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border effects an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omestic. Experts at the meeting
believed that many non-barrier factors caused a U shaped change in the border effect, which did not fully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Nowaday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especially in trade, production patterns, and demand
structures. All these changes above have triggered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market. In
addition, China’s market integrat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needs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Domestic Market; Market Integration; Border Effec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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