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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expand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ile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quite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circul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degree of 

action is differ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in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circ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actors on the efficiency of circulation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commodity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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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流通产业的规模扩大，商品流通效率的成为国家竞争力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不同地区存在流通业发展存在

较大差异。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在不同地区作用程度不同。本文分析总结出影响流通效率的三个层面九个要素，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影响流通效率的作用效果。进一步提出了提高我国区域

商品流通效率的建议。 

关键词：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线性回归，实证研究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依赖制造业发展带来的国

家竞争力优势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业逐

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制化营商环

境》提出“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说明流通效

率的提高将成为流通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题。但是，研究

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流通业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而且流

通业整体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总水平[1]。主要原因

在于流通的质量和水平未与流通规模的增长实现同步。同

时国家协调各个地区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难度。 

影响流通效率的要素成为达成提高流通效率目标重

要的突破口。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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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不同地区影响流通产业效率的因素影响程度也不

尽相同。根据不同地区特征，对商贸流通效率采取不同的

改进措施促进流通业质的发展是国家和企业发展流通业

的一个重要方向。 

传统流通理论在研究我国商贸流通效率较少从地区

差异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在地区差异的研究中，学者在进

行流通效率分析时，着重关注单一影响指标的影响，未涉

及普遍的要素分析。另外，部分学者从产业的角度，根据

各省数据研究出流通行业中各个影响要素的作用方向和

作用程度，为流通效率的提高提出了普遍适用的建议。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不同地区各个影响因素

的影响程度，以期找到各个地区流通效率发展的“特定”

路径。 

2．文献综述 

由于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很多，学者在对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根据分析商

品流通的层面不同，可以把影响流通要素的因素分为以下

三个层面。 

2.1.宏观层面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研究 

从宏观层面分析，对流通效率有影响的要素主要是流

通产业所在的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对流通效率提高上发挥

了基础性的作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推动着各行

各业的发展，流通产业也不例外。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居

民对流通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促使流通产业升级发展。

城镇化率是普遍考虑的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2]。市场化

水平作为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

也是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3]。市场化水平从需求的

方面对商贸流通效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同时，由于流通产

业的发展特性，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其市场

需求趋于国际化，对流通产业信息技术的要求趋于多元化，

地区开放化程度也会影响流通效率。 

2.2．行业层面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研究 

从行业层面分析，对流通行业整体效率影响的主要因

素有政府参与程度、物流发展水平和行业市场结构。政府

参与主要起到对流通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制度作用

于其发展。学者依绍华（2014）[4]认为我国的流通产业

公共支撑体系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发展规划，政府参与提

高流通领域信息传递和处理的效率。流通业发展从实体商

品流通的角度来看，其效率往往取决于物流业的发展水平。

姜曾伟（2008）[5]提出物流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流通

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学者王之泰（2013）[6]论述了

物流成本是流通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流通产业中

物流的衡量主要在于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

一公里”的配送便是其发展的重要里程。从市场结构的角

度出发，流通效率主要依赖于市场的规模化和集中化。连

锁化经营的发展意味着行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规

模效应，改善原来散乱的市场结构。章迪平等（2009）[7]

认为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能够提高流通绩效。 

2.3．企业层面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研究 

从企业层面分析，各地区本身流通企业的数量及其从

业人数是地区流通效率提高的基础。同时，流通各节点企

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集

中讨论了流通渠道长度对流通效率的影响。谢莉娟（2013）

[8]提出流通商借助渠道优势整合供应链趋势日益强化并

分析除基于分销管理的渠道关系能够在拓展至段落供应

链的整合关系中获得效率增进。而在企业内部经营整合的

过程中，随着流通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愈发成熟，

影响商品在企业内滞留时间的主要是信息化因素，信息化

水平能带来企业流程的优化升级[9]。 

现有的研究在考虑商贸流通效率的因素时，考虑的范

围很广泛，涉及的层面也不同。主要从整体的流通效率进

行了综合考虑，对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并没有多做阐述。

而考虑了地区差异的研究中，涉及的因素选择也各有侧重，

没有综合考虑各个层面的因素在不同地区的特征性。本文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以上对流通效率不同层面影响

因素的分析和总结，采用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进一步

对不同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3.1.变量设置 

为构建分析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本文选取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流通效率的产出

指标[10]。解释变量包括三个层面共九个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各解

释变量的衡量如下表（表1）。（1）城镇化率（URBAN）

用城镇人口比来进行衡量。（2）市场化水平（MARKFG）

根据樊纲的市场化指数进行测度，其中2010-2014年的数

据根据计算得到。（3）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出口

贸易的金额与各省GDP的比值来计算。（4）政府参与程度

（GOV）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衡量。（5）物流

发展水平主要在于其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用INFRA表示，

根据学者达成的一般计算方法来进行测量，用各地区的公

路、铁路和水路里程之和与各地区面积的比值来计算。（6）

连锁化水平（CHAIN）反映零售企业连锁经营的程度，用

地区连锁企业从业人数与零售企业从业人数之比来表示。

（7）流通企业从业状况主要从劳动力从业情况来进行说

明，用LABOR表示，采取零售企业从业人数占全地区总人

数的比值进行描述。（8）流通渠道长度（LENGTH）根据

之前多数研究学者使用的一般方法进行衡量，即选用以限

额以上批发企业的销售额与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之间的比

例。（9）信息化程度（INTER）主要反映流通企业内部流

通的效率，但是由于各企业采用信息系统的程度不一，衡

量有很大的困难。借鉴王晓东等[11]的方法，采用各省人

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作为变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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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流通效率影响因素变量设置。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表达 变量编码 

宏观因素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比 URBAN 

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指数 MARKFG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与各省GDP的比 OPEN 

行业因素 

政府参与程度 各区财政支出占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GOV 

物流发展水平 各省的公路里程、水路里程与铁路里程之和与省区面积的比 INFRA 

连锁化水平 地区连锁企业从业人数与零售企业从业人数之比 CHAIN 

企业因素 

流通企业从业状况 零售企业从业人数占全地区总人数的比 LABOR 

流通渠道长度 以限额以上批发企业销售总额与零售企业总销售额之比 LENGTH 

信息化程度 各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INT 

 

3.2.模型建立 

为了研究在不同地区商贸流通效率与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本文采取一个以下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

析： 

������� = �� + �
����� + ��������� + ������� + ������ +

�������� + ���ℎ���� + ������	� + � �����ℎ� + �!����  （1） 

其中，� = 1,2,3,分别代表东部、中部、西部。�����代

表区域�的城镇化率；�������代表区域�的市场化水平；

����代表区域�的政府参与程度；������代表区域�的物流

发展水平；�ℎ����代表区域�的连锁化水平；����	�代表区

域�的零售企业从业状况；�����ℎ�代表区域�的流通渠道程

度；����代表区域�的信息化程度。 

3.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万德统

计数据库。选取了各省2001-2014年共14年的数据进行分

析。为方便得到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数据，本文选取

各区域所包含省区的变量数据的加权平均作为最终结果。

并将数据统一口径，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数

据主要描述见表2（西部）。 

表2 西部归一化处理后数据描述分析。 

 
CHAIN EFFECT GOV INFRA LABOR 

Mean 0.31 0.39 0.47 0.52 0.25 

Median 0.20 0.28 0.33 0.65 0.06 

Maximum 1.00 1.00 1.00 1.00 1.00 

Minimum 0.00 0.00 0.00 0.00 0.00 

Std. Dev. 0.26 0.34 0.38 0.39 0.35 

Skewness 1.45 0.60 0.25 -0.33 1.42 

Kurtosis 4.69 1.98 1.38 1.42 3.46 

 
INT LENGTH MARKFG OPEN URBAN 

Mean 0.31 0.41 0.49 0.47 0.45 

Median 0.19 0.39 0.46 0.43 0.40 

Maximum 1.00 1.00 1.00 1.00 1.00 

Minimum 0.00 0.00 0.00 0.00 0.00 

Std. Dev. 0.34 0.35 0.30 0.33 0.32 

Skewness 0.91 0.24 0.09 0.31 0.30 

Kurtosis 2.45 1.62 1.86 1.97 1.89 

4．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软件工具EVIEWS 8对东部、中部、西部的数

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表3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C 
0.130129 0.060947 0.047975 

(-0.479233) (1.156674) (1.827485) 

URBAN 
0.082074 0.423756 0.399003 

(2.720446)** (0.715591) (4.060668)** 

MARKFG 
-0.075953 -0.102373 -0.014664 

(-0.42343) (-2.00111) (-5.168189)*** 

OPEN 
0.126371 0.069012 0.076114 

(-0.999585) (2.22218)* (2.993295)** 

GOV 
0.451908 0.136748 0.164846 

(2.713439)** (3.074018)** (4.031194)** 

INFRA 
-0.011076 -0.060004 -0.032217 

(-0.554469) (-0.167662) (-3.822819)** 

CHAIN 
-0.129952 -0.036837 -0.062255 

(-1.215834) (-1.020992) (-2.532455)* 

LABOR 
0.010971 0.067143 0.108105 

(1.286574) (0.080894) (1.658364) 

LENGTH 
-0.04424 -0.050626 -0.069499 

(-0.741371) (-1.129888) (-1.524542) 

INT 
0.301428 0.41627 0.288767 

(1.576674) (1.655995) (4.560286)** 

注: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表

示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基于标准差计算得到的t统计

量。 

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99

以上，说明回归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对于东部而言，比

较显著的影响因素是城镇化率和政府参与程度，其他一些

要素在整体考虑的情形下并不明显与流通产业绩效相关，

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流通业的从业状

况等方面相对于中部和西部而言都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

段了，其对流通产业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而城镇化率和

政府参与程度在流通发展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这

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比较强，其他因素的不明显

也是受到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中部地区跟东部地区类似，在六个影响因素中有着显

著影响的因素也只有两个，但是这两个因素并不相同，分

别是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参与程度。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

而言，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对外开发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流通业的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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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明朗。与东部和中部不同的是，对西

部地区流通效率影响明显的因素有六个之多，主要原因是

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缓慢，各方协调才能促进整个流通行

业的发展，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流通业的发展明显

受限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才能

促进西部地区流通效率的提高。 

以上的分析是基于整体显著的回归方程的粗略分析，

但是由于各个因素的不显著，被解释变量存在不通过t检

验的情形，这些表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排除

多重共线性并进行逐步回归是了解影响地域流通效率最

主要因素的方法。 

经过进一步的变量剔除，排除了实验结果不显著的变

量，本文得到了以下三个区域的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

方程： 

东部：	������
 = 0.0204 + 0.1145����
 + 0.1870���
	

+0.6716���
                （2） 

对应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为8.3239，2.3378，2.2331，

概率为0.00,0.0415,0.0496，回归方程-�=0.9955，F统计

量概率为0.00。 

中部：������� = −0.0128 + 0.1843����� + 0.1025����	

+0.7317����               （3） 

对应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为15.156，2.807，2.778，

概率为0.00，0.0186，0.0195，回归方程R�=0.9979，F

统计量概率为0.00。 

西部：������� = −0.0132 + 0.4381����� + 0.1113����	

+0.4784����                （4） 

对应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为7.599，9.886，3.707，相

应的概率为0.00，0.00，0.004。回归方程的R�=0.9985，

F统计量概率值为0.00，在5%的检验水平下，系数估计值

的t检验都很明显。 

以上回归方程表明，在中国影响流通效率的主要因素

是城镇化率、政府参与程度和信息化程度。这三个变量分

别反映了宏观、行业、企业三个层面的影响。三个影响因

素对流通业发展都是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区差异相匹

配的回归结果主要反映在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同，即在不同

的地区，影响区域的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同。 

东部与中部相比而言，两者的回归模型反映了比较相

似的内容，信息化程度对区域商品流通效率的提高有着比

较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

越来越依靠更为高效化的企业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

干预对流通的影响拉动作用随着流通业向着更高水平发

展而减弱。但是，这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放松管制，任由流

通企业在市场环境下随意发展，政府参与程度依旧是对流

通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

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参与对效率

的影响更为敏感；而政府参与程度相对要求较低的中部地

区，城镇化的发展则成为促进流通效率更为重要的因素。 

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的回归方程反映了相对

不同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流通业发展水平低

于全国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流通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宏观

环境的支撑，即在目前的情况下，西部流通效率对工业和

市场发展的程度比较敏感，反映在回归方程中表现为系数

占比将近50%的城镇化率的影响。同时，西部交通运输情

况的不便利也是限制其流通效率的一大障碍，而城镇化率

与交通有着正向的关联关系。另外，由于西部在地理位置

上的偏远，其基础设施、市场条件、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

的缺陷都是短时间无法弥补，西部本身流通的发展对这些

因素也并不敏感；西部的流通发展越来越依靠西部企业自

身的经营，依靠信息化发展促进企业升级。由于西部地区

发展的落后性，政府参与便是带来西部流通效率的一个重

要因素，政府调控物流成本，有助于拉动流通业的发展。 

5．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影响各地区商贸流通效率

的因素基本一致，主要是城镇化率、政府参与程度和信息

化程度，这三个因素对商品流通效率都是正向的影响。但

是在不同的地区，各类因素效率的拉动作用程度不一，显

著性也有强弱之分。因此，各地区应针对各自的特点提出

各有侧重的对策来提升效率水平。 

城镇化率显著地影响效率水平，而且是正向提升效率

水平的。该结论与经济规律相吻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特别是在

西部地区，着力进行西部大开发，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

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者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尤

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使得经济基础能够匹配零售业

的进一步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程度对流通效率起着关

键性的作用，在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市场环境下，中部和东

部地区企业信息化程度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其流通效率竞

争的重要因素。提高信息化水平，在对外开放中引进更适

合管理的信息技术手段，抢占更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应

成为到多数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步骤。 

以上回归方程表明，政府参与程度在不同地区的影响

程度相近，即政府对于不同地区的发挥着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强化区域商贸流通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打破区位制

约因素对于现代商贸流通效率问题，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

加快其商贸流通业健康发展的规划，强化区域商贸流通体

制改革。我国政策决策层与主流理论界，应正确认识我国

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现状，对我国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规

划与政策法规加快制定、实施和完善。还应促进政府行政

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政府应加强区域现代商贸流通交通

体系建设和开放性市场体系构建，促进我国区域商贸流通

效率的提高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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