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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背景

中国地方政府完全垄断城市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并已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

• 投标人将标书投入
标箱；

• 在指定日期、地点
开标箱；如果投标
单位少于三家，招
标活动终止；

• 价高者得，或由评
标小组选出中标人。

招标

• 竞买方在指定时
间、地点现场叫
价，价高者得。

拍卖

• 挂牌公告阶段竞买
方按顺序报价，可
了解实时情况并更
新报价；

• 挂牌截止时，若有
两个或以上竞买方
要求继续报价，挂
牌转入现场竞价阶
段，类似于拍卖。

挂牌

• Cai等（2013）发现土地交易中拍卖方式比挂牌方式更透明，更不容
易滋生腐败，通过拍卖方式出售的土地价格更高

• 赵娅（2012）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挂牌方式调控经营用地市场，并
且获得比招标方式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

因为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
的唯一卖方，所以在众多影响土地出
让的因素中，政企关系至关重要。

现有文献：
• 较少关注政企关系在土地出让中的

作用
• 使用地区层面数据，难以区分土地

类型，也无法使用宗地价格更直接
地捕捉到政企关系的影响（张莉等，
2011b；张莉等，2013）

• 使用微观层面数据，但没有考虑企
业特征与所有制性质对土地出让价
格的交互影响（Wu等，2012）

匹配经济普查企业数据库、城市居住用地出让数据和相应时期城市官员数据，使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归属关
系变量估计不同类型企业买地价格的差异，考虑土地出让方式、并使用城市官员任期识别政企关系对居住用地出
让价格的影响。



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2008）

土地“招拍挂”数据库（2008—2011）

二、数据和实证方法

工业用地
10000余宗

居住用地
8000余宗

商业用地
6000余宗

获得宗地起始价、出让方式、成交
价、宗地特征、企业信息等数据

2.1  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来自统计年鉴

土地交易数据 地区经济指标

政企关系度量

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归属地对企业分类：
• 国有企业本身就有着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

系；
• 本地企业更容易与当地政府建立关系，且

随着主要官员任期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
本地企业建立起与现任主要官员的关系

其中，市委书记和市长数据搜集自择城网，
并使用各地政府网站和网络百科全书做检查
和确认，原始数据包括城市名称、官员姓名、
职务、上任和离任日期

使用企业名称匹配



二、数据和实证方法

2.1  数据

样本中

居住用地平均起始楼面价（＝土地总价／规划
建筑面积） 是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的63%；
成交楼面价的这一比值是81%

19%的居住用地通过拍卖方式出让；
居住用地距离市中心平均14千米；
住宅的规划容积率平均为2.5

样本中各类企业比重分别是：
按经营内容分类，房地产企业占84%；
按所有制性质分类，国有企业占19%；
按归属地分类，本地企业占86%；

按隶属关系分类，市属（包括本地和外地市属）
企业占12%

其他变量的统计量详见表1



二、数据和实证方法

2.2  回归方程

2.2.1 基准回归方程：选择起始楼面价和成交楼面价分别作为回归方程的因变量。预期政企关系对成交价格
的影响弱于对起始价格的影响，因为土地出让过程中的 “招拍挂”竞争机制可能弱化政企关系的作用。

𝑌𝑖𝑗𝑘 = 𝛼 + 𝛽1𝑆𝑂𝐸𝑖 + 𝛽2𝐿𝑜𝑐𝑎𝑙𝑖 + 𝛽3𝐴𝑢𝑐𝑡𝑖𝑜𝑛𝑗𝑘 + Γ′𝐿𝑎𝑛𝑑𝑗𝑘 +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1 + 𝑢𝑖𝑗𝑘 (1)

其中，𝑖代表企业，𝑗代表地块，𝑘代表城市
Y是地块的起始楼面价或成交楼面价的对数值
SOE=1 国企 Local=1 本地企业 Auction=1 拍卖方式出让
Controls1 包括城市、年份、季度控制变量和企业资产规模等

2.2.2 官员任期方程：选择起始楼面价和成交楼面价分别作为回归方程的因变量。预期政企关系对成交价格
的影响弱于对起始价格的影响，因为土地出让过程中的 “招拍挂”竞争机制可能弱化政企关系的作用。

𝑌𝑖𝑗𝑘 = 𝛼 + 𝛽1𝑆𝑂𝐸𝑖 + 𝛽2𝐿𝑜𝑐𝑎𝑙𝑖 + 𝛾1𝑇𝑒𝑟𝑚𝑘 + 𝛾2𝐿𝑜𝑐𝑎𝑙𝑖 × 𝑇𝑒𝑟𝑚𝑘 +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2 + 𝜈𝑖𝑗𝑘 (2)

其中，交叉项是重点关注的变量
Term表示市长（或市委书记）的任期
Controls1 包括出让方式、宗地特征和另一位主要官员的任期



三、估计结果

3.1  基本结果

表2第（1）列：
回归方程（1）对起始楼面价的估计结果

本文这里的因变量是基于起始楼面价，所以
与容积率负相关，如果因变量采用单位土地
价格，单位土地价格与容积率明显正相关

表2第（2）—（3）列：
回归方程（1）对成交楼面价的估计结果

由于我们控制了起始楼面价，而起始楼面价
已经反映了地块特征价值等信息，导致地块
特征估计系数在10%统计水平上大多不显著

所以下文对成交楼面价的估计都不控制起始楼面价



三、估计结果

3.2  归属关系和城市规模分析

表3是对企业三个类型变量交互影响的估计结果
第（1）列中：
• 本地企业、本地国企都很显著
• 本地不同层级政府所属国企也有显著差异

因为城市居住用地的估价、定价和出让都由市
政府管理，所以表3第（1）列中隶属关系与本

地企业变量交叉项估计系数的差别证实政企关
系强弱造成起始楼面价的差异

同时，外来国企购得的居住用地起始楼面价反
而可能更高

第（2）列汇报了对成交楼面价的估计结果，结
论与第1列一致



三、估计结果

3.2  归属关系和城市规模分析

表4第（1）—（2）居住用地的情况在小城市
更明显列汇报了使用35个大中城市样本的回
归结果，第（3）—（4）列汇报了使用其他
小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 本地企业低价购买土地

• 本地国有企业的买地优势在两类城市中都
显著但各有特点，在35个大中城市中本地

市属国有企业买地价格最低，而在其他小
城市中本地中央或省属国有企业买地价格
最低



三、估计结果

3.3  官员任期的影响

表5首先估计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买地
价格差异随着市长任期而扩大的幅度。

• 为了排除其他解释，还用企业年龄
大于5的样本重复以上估计

•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
受到官员任期的影响可能有别，所
以继而把本地企业分为本地国有企
业和本地非国有企业，重新估计

有些人可能先建立联系，然后再前往建
立企业，这些企业在数据中也体现为本
地企业，但影响机制却与本文不符。为
区分这两种机制，（3）—（4）列只使
用年龄大于5年的企业样本，因为市长
的平均任期不超过4年



三、估计结果

3.3  官员任期的影响

表5-1

市长每多在任一个月，本地企业买地的
起始楼面价平均比外地企业降低0.4%

表5-2

不管是本地国有企业还是本地非国有企
业，它们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买地价格都
随着市长任期的增加而下降

表5-3

本地企业买地优势随着市长任期增强的
现象在小城市更为明显

注意：成交价系数总是比起始价系数小，
说明市场化会抵销部分政企关系的影响

综合表3—表5

市长任期带来的政企关系变化只能解释
部分本地国有企业与外地企业买地价格
的平均差别，这也说明国有企业因其所
有制性质享有额外的买地优势



三、估计结果

3.3  官员任期的影响

表6 市委书记任期
企业购买土地价格没有显著变化

与市长任期相比，市委书记任期对土地出让的
影响不管从幅度还是从统计显著程度都更小。

其中表6-3区分了本地升任和外地调任市委书记，

但并没有显著不同

一个解释：
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分工不同：
• 市委书记主管党建、人事等工作
• 市长主持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行政工作

因为有些市委书记由本地市长升任，所以当企
业已经建立起与市长的关系从而低价买地时，
不太可能因为市长升任市委书记而以比以前更
低的价格买地，这可能造成总样本的估计结果
不显著



四、结论

本地其他所有制企业

外地其他所有制企业

中央/省属国有企业

本地所属国有企业

购
地
价
格

而且本地企业买地优势随着市长在任
时间增加而增强。

官员可以通过干预土地估价和影响土地出让过程低价卖地给关联
企业。政企关系本身不一定违背法律，却可能滋生腐败，土地市
场一直是腐败高发领域。政企关系压低居住用地出让价格不但影
响土地的交易环节，还可能通过改变企业的成本约束降低土地开
发使用效率，给城市形态和城市化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加重城市
蔓延等问题。

“招拍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企关系的作用，从这个角
度说中央政府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
的土地出让方式，以抵消地方政府对城市经营用地市场的干预。
同时，除了建立垂直管理的地价评估系统，还要提高地方土地出
让流程的透明度，纵向监督和横向监督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