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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事业是确保人民健康的重要保障，通常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相应地，医疗卫生事业

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对于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Newhouse[1]提出了“健康保

健费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他们的收入”这一著名假

设。Hansen等 [2]运用协整方法对 OECD国家进行了研

究。Mehrara等 [3]运用面板光滑转换回归模型对 1993—
2007年间 16个OECD国家进行了研究。Yorulmaz[4]运用

半参数固定效应回归估计方法研究了 16个中东和北非

国家的 1995—2012年样本。Mahmut等 [5]运用面板光滑

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 1995—2011年间欧盟中转型经济

体医疗保健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Baltagi等[6]运用20个
OECD国家在1971—2004年间的平板数据研究了健康保

健费与收入之间的平稳性和协整性。

国内学者对医疗卫生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陈洪海等[7]在需求函数的框架下，

采用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卫生总费用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徐颖科等[8]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

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个

人卫生支出和GDP之间的关系。郭平等[9]在内生增长模

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政府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田国栋等 [10]对 1990—2003 年 GDP、卫生总费

用、城镇职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进行了比较。范

柏乃 [11]基于 1997—2012年省级地区数据构建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了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

间、空间差异及原因。杨晓胜等[12]基于联立方程研究了

卫生费用支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勇政

等 [13]对我国 1981—1999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我国公

共卫生支出作为非直接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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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耿嘉川等[14]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

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查会琼等[15]基于我

国1998—200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Hansen开发的

门槛面板回归方法进行了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

究。骆永民[16]通过构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基于该

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了公共卫生支出、健康人力资

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王海成等 [17]基于 1978—2011年

数据，使用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钟晓敏等[18]通过建

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公私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范红忠等[19]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和广义矩估计法对 2002—2014年我国 31省面板数据进

行了实证研究。刘巧艳等[20]选取居民经济收入、卫生总

费用以及人均卫生费用指标对31省市进行了聚类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各

种方法对不同样本进行分析，更侧重的是医疗卫生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有正向或负向作用以及如何相互

影响等总体关系，而没有对医疗卫生与经济之间是否

协调、如何测量两者之间的协调情况进行研究。本研

究即借鉴有关领域测算协调度的方法，选取我国省级

区域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

调发展度进行测度，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其时空演变。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与资料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层次构成（图1）。第一层次是

目标层，指出目标是评价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

度；第二层次是系统层，分别是医疗卫生综合发展系

统、经济综合发展系统；第

三层次是领域层，其中，将

医疗卫生设施、医疗卫生人

才、医疗卫生费用、医疗卫

生服务作为评价医疗卫生综

合发展系统的 4个领域，将

经济实力、经济质量、经济

结构作为评价经济综合发展

系统的 3个领域；第四层次

是指标及其权重层，对每个

领域用若干指标进行评价，

由于各系统内的领域之间重

要性相同，各领域内的指标

之间重要性相同，由此计算

出每个指标在相应系统评价

中的权重。此外，需要指出

的是，在经济结构领域之所

以不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主要是因为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存在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不

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最优值，简单地提出一个适度指标

来评价其优劣，略显武断；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既能通过经济结构来反映发展阶段，同时也不存

在选取适度指标的问题，因此选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而非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于我国

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研究采用全国

31 个省级区域（包括27个省和4 个直辖市）的医疗卫

生和经济发展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我国统

计年鉴”、“我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我国50年统计资

料汇编。

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医疗卫生综合发展系统和经济综合发展系统间及

其各系统内指标均存在着量纲的不同，为了消除指标

量纲不同而带来的不便，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十

分必要的。由于本研究所用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不

涉及逆向指标，标准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Uij= 式1
式1中，xij为第 j省级区域的第 i项指标的值，max(xj)

和min(xj)分别为指标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Uij为经过标准

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1.3 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已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21-23]、

环境与经济[23-26]、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 [27]、城镇化与农

村发展[28]、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29]、人口与资源环

境[30]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获得了较为成功的应用。本研究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建立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fj（X）= 式2

图1 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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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 式3
式2和式3中，ai、bi为权重； 、 分别是医疗卫生

综合发展系统、经济综合发展系统的标准化评价指

标。由协调概念可知，fj（X）、gj（Y）的离差越小越好
[25]，由此得出医疗卫生综合发展系统与经济综合发展系

统的协调度计算公式：

Cj= 式4
式 4中，k为待定系数，本研究 k取 0.5。C为协调

度，取值范围介于 0～1之间。Cj的值越大，医疗卫生

综合发展系统与经济综合发展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越

大；Cj的值为1时，表示处于最佳协调状态。

然而，协调度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系统间的

真实情况。为了更全面准确的评价医疗卫生综合发展

系统和经济综合发展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引入

协调发展度模型：

Dj= 式5
式 5中，Tj=afj （X） +βj （Y），Dj为协调发展度，Tj

为医疗卫生综合发展系统和经济综合发展系统的综合

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统，因医疗卫生综合发展系

统和经济综合发展系统同等重要，故设定两者均为

0.5。以此为基础，根据Dj的大小将医疗卫生与经济协

调发展情况划分为10类。

1.4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技术

和方法的总称，用来描述数据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

结构及空间相互作用机制[31]。本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局域Moran’s I指数和热点分析来研究我国省级

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动态，具体方法

见参考文献[32]。

2 结果

利用式 1～式 5，逐项计算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

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图2进行分类，得出我国31
个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运用Arc⁃
GIS软件制图获得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

展空间格局图（图3）。
2.1 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变

从时间演变来看：首先，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

与经济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2006—2014年间，

31 个省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从 0.500 增至

0.533；具体来看，有26个省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出现

了上升，其中在 2006—2010年间和 2010—2014年间协

调发展度上升的省级区域个数分别为30个和22个，均

占据了当年省级区域的大多数。其次，从地区来看，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均有明显提高，这三

大地区中各省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分别从 2006年的

0.619、 0.499、 0.397 提升至 2014 年的 0.646、 0.543、
0.441；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则在波动中有所

降低，该地区各省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先由

2006年的 0.521增至 0.533，之后降至 2014年

的 0.509。再次，从省级区域来看，广东一直

是协调发展度最高的省级区域，2006 年和

2010年均属于良好协调类型，协调发展度则由

0.802增至 0.804，2014年则降为 0.794，转变图2 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及其划分标准

图3 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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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级协调类型。北京、内蒙古、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及新疆的协调发展度在 2006—2010 年间和

2010—2014 年间均处于上升阶段。天津、河北、山

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上海在 2006—2010年间处

于上升阶段，之后则转为 2010—2014 年间的下降阶

段。西藏一直是协调发展度最低的省级区域，由 2006
年的 0.220 降至 2010 年的 0.217，再降至 2014 年的

0.142，所属类型则由2006年和2010年的中度失衡转变

为2014年的严重失衡。

2014年，失衡类、过渡类与协调类的省级区域数

量分别为 5、18、8，医疗卫生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属于

“中间重、两头轻”的状态，这说明我国省级区域医疗

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若过渡

类省级区域能够继续推动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

则有希望上升为协调类，这也将促进我国整体的医疗

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升一个档次；反之，如果过渡

类省级区域不能在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中有所突

破，则有可能沦为失衡类，这也将拉低我国整体的医

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其次，协调发展呈现

“东高西低”的阶梯特征。中级协调类的 5个省级区域

（广东、江苏、北京、山东和浙江）均分布在我国的东

部。严重失衡类的省级区域（西藏）以及4个轻度失衡

类省级区域中除了海南以外的 3个（甘肃、宁夏和青

海）均属于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出现“东高西低”

的阶梯特征，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医疗卫生发展水平

和经济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因而能够实现较高层次

的协调发展。而西部地区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和经济发

展水平均相对较低，在发展过程中通常更多地面临医

疗卫生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权衡取舍的抉择。在这种

情况下，通常将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医疗

卫生发展则相对滞后。如 2014年西藏医疗卫生系统评

价结果为0.002，经济系统评价结果为0.232，医疗卫生

系统远远滞后于本不发达的经济系统；甘肃、宁夏及

青海等也与此类似。

2.2 全局空间自相关演变

运用ArcGIS 10.1计算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

济协调发展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表 1）。2006、
2010、2014年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非常显

著，这说明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

在空间上集聚，即协调发展度高的省级区域倾向于与

协调发展度高的省级区域相邻，而协调发展度低的省

级区域倾向于与协调发展度低的省级区域相邻。对全

局Moran’s I指数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该指数从 2006
年的 0.295增至 2010年的 0.315，之后则降至 2014年的

0.270，这表明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

度在空间上集聚的程度呈现出在波动中减弱的趋势。

2.3 局域空间自相关演变

全局自相关分析仅仅是集聚与否的总体反映，不

能解释具体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这就需要运用局域

Moran’s I指数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运用ArcGIS
10.1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我国省级区域医疗

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LISA集聚地图（图4）。由图

4可知，我国大部分省级区域的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

展度没有显著的局域空间自相关，仅存在少数几个

“高—高”“高—低”“低—低”区。“高—高”区，即

该地区的协调发展度较高且该地区周边的协调发展度

也较高，在2006、2010和2014年均为上海、江苏、山

东、浙江。“高—低”区，即该地区的协调发展度较高

而该地区周边的协调发展度较低，这类区域仅在 2006
年出现 1个（广东），而在 2010、2014年则没有出现。

“低—低”，即该地区的协调发展度较低且该地区周边

的协调发展度也较低，在2006、2010和2014年均为青

海、西藏。由此可见，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

协调发展度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均比较明显，形成

了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组成的协调发展集聚区，

和由青海、西藏组成的失衡发展集聚区。

2.4 冷热点区域格局演变

由于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无法考察冷热点的分布

情况，需要运用ArcGIS 10.1进行热点分析，得到我国

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冷热点区域格

局图（图5）。由图5可知，热点和次热点区域主要集中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

西部地区。具体来看，热点区域呈现出范围减小的趋

势，由 2006年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浙

江及河北缩减至 2014年的上海、江苏、山东与浙江。

次热点区域的范围，在 2006年为辽宁、河南、湖北、

安徽、广东、福建，2010年间减少 1个（安徽）；2014
年则变化较大，除河南、湖北、安徽、广东以外，还

增加了河北、北京、天津。过渡区域的范围，在 2006
年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湖南与江西，

2010年减少1个（吉林）；2014年则变化较大，除内蒙

古、山西、湖南和江西以外，还增加了辽宁、福建。

次冷点区域的范围有所扩大，2006年有重庆、四川、

陕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新疆，2010年增加了吉

林，2014年又增加了黑龙江。冷点区域的范围没有发

生变化，在2006、2010和2014年均为甘肃、宁夏、青

表1 2006、2012及2014年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

协调发展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

年份

2006
2010
2014

全局Moran’I
0.295
0.315
0.270

z
3.413
3.635
3.215

P
0.001
0.000
0.001

显著性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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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西藏。

3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对 2006、2010和 2014年我国省级区域医疗

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运用ESDA方

法分析了其时空动态，分析结果为进一步医疗卫生与

经济增长协调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研究发现：（1）
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进

展。2006—2014年间，31个省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的

平均值从0.500增至0.533，其中协调发展度上升的省级

区域占据了当年的大多数。从地区来看，东部、中部

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均有明显提高，东北地区的协调

发展则在波动中有所降低。从省级区域来看，广东一

直是协调发展度最高的省级区域，西藏一直是协调发

展度最低的省级区域。（2）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

经济的协调发展属于“中间重（过渡类较多）、两头轻

（协调类、失衡类较少）”的状态，呈现“东高西低”

的阶梯特征。（3）在空间上集聚，但集聚程度呈现出

在波动中减弱的趋势。（4）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均比

较明显，形成了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组成的协调

发展集聚区，和由青海、西藏组成的失衡发展集聚

区。（5）热点和次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

区，而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由于没有比较成熟的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

测方法，本研究借鉴物理学概念及有关研究成果初步

构建了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尝试将

图4 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LISA集聚 图5 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

冷热点区域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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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于我国省级区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测

算，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医疗卫生和

经济综合系统的内涵均十分丰富，但由于数据的限

制，本研究评价指标体系还很难全面反映其内涵，更

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

由于数据时间段的局限性，很难全面分析我国省级区

域医疗卫生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需要进一步

添加时间段数据以完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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