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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域经济差异分析研究
彭按理，程石
（广西大学商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４）

摘要：文章通过对广西地区、地带经济差异分析，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定量分析，得出广西的地区、地
带经济发展比较均衡，而城乡差异又过大，这种发展不利于广西经济的持续增长。完善和创新广西区域经济发展，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广西经济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地区差异；地带差异；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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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ｉ＝１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各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得到不断的

Ｖｔ＝Ｓｔ／Ｙｔ…………………………（２）

提高，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城乡之间的发展水

式中Ｙｔｉ代表第ｉ个区域的人均ＧＤＰ，Ｎ为１４，

平是否和全国其它省份相似，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Ｙｔ为Ｎ个区域的人均ＧＤＰ的均值。表ｌ是根据公

来协调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值得研究。因此正确

式（１）、（２）计算的广西区各地市之间各年的绝对差

认识当前广西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各地带之间的以

异和相对差异。
表１：广西区区域经济差异及ＧＤＰ增长率

及城乡之间发展差异对指导广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有重要意义。

年份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广西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的各地区、各地带之间发展差异变
化趋势，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分析，从绝对差异

鬟领

的

和相对差异两个角度来看，采取的方法有求标准差，
离差系数，差值，比率和Ｎｉｃｈ值等。文章的第三部
分为结论和建议，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

离差Ｏ．３９
系数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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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２．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地市经济差异

唧帐靴

总体水平的动态变化时间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整理而得。

为了定量测度广西区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水平，
将广西区１４个地级市作为研究的区域单元，以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指标，
用标准差（ｓｔ）和离差系数（Ｖｔ）分别代表绝对差异
和相对差异。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各
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在扩大（除了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由于非典影响有小幅度下降以外），但增幅
比较平缓；相对差异在２００１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

降，这说明２００１年之后广西区各地市经济差异逐步
收敛。
２．２广西区地市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１２一１４

２．２．１各地市与全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和比率的变

作者简介：彭按理（１９８２一），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

化

事工业化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ｆｌ：ｐａｌｐｅ＠１６３．ｃｏｎａ

通过对比各地市人均ＧＤＰ与全省人均ＧＤ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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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和比率，得到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最低的贵港比率上升到Ｏ．５７，相差１．１４。这说明

（见表２），可以看出全区１４个地市中只有南宁、北

全区地市差异在缩小。从表２中也可以看出柳州、

海、防城港、柳州、桂林的人均ＧＤＰ高于全区平均

防城港、贵港、百色、河池、来宾、崇左７地市的比率

水平，其它各地市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１９９６年最

在增大，其余７地市的比率在缩小。增大的７市中

高的柳州比率为１．７０，最低的贵港比率为０．４７，

包括５个欠发达地区，这也说明广西各地市差异在

相差１．２３。到２００５年，最高的柳州比率是１．７１，

不断缩小。

表２：

各地市人均与全区平均水平的差值和比率及相对发展率（Ｎｉｃｈ）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整理而得。

２．２．２广西区各地市相对发展速度的差异

快。

为了测度各地市在某一时期内人均ＧＤＰ变化

２．３

与同一时期内全区人均ＧＤＰ的变化的关系，引入
相对发展率（Ｎｉｃｈ）的概念。Ｎｉｃｈ值由下式计算：

广西区各区域之间差异特征
为了定量测度两个区域间的差异，采用Ｗｔ的

值来表示。

Ｎｉｃｈ＝（Ｙ２ｉ—Ｙｌｉ）／（Ｙ２一Ｙ１）……（３）

Ｗｔ＝ＩＹｔａ—ＹｔｂＩ／［（Ｙｔａ＋Ｙｔｂ）／２］·：·（４）

式中Ｙ２ｉ、Ｙｌｉ分别代表第ｉ个区域在时间１

式中Ｙｔａ、Ｙｔｂ分别表示ａ地区和ｂ地区的人均

和时间２的人均ＧＤＰ，Ｙ２、Ｙ１分别代表全区在时间

ＧＤＰ。按照广西经济区域划分标准，全区分为桂东

１和时间２的人均ＧＤＰ。由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各地市

经济区，包括贺州、梧洲、贵港、玉林；桂南沿海经济

人均ＧＤＰ的相对发展率Ｎｉｃｈ的值（表２）可以看

区，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桂西经济区，包括

出全区各地市人均ＧＤＰ的相对发展率，南宁、柳

百色、河池、崇左；桂北经济区即桂林；桂中经济区，

州、桂林、北海、防城港、百色、来宾７市的Ｎｉｃｈ大于

包括柳州、来宾，共５大版块。这５大地区的社会经

１，此７市的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大于全区的平均增

济发展状况如表３。

长速度，其中防城港的值１．８６为最高，发展速度最
表３：广西区五大经济圈社会经济状况（２００５）
．．

地

一

区

面积比重人口比重人均ＧＤＰ

城镇居民人均

非家人口

农民人均纯收

ＧＤＰ结构

入（元）

（一：二：三）

（％）

（％）

（元）

桂东经济区

２０．１８

３２．２６

６ ５３４．２５

７ ８９３．２５

１３．３７

桂南经济区

１７．９０

２５．１３

１０ ２８８．５０

８ ６３９．７５

２２．９２

２ ９１３．５０

１：１．５１：２．０２

桂西经济区

３６．６９

２０．１７

６ １２８．６７

７ ４４９．６７

１４．４６

１ ９９７．６７

１：１．２７：１．０９

可支配收入（元）比重（％）

２ ５４８．００

１：１．３５：１．２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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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经济区

１１．７２

１０．１２

１０ ７５３．００

９ ２６８．００

２２．９５

３ ００３．００

１：１．６７：１．５５

桂中经济区

１３．５１

１２．３２

１０ ６５５．５０

８ ８６１．１３

２６．５５

２ ４６０．００

１：２．７５：１．９１

由表３可以看出广西５大经济区之间的递度差

下表现为其经济发展水平由中间向东西两端递减。

异存在，但不是很显著，总的来说北、中、南相对发达

根据公式Ｗｔ＝ｌ

一些，东、西相对落后一些，在低分辨率的时空尺度

ＧＤＰ为总体指标，通过计算得出表４。

Ｙｔａ—Ｙｔｂ

Ｉ／［Ｙｔａ＋Ｙｔｂ／２］，仍然用

表４：广西区５大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差异状况

滞暨Ｗ东南Ｗ东西Ｗ东北Ｗ东中Ｗ南西Ｗ南北Ｗ南中Ｗ西北Ｗ西中Ｗ北中
１９９６

０．２７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６８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６５

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整理而得。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桂东、桂南之间，桂东、桂中

究广西区城乡之间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来看广

之间，桂东、桂北之间的差异有小幅度的上涨，桂南、

西区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用Ａｉ表示

桂中基本持平，其他经济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这表

城乡之间的绝对差异，Ｂｉ表示城乡之间的相对差

明这５大区域发展比较均衡，桂南、桂北、桂中发展

异。

水平相对高一些，但整体态势呈现一种收敛过程。

Ａｉ＝Ｙｉ—ｙｉ

２．４广西区城乡经济差异分析

…………………………（５）

Ｂｉ＝Ｙｉ／ｙｉ……………………………（６）

２．４．１广西城乡差距的计算

式中Ｙｉ表示第ｉ年的广西城镇人均居民可支

以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广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研

配收入，ｙｉ表示第ｉ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通过计
算，结果如表５。

表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广西城乡收入之间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整理而得。

从表５中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间广西

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值可能更大。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差异是在不断扩大，相对

因此可以看出广西的城乡差距形式严峻，并且已成

差异在２００３年达到最大值，２００４年有所下降，但

为制约广西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２００５年又有上涨的趋势。从表中的这个比率我们

２．４．２广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可以得出广西的城乡收入差别比值要大于国家同期

２．４．２．１

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城乡收入差别的比值。并且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

２００５年，广西区农业的ＧＤＰ份额已下降到

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

２３．８％，而农业的就业份额仍然在５６．１８％。大量

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

的农村劳动力闲置在农村，造成农业的隐型失业十

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

分严重。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

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

断扩大，农业占ＧＤＰ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超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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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就业分额的下降速度，这就进一步表明，２０世

疑使得农民增收困难，收入来源受到限制。

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区农业相对非农产业的劳

２．４．２．５

动生产率是不断下降的，这是农业收入上不去，城乡

５３

当地的乡镇企业萎靡不振、效益下降

当地的乡镇企业萎靡不振、效益下降的直接后

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

果就是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甚至下降。根据程必定

２．４．２．２增产不增收

（１９９７）观点，乡镇企业的发展程度，可以作为城乡

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加大了农民增

差距缩小程度和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的一个识别指

收的困难。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进

标。由于实际的乡镇企业发展状况数据难以取得，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供求关

因此存在定量分析的难度，只能通过调研过程中所

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为总

形成的感性认识来定性分析。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

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在农产品匮乏时期，基本上

村很多农产品的商品率低，商品化的农产品也大都

不存在需求约束，只要农业能增产，农民就能增收。

是以初级农产品为主，产品加工为外地所取代，而当

在需求约束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增产已不足

地的乡镇企业要不发展缓慢，要不萎靡不振，而没有

维持农民增收，甚至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这

起到应该发挥的作用。

也是农民的农业收入难以再有大幅度增长的基本原

２．４．２．６农村基础教育不高

因。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广西德保县的八角经

从农村调研的对象来看，农民的收入与他们所

济作物由于缺乏市场开拓，造成局部的供过于求，八

受的教育年限有正相关性，但广西农民的受教育程

角的价格不断下降，在八角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农民

度整体不高，中青年农民中初中以下学历占有很大

的收入反而下降，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部分，中老年农民的文化程度则更低。这就存在一

２．４．２．３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基础

个恶性循环：相对于农民收入水平，高昂的教育成本

设施建设滞后

是他们难以支付的，而低的受教育年限又是导致他

广西作为一个经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们低收入的原因之一，这样不断循环，导致收入难以

受其经济实力的限制，对其农业、农村的投入供给远

增加。文化程度的低下还导致外出务工的竞争优势

远低于需求。而农业又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得

不高，所处的行业、收入以及地位相对于城镇居民都

到社会资金的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带

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再加上种种制度因素又引致农

来的社会效益大大超过其经济效益，因此同样难以

村劳动力流动不畅，结果一方面是农村劳动生产率

得到社会资金的投入。而农户投入的局限性也一直

长期低下，另一方面是农民收入不能通过外生增长

没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造成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提高。

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不利于农民收入的
持续提高。

２．４．２．４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

３结论以及建议
通过对广西区５大经济带之间，各地市之间的

由于长期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农村

差异分析，以及广西城乡之间的收人差异分析，可以

二三产业不发达的状况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村第

看出广西现阶段各地市以及各地带之间的差异是小

一产业中种植业比重大的格局仍未改变，使得农民

的，并呈收敛发展；而城乡之间的差异过高，大于国

收入结构不合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广西农村

家同期水平，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可见，广西区域

第二产业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仅为９．６％，

经济的不平衡主要在于城乡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地

其中加工业为９．４％，低于全国１０．７％、１１％的增长

区或地带之间的差异。根据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倒ｕ型统计

率。广西２００５年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渔

模型的观点，在经济的起飞阶段，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业产值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

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差异引起的梯度力，

的比重分别为４９．１％、４．３％、３５．３％、９．９％、

可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使区域

１．４％。可以看出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是占有绝对

经济系统不断有序化和高级化，在经济的成熟阶段

优势的。而在当前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业产

再追求经济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与地

业化经营水平以及农村科技水平较低的状态下，无

区差异不大相对应的是巨大的城乡差距，由于城乡

５４

彭按理等：广西区域经济差异分析研究

差距过大，农村市场不能得到开发，农民经济性得不

教育领域是很困难的，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到提高，城乡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已严重制约经济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广西教育系统与农业、劳动和社会

水平的提高。因此，作者认为可以适度的扩大地区

保障、科技等部门密切配合，在全区１４个市、１０６个

间的差距，优先发展优势地区，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县（市、区）内大规模地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

所以首先要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同时

作，取得显著效果。全年共培训拟转移就业农民工

又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现象，

１０８万人，培训后就业８２万人。据测算，培训产生

缩小城乡差距。有几点意见：

的直接增收约为６．１亿元，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３．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可见政府在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对于解决农民低收

大力发展畜牧业，拉动种植业，促进加工业的发

问题有重要的作用。

展，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发挥区域优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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