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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中游经济带四省区在资源禀赋、三次产业中各存在优势和劣势ꎬ因此协调四省市发展专业化经

济ꎬ协调分工ꎬ进行优势互补建设ꎬ对实现长江中游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该文采用区位商和 ＳＷＯＴ 分
析方法对长江中游经济带四个省份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政策机遇等要素进行评价ꎬ从采矿业和制造业
的具体产品层次对四个省份在长江中游经济带中的分工与合作战略进行了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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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存在着较大的产能
和资源禀赋差异ꎬ上游地区拥有丰裕的资源要素ꎬ下

长江通道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

游地区则具有高值的产能ꎬ因此上下游地区在长江

线ꎬ所覆盖的上海等 １１ 个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

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较明确的分工ꎬ而长

过全国的 ４０％ꎮ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

江中部经济带所包括的安徽、湖北、江西和湖南四个

区域ꎬ在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具有巨大的

省份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起到承东启西的纽带作

潜力ꎮ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

用ꎬ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差异不明显ꎬ在长期形

略ꎬ需要实现区域内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ꎬ生产要素

成的行政壁垒下ꎬ由于缺乏区域间产业分工ꎬ四个省

自由流动和市场的有机统一ꎮ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份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产业同构ꎬ阻碍了长江中游

中一般认为产业同构对于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发挥具

经济带经济效益的整体提升ꎬ因此如何实现长江中

有限制作用ꎬ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ꎬ各地区根据各

游经济带四个省份之间的区域产业分工关系到整个

自资源和产业优势ꎬ形成专业化分工ꎬ有利于提升区

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的实现ꎮ 本文将从产业和产

域整体经济效益和区域竞争力ꎮ 专业化生产是区域

品层次对长江中游经济带四个省份的资源禀赋、产

间产生贸易引力的前提条件ꎬ因此区域间的贸易规

业发展状况等内容进行优劣势分析ꎬ找寻各自的比

模由区域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专业程度决定ꎬ专

较优势ꎬ并以江西省为例提出其在长江中游经济带

业化程度越高则贸易规模越大ꎬ目前有较多的文献

中的区域产业分工战略ꎮ

对区域间的产业分工理论、分工机制、分工的冲突管

１

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ꎬ以上文献对区域产业分工领
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ꎬ但大多是对区域内不同经
济体三次产业或不同层次产业的分工研究ꎬ对区域
内产业同构现象的解释尚不完全ꎬ而深入到产品层
次进行分工机制的研究可降低产业同构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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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１１ 省市ꎬ面积
约 ２０５ 万平方公里ꎬ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４０％ꎮ 长江中游经济带主要指安徽、江西、湖北和湖
南四省ꎬ面积约 ７０.４６ 平方公里ꎬ占整个长江经济带
总面积的 ３４. ３７％ꎬ经济总量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的

３１.６１％ꎬ三次产业比值为 １２.８１ ∶ ５１.０２ ∶ ３６.１７ꎬ为

典型的“ 二三一” 结构ꎬ区域内已形成以有色金属、
化工原料与化学品制造、农副食品加工、设备制造等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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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安徽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 湖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 江西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和« 湖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中行业产品层次的
产量产值数据ꎬ并根据分析需要进行转换处理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区位商

区位商一般用于衡量某一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

情况ꎬ反映某一产业或产品层次的专业化程度以及
图１

在上一级区域内的重要程度ꎮ 具体用公式表达如
下:Ｑ ｉｔ ＝

Ｉｉ / Ｉｔ

Ｌｉ / Ｌ

 (１)

式(１) 中 Ｑ ｉｔ 表示区位商ꎬ其数值越大代表某以

２.２

中部经济带四省份三次产业比重

行业内部分析
由于中部经济带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的作用为

产业或产品在区域内的重要程度越高ꎻＩ ｉ 表示长江

承接下游经济带的产业转移ꎬ而下游经济带产业转

中游经济带各省的某一产业或产品产值ꎬＩ ｔ 表示该

移的重点为第二产业ꎬ因此本文重点对中部经济带

区域内的总产值ꎻＬ ｉ 为长江中游经济带某一产业或

四省份的第二产业行业内部分工现状进行分析ꎬ为

产品总产值ꎬＬ 为长江中游经济带总产值ꎮ

避免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加大产业同构程度提供依

１.２.２

ＳＷＯＴ 分析

ＳＷＯＴ 分析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

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方法ꎬ其主要目的是帮助
一个单位分析在一个区域中的优势( Ｓ) 、劣势( Ｗ) 、
面临的机遇( Ｏ) 和挑战( Ｔ) ꎮ 通过对研究单位的各
类要素进行评估后ꎬ提出 ＳＯ、 ＷＯ、 ＳＴ 、ＷＴ 战略组

合ꎬ并以矩阵列表加以反映ꎬ从而直观反映出研究单
位在区域中的发展战略ꎮ ＳＷＯＴ 分析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以来ꎬ被广泛的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区域

据ꎮ 本文选用采矿业和制造业两种行业的具体产品
进行区位商分析ꎬ得到中部经济带四省份之间不同
产品层次的比较优势ꎮ
２.２.１

采矿业

长江中部经济带四省份在矿产资源禀赋方面与

长江上游经济带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ꎬ但是仍然具
备着较丰富的矿产资源ꎬ各省在矿产资源采掘业方
面也各有发展ꎬ通过各类矿产产品的区位商可分析
出四省份在该行业的同构程度ꎮ

经济竞争力、产业发展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ꎮ
本文拟采用 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经济

表１

带四个省份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政策机
遇等要素进行评价ꎬ结合区位商的评价结论ꎬ得出四
个省份在长江中游经济带中的分工与合作战略ꎮ

省份

２

安徽

２.１

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分析

湖北

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长江中游经济带四省产业结

构的异同性ꎬ以安徽、湖北、江西和湖南四省份 ２０１２

年三次产业分别占 ＧＤＰ 总量的比重为指标进行研

江西
湖南

长江中部经济带四省份采矿业
部分产品区位商

煤炭开采 石油和天然 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非金属矿
和洗选业 气开采业 矿采选业 矿采选业

采选业

２.４７

０.００

０.７９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６５

１.３０

０.４８

０.１８
０.７６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８０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５２

０.８７
０.２２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ꎬ中部四省中ꎬ安徽省在煤炭

究ꎬ通过图 １ 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ꎬ中部经济带四省

开采和洗选业中占有比较优势ꎬ区位商达到 ２.４７ꎻ湖

例上略有差异ꎬ从宏观产业结构上来看ꎬ四省份存在

值较低ꎬ对长江上游经济带而言不具有比较优势ꎬ本

较大的产业同构现象ꎮ

文不做重点考虑ꎻ安徽、湖北和江西在黑色金属矿采

份的三次产业分布均为“ 二三一” 模式ꎬ仅在所占比

北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占有比较优势ꎬ但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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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勇等:长江中游经济带区域产业分工战略研究

选业中区位商仅有微弱的差别ꎬ说明以上三省在该

在一定的产业同构ꎻ四省在食品制造业的区位商仅

产业中具有较高的同构性ꎻ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中

有较小的差异ꎬ产业同构现象最为突出ꎬ形成了激烈

江西区位商最高ꎬ占有比较优势ꎬ其他三省份区位商

的竞争关系ꎬ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ꎻ酒、饮料

均有一定的差异ꎬ说明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中产业

制造业虽然存在产业同构ꎬ但该类产品原材料系数

同构程度较低ꎻ非金属矿采选业中湖北省占有比较

较小ꎬ需要在消费地进行生产ꎬ因此虽然出现产业同

优势ꎬ其他三省亦各有发展ꎬ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同

构ꎬ但竞争较小ꎻ烟草制品行业长期受到行政壁垒和

构ꎮ

地方保护的限制ꎬ在四省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产

２.２.２

制造业

业同构ꎬ这也是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需要逐渐改进

长江中游经济带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ꎬ为

的行业ꎻ纺织业、木材加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

承接长江下游经济带产业专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ꎬ

和电器机械制造业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ꎻ湖北省和

制造业在长江中部经济带四省中占有较大的比例ꎬ

江西省在化学品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中存在较强的

并涉及较多的行业ꎬ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在农副食品

同构ꎬ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ꎮ

加工业中湖北具有比较优势ꎬ但与其他三省仍然存
表２
行业

安徽 湖北 江西 湖南

行业

安徽 湖北 江西 湖南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５.４６ ６.８１ ３.７７ １.５０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０.８４ １.４９ １.５５ ０.５８

１.３２ ２.２０ ０.７０ ０.５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８４ ３.４５ ２.０６ ０.５５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
３.１

长江中部经济带四省份制造业部分产品区位商

１.０２ １.４３ １.１９ ０.５７
０.７２ ０.９６ ０.４５ １.４５
１.１５ ０.５９ １.００ ０.３３
４.０４ ５.８２ ５.６８ ２.１８

ＳＷＯＴ 分析

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器机械制造业

１.０８ １.４９ ２.３８ ０.６６
３.４０ ２.０９ １.４８ １.３４
２.３８ １.３６ １.０１ ５.４９
０.６３ １.０８ ０.８２ １.２９
８.８２ ２.６５ ４.３１ １.８８

省占据着优越的铁路交通条件ꎮ 江西省拥有稀土、
铜、铀等有色金属的探明储量最大ꎬ并且其轻工业基

四省区产业优势分析

础和新材料工业发展迅速ꎬ新余的光伏产业园是其

为对长江中游四省区内部优势进行详细了解ꎬ

优秀的代表ꎮ 江西的化工、冶炼等领域处于发展上

本文从资源、交通、制造业等方面对四省区产业比较

升期ꎬ为进一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工业基础ꎮ

优势进行剖析ꎬ以期对四省区重点优势系统把握ꎮ

随着近年来道路网线的进一步建设ꎬ江西的铁路运

由表 ３ 可知ꎬ安徽省的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位于

营里程逐年增加ꎬ公路改造升级、新建通车里程日益

本区域首位ꎬ其煤、铁资源储量在本区域占有比较优

增加ꎬ昌北国际机场国际运输地位不断提升ꎬ支线机

势ꎮ 耕地保有量大、通用制造业相对发达、港口吞吐

场如黄金机场、明月山机场等不断改造、新增ꎮ 与此

量之巨大皆在区内占据重要优势ꎬ是中国重要的农

同时ꎬ江西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重要基地的地位日益

产品生产、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基地ꎬ汽车、机

凸显ꎮ 湖南省林业资源丰富ꎬ作为旅游大省、文化大

械、家电、化工、电子、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在全国占有

省ꎬ其第三产业亦高速发展ꎮ 湖南省的高新技术产

重要位置ꎮ 湖北省在采选矿业领域发展迅速ꎬ轻工

业持续高速发展态势ꎬ成为中部崛起的一大驱动力

业在区域内占据比较优势ꎬ其亦在化工、汽车制造、

量ꎮ 其四通八达的交通对其发展发展而言更加如虎

医药生物科技等领域拥有诸多优势ꎮ 与此同时ꎬ湖

添翼ꎬ在湖南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北省经济基础相对另三省占据比较优势ꎮ 在以武汉
铁 路局为枢纽的中部地区铁路网线的带动下ꎬ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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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Ｓ)

表３

长江中部经济带四省份产业发展状况 ＳＷＯＴ 分析

①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位于本区域首
位

安徽 ②耕地面积广阔

③通用制造业相对发达
④港口吞吐量巨大

①采选矿业发展迅速
湖北

②轻工业占据比较优势

③经济基础占据比较优势
④铁路交通便捷

江西

②化工、冶炼等重工业疲软ꎬ存在低附加

试点省ꎬ省

值的原材料贩卖

会合肥是

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中后

全国首个

④科技技术产业欠发达

持续发展

①林业产值偏低

②轻工业在本区域发展相对较缓

③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迅速
④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战略的实
施
②中部崛
起战略的

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中后

②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科技创新
①国家可

③化工、冶炼等领域处于发展上升期
①林业资源丰富

３.２

创新工程

①矿产资源粗放开发

②轻工业基础优越

机会( Ｏ)
国家技术

①轻工业在本区域内发展水平相对低

①有色金属蕴藏量丰富

④交通网络建设进程加快

湖南

劣势( Ｗ)

②矿产以原料形式贩卖ꎬ缺乏经济附加值

实施

④科技技术产业欠发达

业转移

③东部产

①耕地稀缺

型试点市
武汉城市
群
泛珠合作
组织成员、

①市场竞
争加剧

②环境污
染问题突
出
③其他省
份的竞争

昌九一体
化和苏区
振兴战略
泛珠合作

②轻工业在本区域发展相对较缓

组织成员、

④出口状况在本区域内相对落后

市群

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中后

挑战( Ｔ)

长株潭城

四省区产业劣势分析

产业转移ꎬ这些外部机会为该流域经济发展注入动

安徽省的轻工业、化工冶炼等重工业在本区域

力ꎮ 而各省亦拥有区域性优势ꎬ其中安徽省国家技

内发展相对处于弱势地位ꎬ加之其经济总量处于全

术创新工程试点省ꎬ省会合肥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

国中后位置ꎬ科技技术产业的发展亦处于本区相对

型试点市ꎻ湖北省有武汉城市群ꎻ江西省是泛珠合作

劣势地位ꎮ 湖北省多次生林ꎬ林业产值偏低ꎬ轻工业
在本区域发展相对较缓ꎮ 江西省的矿产资源虽储量
丰富ꎬ但以粗放型开发、原材料贩卖为主ꎬ严重缺乏
经济附加值ꎬ赣南稀土的粗放开采、低价贩卖就是其
典型ꎮ 与此同时ꎬ江西省的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位于
全国中后水平ꎬ科技技术产业欠发达也是其发展的
瓶颈ꎮ 湖南省则面临耕地稀缺的问题ꎬ其省内山多
耕地少ꎬ多红壤区ꎬ不利于农业发展ꎬ相关工业基础
材料无法本地自给ꎬ由此又造成了轻工业发展的放
缓ꎬ加之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省区、出口状况亦差强
人意ꎬ使湖南省的产业发展在此处于劣势地位ꎮ
３.３

组织成员ꎬ拥有昌九一体化和苏区振兴战略ꎻ湖南省
亦是泛珠合作组织成员ꎬ拥有长株潭城市群ꎮ
３.４

四省区产业威胁分析
长江中游经济带四省区皆面临着市场竞争加

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其他省份的竞争等外部威
胁ꎬ既对本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挑
战ꎬ又对本区域如何提升自身省份竞争力提出了新
课题ꎮ

４

长江中游经济带产业分工战略实施建议
根据区位商和 ＳＷＯＴ 分析可知ꎬ长江中游经济

带四省区在资源禀赋、三次产业中各存在优势和劣

四省区产业机会分析

势ꎬ因此协调四省市发展专业化经济ꎬ协调分工ꎬ进

长江中游经济带四省区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国家

行优势互补建设ꎬ对实现长江中游经济带的协调发

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

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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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在采矿业领域应大力发展煤炭开采和洗

名的铁路枢纽之一ꎬ拥有电力机车、机车配件、铁路

选业ꎬ大力发展淮北矿业( 集团) 等龙头企业ꎬ在制

配件、电力机车锁、机车电机、机车磨擦减震器等铁

造业上重点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林木加工和木、

路设备制造业ꎬ并且形成了以株洲、湘潭为核心区域

竹、藤、棕、草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制

的轨道交通设备产业集群ꎮ 与此同时ꎬ湖南省亦形

造业ꎬ其拥有美菱集团等一系列的大型知名企业作

成了以益阳为中心的环洞庭湖地区的特种船舶产业

为支撑ꎮ

集群、以株洲、长沙为核心区域的航空和航天产业集

湖北省应大力发展黑色金属采矿业和非金属采
矿业ꎬ以发挥优越的资源优势ꎮ 其在制造业上ꎬ应着

群ꎬ良好的专业化工业基础为其密集增长战略奠定
了夯实的基础ꎮ

力发展食品制造业、酒及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

表４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ꎮ 当前湖北的精武
鸭等特色食品全国文明ꎬ稻花香、劲酒、枝江大曲等

省份

名酒在全国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ꎬ采花毛尖、萧氏名

二级行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茶、恩施玉露、龙王垭等十多个著名茶叶品牌在全国
茶叶市场占据重要地位ꎬ安陆、丰达、奥达等纺织企

长江中游经济带各省产业分工

安徽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业年产值总额位为本区域首位ꎬ湖北省化学工业研

通用设备制造业

究所、武汉工程大学、湖北恒鑫化工等科研院所、企

电器机械制造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业是湖北化工产业的重要力量ꎬ相对于其他三省占
据重要比较优势ꎬ因此走专业化道路可以发挥本省

非金属矿采选业
纺织业

江西省应重点在采矿业领域大力发展有色金属
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ꎬ尤其是稀土产业

展服务ꎮ 在制造业领域ꎬ江西省赢着重发展石油加

制造业

采矿业

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江西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应进入深入提炼、开发环节ꎬ在提高附加值的同时也
为区域乃至全国的芯片工业等高精密仪器工业的发

采矿业

湖北 食品制造业ꎬ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产业优势ꎮ
采矿业ꎬ突出对铜和稀土的开采、深加工ꎬ积极引进

所属一级行业

湖南

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采矿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制造业

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医药制造业ꎬ其拥有中
国石化江西分公司、江西新宝石油有限公司ꎬ并且江
西省的核燃料加工业位于全国领先地位ꎬ拥有东华
理工大学、南昌大学等核科学研究院所的技术支持ꎮ

５

结论

江西省拥有珍视明药业、汇仁药业等知名药业公司ꎬ

通过上述结论可以看出ꎬ长江中游经济带四省

并有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的樟树ꎬ医药工业基础雄厚ꎮ

区采取专业化分工道路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

湖南省在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

济社会效益ꎬ实现优势互比、区域协调发展ꎮ 因此通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据比较优

过对各省在产业领域内各个专业领域发展基础的比

势ꎬ应大力发展以实现专业化ꎮ 当前拥有中国烟草

较中获取各省在各专业领域的比较优势ꎬ以此作为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白沙系列香烟、

分工的依据ꎬ从而对区域产业布局协调发展起到正

芙蓉王系列香烟ꎬ其闻名海内ꎬ是香烟行业的著名品

面的作用ꎮ 区域内专业化分工布局的形成一方面是

牌ꎮ 湖南省的电子科技设备、自动化装备、换热设

继承已有基础ꎬ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深入挖潜自身优

备、电控设备、无线电仪器、电器线路器材、防雷设备

势与引进先进科技并重ꎬ这是区域协调、高速发展的

等专用设备制造业处于优势地位ꎬ形成了以长沙为

强大推动力量ꎮ 因此ꎬ需要各省协调产业布局、挖潜

核心区域的工程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以湘潭、株洲为
核心区域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以衡阳为核心区
域的输变电成套设备产业集群ꎮ 湖南株洲是中国著

自身的基础上ꎬ还要加强“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ꎬ以
内外因互动来实现区域产业的全面升级ꎬ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来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ꎮ 由于产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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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专业领域众多ꎬ本文仅选取了部分对长江中游
经济带影响意义相对较大的几个领域进行探讨ꎬ因
此可能对该区域产业布局的分析不尽全面ꎬ单位对
区域宏观产业分工布局结果产生较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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