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总第２３９期） 管理论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波特效应’触发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７１８０３１７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区环境目标约束的就业效应研究：内在机制、边界条件与
政策建议”（７２１７３１１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
形成机理研究”（１８ＹＪＣ７９０１６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演进规律
及其经济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思考”（２２ＺＪＱＮ２６ＹＢ）；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环境目标约束的就业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ＸＲ２０２１０７）

作者简介：王海（１９８９－），男，安徽巢湖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创
新和政府规制；朱琳（１９９６－），女，山东烟台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府规
制；梁冬慧（１９９９－），女，安徽阜阳人，现供职于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智联招聘杭州分公
司），研究方向为政府规制。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ｔ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０／ｃ＿１１２４１４２６３２．ｈｔｍ。
②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７７４４５８４６＿３６２０４６。

政府驻地迁移如何影响地区房价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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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大中城市数据，利用ＤＩＤ模型就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
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发现：政府驻地迁移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缓解了房地产泡沫问题；在提高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与地区房地产业供给力度变化存在一定关联。具体表现为政府驻地迁移在提

高地区商品房和住宅新开工面积的同时，降低了商品房和住宅的价格，但上述影响在别墅、高档公寓层面并

不明显。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核心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研究结论对中国城市格局优化具有借鉴意义，也可

为理解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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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越来越
重要。但与此同时，房价高涨、房地产泡沫等“大城市病”问题也层出不穷。尤其在中央提出“去库

存”发展战略后，各地纷纷松绑房地产政策，导致房地产投资爆发式增长，许多城市房价一路飙升。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２０１８年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单价为８７３７元／平方米，较１９９８年的２０６３
元／平方米上涨了３２３．５％。为此，２０１９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采取驻地迁移的方式进行城市功能疏散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成了可取之策。如北京市政府以迁往通州的方式坚定不移抓疏解，深入整治“大城市病”①。但

就不同地区而言，政府驻地迁移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并不一致。如湖南省政府驻地迁移后，新址周围楼

盘增多，地价明显上涨。但迁移后的“鬼城”现象同样存在，驻地迁移导致大片房屋空置无人居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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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房价高、买房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张川川等，２０１６）［１］，实证检验并明确政府驻地迁
移对地区房地产业的影响特征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学术的重要性。

政策层面，《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驻地迁移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发〔２００８〕１２７号）指出政府驻地
迁移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从国外政策实践中可见一斑。日

本政府计划搬迁中央机关时，多地积极“争抢”并认为接收中央机构能帮助激活当地经济①。英国政府

８成办公楼也意图搬离伦敦市中心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②。韩国政府部门也迁往世宗市

以缓解“都市化恶象”③。这些现象均表明政府驻地迁移并非“有害无益”（Ｆａｇｇｉｏ，２０１３；ＦａｇｇｉｏａｎｄＯ
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４；Ｊｏｆ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２～５］。但在中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搬迁
“激化了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的可能仍然存在。对此，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行政区

划管理的规定》（国发〔１９８５〕８号）、《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中办
发〔２０１３〕１７号）以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等文件，通过加大政府驻地迁移审批难度遏制地方政府的
驻地迁移行为。与政策导向相悖的是，地方政府违背政策“未批先迁”“边批边迁”现象频发。这可能

是因为在已有政绩考核机制下，出于政治晋升的激励，地方官员可能通过政府驻地迁移促进驻地新址

地区地价上升，引导以土地财政及其融资为主的基建资金流入相应基础设施领域，以期带动地区经济

增长（傅勇，２０１０；邵朝对等，２０１６）［６～７］。但对此一个潜在的担心是，政府驻地迁移沦为地方政府的土
地财政手段，使得“居者难有其屋”，房地产泡沫不断扩大，最终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明确

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地产业的影响至关重要。

就中国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王海和尹俊雅（２０１８）［８］认为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明确的资源配
置效应，并将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卢盛峰等（２０１９）［９］研究发现地方行政中心迁入的经
济收益在地理上存在衰减效应。王海等（２０２０）［１０］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将降低企业融资能力，强化其融
资约束，加剧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态势。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正在不断侵蚀着中国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空间。已有研究虽然就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关于政府驻地迁移与

房地产业关联的分析仍有待深入。需要明确的是，政府驻地迁移不仅仅实现了政府办公地点的空间

转移，还体现了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统筹规划。驻地迁移既是地方政府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

重要手段，也是传递政府对城市未来发展规划的信号机制。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成为应有之义。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房价高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与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骆永

民，２０１１）［１１］。由此，本文以房价收入比表征地区房地产泡沫问题并进行回归分析，以期进一步明确
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政府驻地迁移这一典型政府行为实证检验其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缓解了房地产泡沫问题。且这一影响与房

地产业变动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关联。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

先，丰富了政府驻地迁移和地区房地产泡沫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其次，利用政府驻地迁移实际时

间构建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进行实证分析，与基于政策批示时间的量化方式相比来说更为精确，也有
利于规避“未批先迁”“边批边迁”所造成的遗漏样本问题；最后，本文结论可为中国城市格局优化配

置建言献策，也可为理解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新的视角。

二、典型事实与文献综述

（一）政府驻地迁移的典型事实

作为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重要政府行为，政府驻地迁移受到广泛的政策关注。《民政部关于加强

·０８·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ｍ．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ｃｎ／ｍｉｄｄｌｅ／３４５８０５／２０１５／０８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１１５７１８＿１．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ＪＦＤＫｊ。具体而言，英国政府２０１０年在伦敦占据１４３栋

楼，现已腾空７２栋在伦敦的政府大楼，目标是２０２０年之前在伦敦只剩２３栋楼。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２８２０４５３５＿４８６９１１。



政府驻地迁移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发〔２００８〕１２７号）、《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国发
〔１９８５〕８号）、《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１３〕１７号）以及
２０１９年出台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都强调要遏制地方政府驻地迁移行为。并要求“高度重视，慎重
对待，从严控制政府驻地迁移”。民政部发文指出“今后各地的政府驻地迁移，在未经批准前，不得擅

自搬迁。对未报批已搬迁或先搬迁后申报的，我部将一律不予报批，并视情节予以通报”。但与政策

导向相悖的是，地方政府“未批先迁”“边批边迁”现象频发。

现实层面，地方政府驻地迁移乱象时有发生。如在国务院批复同意昆明市人民政府驻地由盘龙

区东风东路迁移至呈贡区锦绣大街之前，昆明市政府就已打造呈贡新区多年，地铁等基础设施在迁移

前已开通，政府行政功能也于正式批文前到位①。另外，沈阳市政府于２０１５年获批迁移。但早在２０１４
年，沈阳市副市长就直言，沈阳市政府即将迁入浑南区。甚至坦言，四年前沈阳市委市政府启动“大浑

南”建设，并做出行政中心南移的决定，这个决定从未改变②。

从政府驻地迁移事件来看，地方政府违背政策导向擅自迁移的现象依旧存在。对此，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地方政府意图通过政府驻地迁移实施土地财政，并将因此而赚取的财政资金注入相应基础设

施领域以谋取经济增长，以期达成官员政治晋升的目的。此外，政府驻地迁移绯闻事件不断出现，媒

体对于政府驻地迁移绯闻的报道与澄清表明该现象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也为本文研究政府驻

地迁移的影响提供了现实支撑。

（二）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研究

在１９９８年取消福利分房和推行住房货币化分配后，中国房地产业发展饱受关注。国家相关
政策历经“政策支持”“抑制房价”“重申支柱产业”“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以及“房住不炒”变迁

（孟庆斌等，２０１７）［１２］。在此过程中，中国住房价格水平也不断攀升，并已显著影响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荣昭和王文春，２０１４；陈斌开等，２０１５）［１３～１４］。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研
究也开始逐步兴起，如姜春海（２００５）［１５］、Ａｈｕｊａ等（２０１０）［１６］、高波等（２０１４）［１７］以及刘海云和
吕龙（２０１８）［１８］的研究。张川川等（２０１６）［１］总结认为中国社会各界都承认房价上涨已经超出
了居民收入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房地产存在泡沫化的风险。何兴强和杨锐锋（２０１９）［１９］同样
发现中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３以及２０１５年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 １０９９、８６２和 ８２６。这已远高于吕
江林（２０１０）［２０］所测算的合理上限区间４３８～６７８。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房地产业泡沫情况，本文利用 ＣＨＦＳ２０１５年２８个省级行政区所属 ７０个
城市家庭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具体参照何兴强和杨锐锋（２０１９）［１９］的方式，利用城市家庭所住
房的市价中位数与家庭总收入中位数之比来量化城市房价收入比。基本的房价收入比分布如图

１、图２。由图１可以看出城市房价收入的众数比并未显著高于吕江林（２０１０）［２０］所测算的合理
上限，但也存在许多城市高于合理区间的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及西部

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更为严重，相应房价收入比相对更高（见图 ２）。这一现象表明中国房地产泡
沫问题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而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成因，姜春海（２００５）［１５］认为这主要是由供给者和投机者共同推动所造成
的，并认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能否“上令下达，不打埋伏”是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键

所在。王永钦和包特（２０１１）［２１］则发现住房供给弹性、住房的质量和产权保护度等对于泡沫的生成具
有重要影响。张川川等（２０１６）［１］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是导致城市房价收入比和空置率上升的重
要原因。总体来看，已有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是侧重于分析投机、预期以

及收入分布等因素。关于政府角色的探讨仍然不足。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从政府驻地迁移的角度

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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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的总体分布 　　　　　　　　图２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的地区分布

（三）驻地迁移与房价收入比

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饱受关注。《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驻地迁移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发〔２００８〕
１２７号）指出驻地迁移“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管理中心的平稳转移，关系到生产
力布局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并要求“从严控制政府驻地迁移”。从已有政府驻地迁移

行为特征来看，表面上这是因为老城区交通拥堵或是办公楼年代久远影响到了政府工作的日常开展，

实质上这已成为地方政府谋求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性行为。地方政府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经济资源和

行政资源配置权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王海等，２０２１）［２２］，由此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以获得政治晋升。
但这一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地方政府可能通过驻地迁移的形式实施土地财政，提高地区财政收

入，致使地区房价水平不断攀升。此外，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存在抑制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式政

府驻地迁移往往也是一种新城建设运动，与驻地原址相比，驻地新址地价更为便宜。伴随着政府驻地

迁入，区域房屋供给量会随之提升。根据基本的需求定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量的加大

将会使价格水平有所降低。

　　　　图３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房价收入比分布　　　　　　图４　实验组与对照组房价收入比核密度图

总体而言，政府驻地迁移与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关系并不明确。一方面政府驻地迁移会提高地区

收入水平，使得房价收入比这一变量的分母值有所增加，从而有效降低地区购房压力；另一方面，政府

驻地迁移将对地区房价水平产生影响，这既可能因收入提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以及土地财政所提高

的建造成本推动地区房价不断提高，也可能通过住房供给量的增加使得区域房价有所降低。为进一

步明确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特征，本文根据城市是否曾发生过政府驻地迁移行为将样本分为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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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两类，并对比分析政府驻地迁移的潜在影响。从图３、图４的分布来看，对照组（未发生政府
驻地迁移的城市）与实验组（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实验组房

价收入比的均值、方差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理由相信政府驻地迁移具有降低地区房价收入比的

可能。

三、变量说明与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政府驻地迁移，与王海和尹俊雅（２０１８）［８］、卢盛峰等（２０１９）［９］的量化方式不
同，本文以政府驻地迁移实际时间为基准进行分析。这出于以下考虑：其一，地方政府违背政策导向

“未批先迁”“边批边迁”现象频发。以现有文献采用的政府驻地迁移批示时间为准，可能会遗漏大量

违规迁移的城市样本。如《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驻地迁移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发〔２００８〕１２７号）也指
出“有的地方政府法制观念不强，不按程序搬迁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二，若以批示时间为准，可能还

存在政府驻地迁移样本筛选可能。国务院已对政府驻地迁移是否妥善进行甄别，驳回不合理的迁移

申报，基于这一样本的回归结果易出现“挑选赢家”等问题。事实上，在本文研究样本中，大多数城市

存在未获国务院批示而直接开始迁移的行为。出于上述考虑，本文基于网络和调研双重渠道收集、整

理地方政府驻地迁移实际时间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政府驻地迁移（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量化主要参照该城市
是否曾发生政府驻地迁移行为，若曾发生则定义为１，否则为０。

此外，对于被解释变量房价收入比，考虑到 ＣＨＦＳ数据库只公布了省级国标码，地级市层面的行
政区域国标码并未公开，这限制了利用这一数据库进行研究的可行性。结合政府驻地迁移行为的识

别特征和住房数据的公开情况等问题。本文主要运用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来
说，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平均人口以及人均住房面积等数据来自于地区统计年鉴，房价数据

则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由此根据式（１）得到城市层面的房价收入比。从图
５可以发现房价收入比（城市）与基于ＣＨＦＳ数据库量化的房价收入比分布大致相同，侧面证明了本文
量化方式的合理性。

房价收入比＝住房平均价格×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平均人口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平均人口 （１）

图５　不同数据来源的房价收入比分布图

为避免遗漏变量造成变量间关系的错误解读，本文还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囊括产业结构（ｓｔ
ｒ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ｌｐｇｄｐ）、人口密度（ｐｄｅｎｓｉｔｙ）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比（ｆｄ＿ｏｕｔ）等。其中，ｓｔｒ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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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地区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产业层面的集聚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也将与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
影响休戚相关。ｌｐｇｄｐ为地区人均ＧＤＰ的对数，用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将直接关系到购房需
求和居民收入层面的变动。ｐｄｅｎｓｉｔｙ为人口密度的对数，着重体现地区人口的集聚水平，其对地区房
价收入比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将会产生更高的购房需求，最终推动地

区房价收入比不断提高。ｆｄ＿ｏｕｔ为财政支出占当年所在城市ＧＤＰ比重乘以一万后的对数。这一数值
直接关系到政府驻地迁移的实施及影响，因此将这一变量引入实证模型是合理且必要的。为避免离

群值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１％的缩尾处理，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６６５ ６．７９９ ２．５２６ ２．８５０ ２４．４２０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６６５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ｔｒｕ ６６５ ４５．４３５ ９．８１９ １９．６３０ ７０．９３０

ｌｐｇｄｐ ６６５ １．３２２ ０．９０６ －０．６０５ ３．６０７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６６５ ６．２６７ ０．６３６ ４．８２２ ７．７２３

ｆｄ＿ｏｕｔ ６６５ ７．０１２ ０．３２３ ５．９６５ ７．８２１

（二）研究设计

在数据整理的基础上，为探索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带来何种影响，构建模型（２）进行
回归：

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ｔ＝β０＋β１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β２Ｘｉｔ＋λｔ＋μｉ＋εｉｔ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房价收入比，该项数值越大指代地区房地产泡沫问题更为严重。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为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政府驻地迁移，其中 ｉ指代地区，ｔ指代时间。若地区发生过政府驻地迁
移行为则量化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ｔ为１，否则为０。基于此构建 ＤＩＤ进行回归分析，发生过政府驻地迁移的城
市为实验组，否则为对照组。Ｘｉｔ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一步地，λ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
间层面不随城市变化而变化的因素，μｉ代表城市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特征。εｉｔ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同一个城市在不同时期内的观测值可能存在关联，还对模型
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处理。本文重点关注变量β１的系数。若β１＜０则意味着政府驻地迁移
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缓解房地产泡沫问题，反之则意味着政府驻地迁移会提高地区房价收入比。

四、基准回归与稳健性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作为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重要政府行为，地方政府驻地迁移事件近年来不断出现。王海和尹俊

雅（２０１８）［８］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具有较为明显的资源配置效应，并将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然而，
中央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提高政府驻地迁移审批难度，并强调“可搬可不搬的，原则上不予报批”。一个

可能的担忧是政府驻地迁移会改变地区经济空间布局，“激化了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基于

此，考虑到高房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能承受之重（荆强，２０１０）［２３］，本文以房价收入比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对应回归结果如表２。可以看出政府驻地迁移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表
现为变量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对ｈ＿ｐｅｒｃｅｎｔ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统计上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

控制变量方面，人口密度（ｐｄｅｎｓｉｔｙ）越大的地区房价收入比也会越高。与人口稀疏地方相比，人
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将会有更高的购房需求。这将拉动房价上涨，使得地区房价收入比相对更高。经

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表现为变量ｌｐｇｄｐ对房价收入比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收入相对更高，使得比重有所降低。此外，本文还发现地区第二产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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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ｓｔｒｕ）与房价收入比也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说明伴随着产业集聚，经济效率的提升会提高劳动力报
酬，改善居民的资金约束，最终提高居民的购买需求。且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这种需求的提升幅

度已经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使得房价收入比有所提高。与上述影响相比，政府干预（ｆｄ＿ｏｕｔ）对地区
房价收入比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意味着政府干预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并不稳定。

表２　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９２１

（０．３２６）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３６７

（１．０６１）

ｆｄ＿ｏｕｔ
０．０７０
（０．６０６）

ｌｐｇｄｐ
－３．１０８

（０．８２１）

ｓｔｒｕ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１）

常数项
－１２．１７７
（８．５５３）

控制变量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１３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二）动态影响及平行趋势检验

表２回归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会提高地区房价收入比。但政策影响评估过程中最为担心的问
题是，政策实施是否存在“挑选赢家”的现象。就本文而言，选择政府驻地迁移的城市，其房价收入比

在迁移之前是否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若真如此，本文所发现的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负

面影响则被片面夸大了。为避免因“挑选赢家”问题造成对变量间关系的错误解读，构建平行趋势假

设检验来考察这种夸大政策效果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具体设立模型（３）进行回归：

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ｔ＝α＋∑
ｊＦ

ｎ＝－ＪＢ
βｎＩ

ｎ
ｉｔ｛（ｔ－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θＺｉｔ＋εｉｔ （３）

模型（３）将政府驻地迁移行为拆分为各个年份的虚拟变量Ｉｎｉｔ，并据此识别政府驻地迁移前实验组与对
照组间是否存在系统差异。实际回归中表示为ｂｅｆｏｒｅｋ及ｐｏｓｔｋ，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进行赋值。如时
间点为政府驻地迁移前第１年，则赋值ｂｅｆｏｒｅ１为１，否则为０。可以看出政府驻地迁移之前的各个年
份（ｂｅｆｏｒｅ１～ｂｅｆｏｒｅ４）影响都不显著，政策实施后的ａｆｔｅｒ３以及ａｆｔｅｒ４（４年及以上的迁移样本）则对地区
房价收入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见表３）。也就是说政府驻地迁移事件发生前的迁移城市与未迁移
城市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并不能拒绝平行趋势检验成立的可能。进一步观察 ａｆｔｅｒ１～ａｆｔｅｒ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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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系数，可以发现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逐步扩大，由 －０．８５１提高到 －０．９９６，呈现“滚雪球效应”。
但从其统计显著性来看，政府驻地迁移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迁移发生后的第３年影响开始逐
步显著，且显著性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意味着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才会显现，评估迁

移效果还应站在更为长远的角度。如鄂尔多斯市政府迁入康巴什新区后，该区被称为现代“鬼城”，但

现在早已发展健全。这一结果在验证前面研究结论稳健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驻地迁移的

影响特征。

表３　政府驻地迁移的动态影响及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ｂｅｆｏｒｅ４
０．４１１
（０．５２９）

ｂｅｆｏｒｅ３
０．４６４
（０．５０２）

ｂｅｆｏｒｅ２
０．０３４
（０．５０４）

ｂｅｆｏｒｅ１
－０．３９４
（０．５０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０．３０６
（０．５０７）

ａｆｔｅｒ１
－０．８５１
（０．５５１）

ａｆｔｅｒ２
－０．９１１
（０．５５３）

ａｆｔｅｒ３
－０．９４０

（０．５５１）

ａｆｔｅｒ４
－０．９９６

（０．３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１６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三）考虑趋势变动后的实证检验

前面从平行趋势检验等方面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一定检验。初步得出了政府驻地迁移前实验组与

对照组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分析结论，对应检验结果如图６。然而从图６中的政府驻地迁移动态影
响结果来看，其各年的影响系数存在一个逐步变大的趋势。这意味着本文所识别出来的政府驻地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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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影响可能源于不同城市的发展趋势差异，而非迁移行为的“净”影响。为此一方面对各城市房价收

入比的初始值及其与时间的交互项加以控制，生成变量 ｆｉｒｓｔｔ１。考虑其影响可能为非线性，本文还对
ｆｉｒｓｔｔ１的二次项ｆｉｒｓｔｔ１＿ｓｑｕ进行控制。控制趋势项后的估计结果如表４第１、２列。基本来看，添加趋
势项后的变量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依旧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识别出
的负向影响并非源于各城市的禀赋差异，研究结论较为稳健；另一方面，考虑到实验组和对照组还可

能存在其他禀赋层面的差异，且这一差异随着时间延长而越发明显。本文生成实验组与时间的交互

项ｔｒｅａｔｅｄｔ及其平方项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ｓｑｕ加入回归方程中进行估计。对应结果如表４第３、４列。可以看出，
考虑趋势变动后的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在统计上和经济上变得更为明显。为综合

分析趋势项的影响作用，将ｆｉｒｓｔｔ１、ｆｉｒｓｔｔ１＿ｓｑｕ、ｔｒｅａｔｅｄｔ和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ｓｑｕ加入到回归方程中进行分析。从表
４第５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政府驻地迁移（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对地区房价收入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的负向影响依
旧成立，进一步表明前面的估计结果稳健可信。

图６　政府驻地迁移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表４　控制地区禀赋后的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９９４

（０．２８２）
－１．０１４

（０．２７６）
－１．４０７

（０．４７９）
－１．５２８

（０．４９４）
－１．５４２

（０．５２１）

ｆｉｒｓｔｔ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７）

ｆｉｒｓｔｔ１＿ｓｑ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ｔ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５５）

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ｓｑ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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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１５ ０．６２１ ０．６１５ ０．６１８ ０．６２４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
准误。

此外，由图６还可以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后各年的影响呈现“滚雪球”效应，变量的影响系数逐步提
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城市成为迁移城市后，其自身发展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为此，本文参照

Ａｌｄｅｒ等（２０１６）［２４］的研究对实验组的发展趋势加以控制。具体依托 ｍａｘ［０（ｔ－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ｇｒｅ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ｉｔ］这一函数生成变量 ｐｏｓｔｔｒｅｎｄ并进行回归估计，以此控制政府驻地迁移后实验组趋势变动的影
响，结果如表５所示。基本来看，表５中政府驻地迁移（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对地区房价收入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依旧
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为避免回归结论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本

文进一步剔除未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城市样本，单纯基于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实验组数据进行回归。

由表５第３、４列可以发现政府驻地迁移的负面影响仍然成立。由此证明前面的研究结论稳健可信，
政府驻地迁移确实有助于降低地区房价收入比。

表５　考虑迁移后城市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８４３

（０．２８８）
－０．８６１

（０．２９４）
－１．８３８

（０．９２８）
－１．３０８

（０．５１０）

ｐｏｓｔｔｒｅｎｄ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４）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６６５ １５２ １５２

Ｒ２ ０．５１４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９３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
准误。

（四）基于ＰＳＭ－ＤＩＤ的估计检验
前面通过多种途径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但对这一结论可能还存在的质疑是在分析过程中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仍存在一定的被忽视的系统性差异，最终使得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为此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的方式进行分析。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大致趋于正态分
布。在上述实验组与对照组完成匹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ＤＩ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基于ＰＳＭ－
ＤＩＤ的估计结果如表６。在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地方政府驻地迁移仍然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
比。由此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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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基于ＰＳＭ－ＤＩＤ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７９８

（０．３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０

Ｒ２ ０．６１５

　　注：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五）调整聚类方式后的估计检验

为准确识别政府驻地迁移与房价收入比之间的关联，前面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处理。

这一处理方式意味着本文假定同一个城市在不同时期内的观测值相互关联，不同城市的观测值间则

没有关联。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同一省份内的各个城市间可能也存在一定联系，本文将聚类处理方式

由地级市调整到省级层面。对应回归结果如表７第１列。可以看出调整变量聚类方式后，政府驻地
迁移的影响依旧显著成立。此外，同一省份内政府驻地迁移发生的时间可能也存在联系。本文将标

准误聚类到省级及其设立时间的层面进行回归估计。从表７第２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驻地迁移
依旧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前面从区域层面证实了政府驻地迁移影响的稳健性，
关于时间层面影响的分析仍不充分。本文也将标准误进行时间层面的聚类处理。由表７第３列的结
果可知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依旧成立。由此证明前面的研究结论确实稳健可信。

表７　调整聚类方式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１） （２） （３）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９２１

（０．３５７）
－０．９２１

（０．３５１）
－０．９２１

（０．１５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相应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六）排除其他经济事件后的估计检验

一个潜在的担忧是本文所识别的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是源于迁移过程中同步推进的其他区域政

策。为排除这一担忧，将开发区政策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等纳入考虑。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开发

区政策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李力行和申广军，２０１５）［２５］。地区建立开发
区具有影响房价收入比的可能。为剥离这一政策对政府驻地迁移效果的影响，本文生成城市所在年

份是否建成开发区（ｅｃｏｎｏｍｉｃ）以及城市所在年份拥有开发区的数量（ｏｐｅｎ）两个变量，并构建其与驻地
迁移（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估计。对应回归结果如表８第１、２列，可以看出开发区政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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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负向影响。表现为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且变量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依
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另一方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发展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追赶（胡浩然，

２０１８）［２６］，并可能因此对区域工资产生影响。本文对此也加以考虑。具体生成城市所在年份是否建
成经济技术开发区（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及城市所在年份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量（ｎｕｍｂｅｒ）两个变量，并
构建其与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的交互项进行估计检验。对应结果如表８第３、４列，可以看出考虑经济技术开发
区政策影响后，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影响依旧显著成立。

表８　排除其他经济事件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

是否新设开发区 拥有开发区数量 是否新设经济技术开发区 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

（１） （２） （３） （４）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８８７

（０．３３１）
－０．９２９

（０．３８１）
－０．８９９

（０．３２６）
－０．９１９

（０．４０５）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８６
（０．２３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７）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３０４
（０．４５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０１８
（０．２２８）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６）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２３１
（０．１７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７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相应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五、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机制探讨

虽然政府驻地迁移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一过程何以实现。从被解

释变量ｈ＿ｐｅｒｃｅｎｔ数据结构来看，政府应通过房价或是收入层面的变动实现上述影响。为对此问题进
行验证，本文将分别从地区经济发展、房价变动以及人口改变等方面进行回归检验。

（一）政府驻地迁移与地区经济发展

已有文献分析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具有资源配置效应，并将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王海和尹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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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卢盛峰等，２０１９；王海等，２０１９）［８～９］［２７］。为对此进行检验，并消除使用 ＧＤＰ度量经济发展可能
产生的误差，本文以地区灯光亮度数据的对数构建经济发展（ｌｌｉｇｈｔ）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对应回归结
果如表９。可以看出，政府驻地迁移（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对地区经济发展（ｌｌｉｇｈ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为政
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价收入比的降低作用提供了机制解释，与表２中ｌｐｇｄｐ对ｈ＿ｐｅｒｃｅｎｔ的负向作用相
契合。然而表２结果控制ｌｐｇｄｐ后政府驻地迁移的负向影响依旧成立，这意味着仍存在其他层面的原
因使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得以实现。

表９　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ｌｉｇｈｔ

（１） （２）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４）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５ ５２５

Ｒ２ ０．８７６ ０．９０３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二）政府驻地迁移与房价变动

为进一步明晰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机制，本文依托模型（２）以地区房价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
计。具体参照房地产业属性将房价分为商品房、住宅以及别墅与高档公寓三类，分别以其销售价格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ｉｃ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以及ｐｒｉｃｅ＿ｖｉｌｌａ进行回归，对应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此时可以看出政府驻地迁
移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较为一致，但其显著性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变量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对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以及ｐｒｉｃ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政府驻地迁移后，地区商品房和住宅价格
有所降低。与之不同的是，政府驻地迁移对别墅、高档公寓价格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房地产业新

开工面积（ａｒｅａ＿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ｖｉｌｌａ）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显著提高了商品房
和住宅的新开工面积（ａｒｅａ＿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考虑到别墅、高档公寓与普通居民的购房需求
并不会存在较大关联，结合驻地迁移对商品房和住宅价格的影响分析，可以明确政府驻地迁移提高了地

区房屋供给量，降低了房屋销售价格，由此导致地区房价收入比不断降低。

表１０　政府驻地迁移对房地产业价格和新开工面积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ｐｒｉｃ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ｉｃ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ｃｅ＿ｖｉｌｌａ ａｒｅａ＿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ｅ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ｖｉｌｌ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８２）

０．２２７

（０．１２２）
０．２３４

（０．１１１）
０．４３７
（０．３８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３０ ６３０ ４７３ ６３０ ６３０ ５３２

Ｒ２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８ ０．８５４ ０．８１１ ０．７５３ ０．２２２

　　注：、分别表示相应统计量在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１９·

　王海，朱琳，梁冬慧：政府驻地迁移如何影响地区房价收入比？———来自大中城市的证据



（三）政府驻地迁移与地区人口变动

总体上看，政府驻地迁移显著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存在多重解释，如地区

收入的提升或是房价的降低等。但关于需求端的分析尚且不足。为分析需求层面的影响，本文以地

区人口变动与人口密度表征购房需求量进行实证分析，对应回归结果如表１１。基本来看，政府驻地迁
移对地区年末总人口（ｌｐ＿ａｌｌ）、年末非农业人口（ｌｐ＿ｆｎ）、人口自然增长率（ｐ＿ｒａｔｅ＿ｗｉｎ）以及人口密度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均不存在显著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驻地迁移并未显著改变地区总人口数和人
口密度，对房地产业的需求不会因此大幅度增长。房价收入比的变动更多还是源于地区经济发展以

及房价层面的变化。

表１１　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人口变动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ｐ＿ａｌｌ ｌｐ＿ｆｎ ｐ＿ｒａｔｅ＿ｗｉｎ 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ｇ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９９
（０．７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５ ３７９ ６６１ ６６５

Ｒ２ ０．６０５ ０．８０３ ０．２５０ ０．１３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经城市集聚调整后的标准误。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驻地迁移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管理中心的平稳转移，关

系到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民政部对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早有认

知，并强调要“从严控制政府驻地迁移”，对“可搬可不搬的，原则上不予报批”。但地方政府违背政策

“未批先迁”“边批边迁”的现象频发，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值得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

ＤＩＤ模型着重分析了政府驻地迁移与地区房价收入比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显著
降低了地区房价收入比，且这一影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房地产业供给力度变化存在一定关

联。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相应结论依旧成立。

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驻地迁移会降低地区房价收入比，也将因此减轻地区居民的购房压力。

２０１９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房价并“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本文的研究来看，采用政府驻地迁移的方式或许行之有效。北京市政府

迁往通州的实例也证明政府驻地迁移可以很好地起到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给核心地区降温的作

用。另一方面，本文还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房地产业发展是“危机”而非“契机”。其在提高地区

商品房和住宅新开工面积的同时，降低了商品房和住宅的价格，但上述影响在别墅、高档公寓层面并

不明显。本文研究表明政府驻地迁移可以起到降低地区房价的作用。虽然这种均价的降低可能更多

源于政府驻地新址价格的变动，但从平衡地区房价的角度来看，政府驻地迁移确实能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同时，上述结果也意味着从供给端着手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确实有效。

此外，政府驻地迁移还有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因此有助于降低地区房价收入比。总体

来说，本文明确政府驻地迁移确实对地区经济有所益处。但出于种种考虑，中央政府采取了“可搬可

不搬的，原则上不予报批”的决策思路。因此，本文认为在面临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申请时，中央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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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不“过度放纵”，但也不要“因噎废食”。适宜地采取政府驻地迁移的方式可能是促进地区

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与此同时，本文研究也表明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仅是政府驻地迁移这一典型政府行为就已显著缓解了地区购房压力。在中国这样一个转

型经济体中，房价等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地方政府。激励和引导好地方官员的行为可能是下一

步政策规划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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