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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周期形势下中部崛起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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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建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央实行西部大开发和
振兴东北老工业等政策后，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被提上日程。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到来的时刻．中部地区必须
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力度，努力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
关键词：中部地区；新经济周期；崛起

１

中部地区现阶段基本情况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整体看，不利于扩大东
部的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快速推进，将在一定

中部地区按照现在的区域划分是指安徽、山西、

程度上制约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新一轮

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六省。截至２００６年底中部六

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到来的前提下，中部地区必须抢

省人口总计３．９４亿人，面积１０３万平方公里，以全

抓发展机遇，努力实现跨越势发展。

国１０．７％的土地，承载了全国２８．１％的人口。中部
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能源基地和劳动力
输出地。
２００６年，中部六省ＧＤＰ总额为４２９６１．６亿元，

２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为中部崛起提供了良
好的机遇
２．１宏观经济形势良好

约占全国的１８．７％。经济增长速度达１１．８％一

１．从国际形势来看，２００２年以来，世界经济开

１４．１％，普遍高于全国１０．７％的增长水平。从经济

始复苏，连续保持了四年的５％以上的高增长率。

结构看，中部地区三产比重为１５．５：４８．８：３５．７，

世界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同期全国三产比重为１１．８：４８．７：３９．５。可见，中

移，引进外资和促进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创

部地区的一产比例过高，除山西外，其它五省的一产

造了有利条件。以安徽省为例，２００２年外贸进出口

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湖南一产比例为

总额为４１．８亿美元，经过四年的发展，２００６年达到

１７．８，超过全围６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严重

１２２．５亿美元，增长近两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

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河南落后全国１０个百

献率不断提升。

分点以上…。

２．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能够有效地支

从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六省中人均ＧＤＰ最高

撑中部经济高速增长。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

的河南为１４ １４７．５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 ７８４元，

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高于

位列全国第１５位。而最低的安徽省仪排在全国第

１０％，连续七年高于８％。并且，这次经济的高速增

２８位。人均财政收入方面，除山西排在全国前十位

长伴随着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低的通货膨胀。全国

外，其他五省均在２０位以外。人均财政支出更是占

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部地区的崛起打造了良好的平

据了全国后十位中的５位。可见，中部地区总体实

台。

力和人均水平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经济实力有待
于提高。
中部地区的塌陷从区域看制约了本地经济的发

３．中部崛起得到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迎来新的
政策机遇期。２００４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１２月
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

收稿１３期：２００７—０４—１７

起”。这表明，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区域经济防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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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即把中部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

设创造了条件。中部地区作为中国的粮食主产区，

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

农业所占比重高，农村人口比重大。“三农”问题一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国务院办公

直足制约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中

厅印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

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意味着中国“三农”问

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

题取得重大突破。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将“三农”问

国务院确定，中部六省中２６个城市比照实施振兴东

题摆在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可以看出，中央促

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农民补贴、促进粮食生

进中部崛起的力度正不断加大，政策正不断细化，中

产等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中部地区解决“三农”问

部崛起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期。

题，进行新农村建设，摆脱落后局面提供了良好的机

中部地区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正逐步解决

２．２

遇。
３

中部地区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工
业规模小、服务业发展滞后。而造成这一尴尬局面

中部必须走在新经济发展阶段的前沿，实

现跨越式发展

的原因除了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外，经济发展中的极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存

化效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东部沿海地区

在着经济总体规模较小、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

经济发展的加速，中部原有的资金、人才、物质资源

高、对外开放力度不大等劣势。所以，在新的经济增

均向东部地区集中，而发展起来的东部发达地区对

长期，中部地区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加大经济调

要素的吸引力度也足不断加大，这就使得中部地区

整力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但是，中部地区的这些发

３．１根据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展瓶颈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倾斜正在发生
改变。

中部地区虽然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上存在很
多相似之处，但足，中部地区的崛起绝不等于按照同

１．国家政策已经开始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扶持力

样的模式发展。中部地区６省均具有各自的比较优

度。继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中央

势，拥有不同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新时期下的特点。

已将工作的中心向中部地区倾斜。４月国家发改委

例如湖北的工业基础较强，拥有武汉这样一个中部

设立的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将具体负

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就应该以发展已经具有比较优

责研究提出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促

势的重化工业为基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进中部地区崛起有关工作的协调和落实。这也标志

的发展，形成工业和服务业共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了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而山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资源大省，应该依靠自身

２．资金性难题不断得到解决。资金不足一直足

比较优势做文章，打好资源牌，在做强做大能源产业

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近年来，

的同时发展精加工，延伸产业链，并促进相关服务业

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形势的不断趋好和金融体系的逐

的发展‘３１。

步完善以及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上升，中

３．２东引西连、积极面向经济发达地区。加大开放

国金融信贷投放力度明显增强，为中部地区的发展

力度。同时积极参与到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中去Ｈ１

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外，中部地区在经济

．

中部地区的发展，资金仍然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改

资金的吸引能力和利用效率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不

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部地区吸引

小差距。２００６年，中部六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

外资和省外投资的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例如安徽

１２４．２７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仅为１７．９％，还不及经

省２００６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２５亿美元，增长

济总量所占份额。而去年同期，仅广东一省，实际利

６０．９％；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１３．９亿美元，较

用外资数就达１４５．１１亿美元，超过中部六省总和。

２００２年增长１０２．４％，其中实际利用外资较２００２年

中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大借力力度，利

增加了１０亿美元口１。

用好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两对市场＂Ｊ。而随着东部

３．新农村建设的大力开展为中部地区的农村建

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日益增加，市场逐渐饱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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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也开始向中部地区转移，可以发挥中部地区劳

不高、经营分散、企业规模较小、重复建设问题严重、

动力和物流等优势。中部地区在新的增长周期内，

重工业比重过高、资源浪费、企业利润率低等Ｌ＿７｜。

必须大力改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资金为自身崛起提

面对资源Ｅｔ趋紧缺的现状和必须加快发展的现实需

供条件。在产业转移方面，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正处

求，中部地区必须重新思考工业发展道路，走出一条

于结构升级阶段，需要向外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

低消耗、高效率、规模经济充分发挥的新道路。而园

产业，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上发达国

区经济正是这么一种符合工业发展趋势，节约资源，

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不断加速、转移的地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工业发展道剧８１。园区

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中部地区正好处于工业

经济能够将具有相同性质的产业聚积在一起，优化

化中期阶段，具有良好的承接工业化扩散的能力，

地区产业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节约资源，提

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接受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

高投入产出比；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实现良

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成为未来中国

性循环。

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重点地区。

３．５

３．３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作用

发展第三产业，加大新型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

中部六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是中部地区

第三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独特优势和作

的优势产业。但是，中部地区贫穷却主要的表现为

用，是解决结构升级中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主要途径。

农业的薄弱、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农业的发

中部地区处于承东启西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应该优

展，不但可以解决好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根本性因

先发展以现代物流业为代表的新型第三产业。大力

素，同时有利于发挥中部的比较优势，大力提高中部

发展现代物流业，要抓好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结点

六省经济实力。在农业的经营战略发面，中部地区

建设，整合重组物流资源，培育大型商贸企业和物流

首先要利用新形势下所创造出的劳动力大量转移、

集团，建设全国性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发挥中部大城

资源得到优化的现状，重新整合资源，实现农业产业

市的区位优势。另外，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拥有

化生产，以产业化带动农业，壮大农业。其次，大力

很多精品旅游资源，应该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

培育龙头企业。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证明，龙

势，积极发展现代旅游业，加大对旅游的推介力度。

头企业对整体农业的发展有强有力的带动作用。龙

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地方经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头企业的引入，解决了地方自身发展资金上存在的

用，所以，应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鼓励金融部门创

困难，有利于把握市场行情，带动当地农民实现规模

耘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

经营，统一购销，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有利于提升

支持力度一Ｊ。

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产品产业链，促进农民就业和
增加当地税收，是解决中部地区农村发展滞后问题
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１］

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异，一个重要的表现

［２］

是工业方面的差距。中部地区能否在新经济增长周

［３］

发展。但是，现阶段的工业决不能依靠传统的粗放

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

高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中部地区崛起的必由之路．
江汉论坛，２００４，（１２）．

［７］

住现阶段工业发展的趋势，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资源配置效率

陈耀．促进中部崛起要思考的几个重要关系．中国发
展观察，２００６．

［６］

技术进步为动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Ｊ。中部地区
不能再重复发达地区走过的工业阶段，应该牢牢抓

刘健，蔡玉胜．中部崛起及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

［４］邹颜林．安徽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与对策研

型工业，新经济周期所选择的应该是一个逐渐告别
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以科技为先导，以

安徽省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究，２００５，（１）．

期内实现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抓住工业这
个龙头，以工促农，以工带服，实现整体经济的全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３．４发展园区经济，提高工业化水平

刘镇．中部区域发展的路径与策略探讨．改革与战略，
２００４，（９）．

［８］

朱厚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７５

任权等：新经济增长周期形势下中部崛起特点分析
出版社，２００４，（８）．
［９］刘明君．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８）．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Ｒｉｓ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ｙｃｌｅ

Ｒｅｎ

Ｑ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ｈｕ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ａｇ舀１１９

Ｚｈａｏ Ｗ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ｙ，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ｍｕｇＩｌ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ｙｃｌｅ ｃｏｍ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ｍｕｓｔ ｇｒａｂ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ｅ

ｎｏ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ｙｃｌｅ

（上接第５８页）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５

Ｃｈｅ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０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ｓ舰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ａｉａｎ ２７１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Ｗａｄ：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ＨＲＭ（ｈｕ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ｔ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ｋ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 Ｂｉｎｇｚｈｅ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ｎ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ｈｅａｖ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ｅａｖ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ｈｅａｖｙ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ｍａｄ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ｖｉｇｏｒ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ｓｐｉｒｉ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