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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质量的区域差异
——以武汉市主城区幼儿园为例

姜奕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以3千米和5千米为搜索半径，对武汉市主城区各街道的幼儿园质量进行研究，发现以3千米为
搜索半径时，各街道的幼儿园质量普遍较低，当半径增加到5千米时，幼儿园质量显著上升。并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5千米搜
索半径各街道幼儿园质量高水平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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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如何获得良好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

话题。但由于学区制度的存在，只有少部分人才能享

受到重点中小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因此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没有学区限制的幼儿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

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一方面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择校等方式获得进入重

点小学的机会。

近几年，随着社会办学力量的加入，幼儿园的供给

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办学质量

参差不齐的问题。相比“量”，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质”。

没有了学区的限制，家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为自己

的孩子选择一所优质的幼儿园进行学前教育。因此，

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幼儿园设施的分布，保证“质”与

“量”的均衡对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公共服务领域，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公共服务的

界定、供给与需求等方面，而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

较少。现有的研究多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政

府需要将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给私人部门，通过

公私部门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外有

学者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全球的基于服务全部人口为动

机的公共服务测算标准和方法，分析和测度公共服务

的组成结构和具体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公共服务的质量。

国内学者在考察公共服务质量时，多以某个省份

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分析公共服务质量的

空间格局和区域差异。赵林［1］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评价体系，发现 2005-2014 年河南省各市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

高，随时间呈现集聚 - 分散 - 集聚的演变模式，空间格

局上呈自西北向东南衰减的半环带圈层结构。李彬［2］

运用熵值法对辽宁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综合

测度，利用差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对辽宁省各市基本公

共服务质量差异的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分

析。还有学者以山东省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利用熵值

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发现省内各

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并探究了导

致差异的原因。

除了研究某个省份内部的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差异

之外，现有研究还有其他尺度。研究者构建指标体系

比较中国 286 个地级市公共服务差异度与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农村的公共服务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他

们用不同的方法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分析。有

的学者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农村公共服

务质量水平，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

程度；有的学者使用改进的 Servqual 模型从六个维度

来评价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还有学者从区域的角度出

发，构建区际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比较了中

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公共服务的动态差距。

现有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多在较为宏观的层面

上，没有深入到城市内部进行讨论。另外，学者使用人

均指标来构建整体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很难真实

的反映该地区某类公共服务的质量。本文将以武汉市

主城区为研究区域，以幼儿园这一公共服务设施为研

究对象，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从街道尺度对幼儿园

服务质量的空间差异进行探究。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

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下

辖 13 个市辖区，总面积 8494.41 平方公里。2017 年武汉

市有幼儿园 1391 所，在园幼儿 30.2 万人，全市学前三

年教育入学率达 88.21%。本文的研究区域为武汉市 7

个主城区 89 个街道，包括江岸区 17 个街道、江汉区 13

个街道、硚口区 11 个街道、汉阳区 12 个街道、武昌区

13 个街道、洪山区 11 个街道和青山区 12 个街道。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街道作为研究武汉市主城区幼儿园质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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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的最小空间尺度。武汉市主城区街道矢量图通

过 Open Street Map 下载得到；通过 POI 数据获得幼儿

园的点矢量文件，共 910 个。根据现有研究，学者多通

过建立评价体系来衡量整体公共服务的质量，只有少

部分研究涉及到了图书馆、旅游、科技等某一类或某

一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尚未有学者对幼儿园质量进

行评价。武汉市教育局 2007 年 3 月起实行《武汉市幼

儿园等级评定标准（修订稿）》，开始对全市范围内的幼

儿园进行打分评级。该《标准》规定幼儿园评估满分为

100 分，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办园的条件和

质量进行评估。根据总分将幼儿园分为五个等级，评

估总分在 90 分以上为市示范幼儿园；总分在 80-89 分

为一级幼儿园；总分在 70-79 分为二级幼儿园；总分在

60-69 分为三级幼儿园；总分在 59 分以下为等外幼儿

园。另外湖北省教育厅于 2009 年 5 月出台《湖北省幼

儿园办园水平综合评估标准（试行）》，提出了省示范幼

儿园的打分标准。本文结合两个文件，用幼儿园评级

来衡量幼儿园办园质量，并以评级所对应的分数区间

的平均数来进行量化。根据 2013 年、2015 年、2016 年

和 2017 年武汉市全市幼儿园办园水平认定结果以及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湖北省示

范幼儿园名单对武汉市幼儿园质量进行赋值。综上，

省示范幼儿园对应分数为 100 与市示范幼儿园 95 与一

级幼儿园 85 与二级幼儿园 75 与三级幼儿园 65 与未评

级幼儿园 55。

考虑到幼儿园的服务对象为学前儿童，单纯用各

街道的人口数量来表示享受服务的人群数量是不合适

的，而各个街道在园儿童的数量难以统计。本文用2014

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各区的在园儿童数量除以各区

的面积，得到每平方公里上在园儿童的数量，再乘以每

个街道的面积得到各个街道在园儿童的数量。

2  研究方法

2.1  两步移动搜索法

本文利用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对武汉市主城

区各街道幼儿园质量进行分析。两步移动搜索法多被

学者用来研究城市绿地、医疗资源、应急避难场所以

及养老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经过初步分

析，发现有近 97% 的幼儿园到最近需求点的距离在 3

千米之内，因此本文以 3 千米作为幼儿园的服务搜索

半径。同时，本文以 5 千米作为另一搜索半径，此时所

有的探讨不同出行距离对每个街道所能享受到的服务

质量的影响。

这种方法最早由 Radke 和 Mu（2000）提出，它分别

以供给地和需求地为基础，移动搜索两次，因此被称

为两步移动搜索法［3］。第一步，对每个供给点 j，搜索

所有距离 j 距离阈值（d0）范围（即 j 的搜索区）内的需求

点（k），计算供需比 Rj:

式子中，dkj 为 k 和 j 之间的距离，Dk 为搜索区内消

费者（即 dkj ≤ d0）的需求，Sj 为 j 点的总供给。第二步，对

每个需求点 i，搜索所有在 i 距离阈值（d0）范围（即 i 的

搜索区）内的供给点（j），将所有的供需比 Rj 加在一起

即得到 i 点的可达性 Ai
F：

这里 dij 为 i 和 j 之间的距离，Rj 是 i 搜索区（dkj ≤ d0）

内的供给点 j 的供需比。Ai
F 越大，则可达性越好。

上面第一步确定了供给点繁忙程度，即每个供给

点服务区内的供需比。第二步计算了消费者的可达

性，考虑了所有能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多个供给点，

并将它们与消费者之间的供需比加总。本文用幼儿园

的评分来表示供给质量，因此 Rj 表示搜索区内在园儿

童人均所享受的服务质量得分，Ai
F 越大，则该街道幼

儿园服务质量越好。

本文以每个街道的质心作为需求点，利用 ArcGIS

软件中邻近（Near）工具测量每个幼儿园到最近需求点

的距离，发现有近 97% 的幼儿园到最近需求点的距离

在 3 千米之内，因此本文以 3 千米作为幼儿园的服务

搜索半径。同时，本文以 5 千米作为另一搜索半径，此

时所有的探讨不同出行距离对每个街道所能享受到的

服务质量的影响。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用来探究一个区域中某种经济

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其相邻区域中的相应经济现象

或属性值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程度可用两种统计量

从不同角度进行测度，分别是 Moran’s I 指数和 LISA 指

数。本文将利用这两个指数来分析武汉市主城区各街

道幼儿园质量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

Moran’s I 指数用来测度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其 中， ，Xi 为 第 i 个 地 区 的

观测值，n 为截面观测单位的个数，wij 为空间权重矩

阵，其中 i=1，2，…，n，j=1，2，…，n，n 为地区总数，一

般是根据邻接标准或距离计算得到的。

Anselin（1995）进一步提出了局部自相关指数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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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检验空间集聚的显著性，其计算公式为：

根据 LISA 指数可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 - 高、低 -

低、高 - 低和低 - 高集聚四种空间分布情况。

3  结果分析

（1）根据两步移动搜索法，以 3 千米为搜索半径

时，武汉市主城区幼儿园质量整体较低，大部分街道

的幼儿园质量为低和中。低质量的街道分布在主城区

边缘，共 33 所，这些街道缺少高质量的幼儿园分布；

中等质量的街道分布在主城区中心，共 48 所，尽管在

这些街道中分布有省级示范、市级示范幼儿园，但是

因为主城区中心人口密集，在园儿童数量多，因此使

得各街道的幼儿园质量评分并不高。较高及以上质量

的街道数量少且分布较为分散。汉阳二桥街道、首义

路街道、钢都花园管委会、琴断口街道、卓刀泉街道和

关山街道的幼儿园质量为较高；只有南湖街道和梨园

街道 2 个街道的幼儿园质量为高。以 5 千米为搜索半

径时，武汉市主城区幼儿园质量有了显著提高，高质

量和较高质量的街道成片分布，中低质量的街道分布

的数量有了显著减少。紫阳街道、白沙洲街道、粮道街

道等 45 个街道能得到较高质量幼儿园服务，主要分布

在主城区中心。搜索半径扩大后，主城区中心的各街

道能享受到更多高质量幼儿园的服务。因此，即便在

园儿童数量较多，各个街道的幼儿园质量仍实现了提

高。能享受到高质量幼儿园服务的街道有 6 个，分别为

首义路街道、南湖街道、中南路街道、珞南街道、卓刀

泉街道和关山街道。这几个街道分布在武汉市教育资

源的中心地带，幼儿园数量多，质量好，使得这些街道

的学龄前儿童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幼儿园服务（图 1）。

图1  武汉市主城区各街道幼儿园质量

（2）计算两个搜索半径下武汉市主城区街道幼儿园

质量的指数。3千米搜索半径的指数为0.066282，z-score

为2.459095；5千米搜索半径的指数为0.122401，z-score

为11.862233。从结果上看，两个搜索半径下的武汉市

各街道幼儿园质量均存在空间集聚，但空间集聚的程

度不同。3千米搜索半径下的集聚是低水平的集聚，

而在5千米搜索半径下，集聚程度和集聚质量都大大

提高，z-score上升到了11.86，此时的集聚为高水平的 

集聚。

（3）利用LISA指数对武汉市各街道幼儿园质量的

空间集聚模式进行分析。3千米搜索半径下，武汉市主

城区街道的幼儿园质量存在着高-高集聚和低-高集

聚，且分布较为零散。钢都花园管委会街道、梨园街道、

首义路街道、南湖街道、珞南路街道和关山街道为高-

高集聚，狮子山街道为低-高集聚，其余街道均不显

著。高-高集聚的街道均位于武汉传统“两江三镇”中

的武昌，该区域集中了武汉市较多的教育资源，教育设

施建设较好，因此幼儿园质量出现了高-高集聚，这在

搜索半径为5千米时体现的更加明显。5千米搜索半径

时，高-高集聚的街道成片出现，低-高集聚的街道则

围绕着高-高集聚的街道分布，低-低集聚街道分布在

主城区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搜索半径扩大时，高 - 高

集聚的街道数量显著增加，主要集中在武昌区、洪山

区这些教育资源集中的市辖区。而低 - 高集聚反映出

幼儿园质量的空间不平衡，尽管这些街道附近有质量

较高的幼儿园，但由于距离、出行时间等限制，无法获

得。低 - 低集聚的街道是主城区中幼儿园质量较为落

后的区域，这些街道内部以及周边都缺少高质量的幼

儿园服务供给（图 2）。

图2  武汉市主城区各街道幼儿园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4  结论

两步移动搜索法同时考虑幼儿园的供给地与需求

地，相比传统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反映幼儿园质量

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判断幼儿园服务质量落后地区。

本文分别以 3 千米和 5 千米作为搜索半径，对武汉市

主城区 89 个街道的幼儿园质量进行分析。

当以 3 千米为搜索半径时，武汉市主城区各街道

的幼儿园质量普遍较低，91% 的街道幼儿园质量为中

低水平，较高及高质量的街道数量少且分布零散。当

搜索距离增加到 5 千米时，主城区中心街道的幼儿园

质量显著上升，中及以上等级的街道成片分布，数量

占到总街道数量的 81%。说明武汉市主城区各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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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分析
韩燕雄，朱  旭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  要：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基于外商投资的农民工城镇就业边际效应受到影响。据有关调查表明：
FDI，特别是第三产业FDI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且农民工城镇就业基于FDI产生的促进效果，并
不受环境规制力度加大的影响。本文将对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加以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农民工；城镇就业

0  引言

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由工业化转变为城

市化，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促进城

镇化规模，促使农民工趋于市民化，将成为影响我国

经济稳定运行、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是推进城镇化以及市

民化建设进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环境质量

的不断下降，环境规制以及直接投资问题逐渐成为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热点之一。

1  环境规制、FDI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分析理论依据

据有关理论表明，FDI 可经由于东道国建立新企业

以及推进有关产业发展进程的方式，使相应国家的就

业增长率提升。经由促进 FDI 流入的方式，有效促进相

应区域的就业增长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道国

就业所受到的 FDI 影响并非是消极的。其中，一些学者

通过研究发现，外商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会对中国整体

就业情况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影响，且只在基于

滞后 1 期的背景下，才会使得相应年份中部区域的就

业产生创造效应［1］。

同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存在较为显著的阶段性

以及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起初阶段 FDI 的关注点为

劳动密集型，且基于 FDI 技术水平及各相关企业发展

质量的提高，FDI 的直接就业效应也随之降低。现如今

FDI 可对中国就业产生的促进影响正在不断降低，且

东部区域 FDI 对就业产生的促进效果明显性较低，反

之对西部区域就业产生的促进效果明显性较高。

2  评估变量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其中，转移主要是以就业为基础的，更为注重

的是劳动力就业形式以及部门的改变，而流动则更为

注重的是劳动力就业区域的变化。同时，FDI 的主要职

能为引导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并在

相应城镇中就业，对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

题的解决进程具有积极意义。1998 以后，特别是在加

入 WTO 以后，我国实际应用的 FDI 规模逐渐扩大，应

用金额不断增加。

环境规制主要指的是一项具备较高必要性的社会

规制内容，具体而言，即为政府经由出台措施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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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质量存在着空间不平等，武昌区、洪山区集中

了武汉市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这两个区下辖的

街道拥有较好的幼儿园质量，随着搜索范围的增加，

这种优势更加明显，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对武汉市各街道幼儿园质量进行空间自相关分

析。计算全局自相关指数发现无论是 3 千米搜索半径

还是 5 千米搜索半径，各街道的幼儿园质量均存在集

聚现象。不同的是，3 千米搜索半径下的集聚是低水平

的集聚，随着搜索半径的增加，集聚水平上升。进行局

部自相关分析，发现 3 千米搜索半径下，钢都花园管委

会街道、梨园街道、首义路街道、南湖街道、珞南路街

道和关山街道为高 - 高集聚，狮子山街道为低 - 高集

聚，其余街道均不显著。当搜索半径增加到 5 千米，

高 - 高集聚的街道集中分布在武昌区和洪山区。低 -

高集聚的街道分布在高 - 高集聚街道周围，低 - 低集

聚的街道分布在主城区的东北部和西南部，这些街道

缺少高质量的幼儿园服务，是幼儿园建设时需要重点

关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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