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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铁路对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差异的影响
———基于泰尔指数的测度
秦炳涛ꎬ陶

玉

(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ꎬ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

要: 该文基于泰尔指数的测度ꎬ探析全球首条环海岛铁路———海南环岛铁路对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差异

的影响ꎬ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ꎬ促进海南省更好地适应铁路经济ꎬ推进海南省国际旅游岛的发展ꎮ 研究得出ꎬ第
一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通的海南省东环铁路ꎬ显著缩小了海南省东部地区以及海南省各市县第三产业发展的总差异ꎻ
第二ꎬ随着东环铁路开通时间的延长ꎬ其缩小海南省及其东部第三产业发展差异的贡献度逐渐减少ꎻ第三ꎬ海南省
第三产业地带间的平均差异贡献度略高于地带内的差距贡献度ꎬ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ꎮ
关键词: 环岛铁路ꎻ第三产业ꎻ泰尔指数ꎻ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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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ꎬ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海南国

际旅 游 岛 建 设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 [ 国 发 〔２００９〕４４

铁路ꎮ 其由海南东环铁路和海南西环铁路共同组
成ꎬ东环铁路总长 ３０８ 公里ꎬ西环总长 ３４５ 公里ꎬ连接
海口和三亚ꎬ设计速度 ２００ｋｍ / ｈꎬ是国铁 Ⅰ 级双线
电气化快速铁路ꎬ同时也成为全球首条环海岛快速

号] ꎮ 至此ꎬ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

铁路ꎮ 海南东环铁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正式通

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ꎬ使之成为开放之岛、文明

昌、琼海、博鳌、万宁、陵水、亚龙湾、三亚共 １０ 个站

战略ꎬ中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把海南初步建设成世界一流
之岛、绿色之岛、和谐之岛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海南省

加大对其第三产业的支持与投入ꎬ积极发展开放型、
服务型和生态型经济ꎬ逐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导的海南省特色经济结构ꎮ 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车ꎬ沿海南东海岸分别设有海口、 海口东、 美兰、 文
点ꎮ 海南西环铁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正式通车ꎮ

沿海岛西部沿海ꎬ分别经过澄迈、临高、儋州、昌江、
东方、乐东 ６ 个市县ꎬ设有海口、老城镇、福山镇站、
临高、银滩、白马井、海头、棋子湾、东方、金月湾、尖

ＧＤＰ 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海南省

峰、黄 流、 乐 东、 崖 州、 凤 凰 机 场、 三 亚 共 １６ 个 站

值的 ５３.３％ꎮ 可见ꎬ第三产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海南

铁路作为速度和技术的客流运转方式ꎬ能够直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１ ９７１.８１ 亿元ꎬ占到地区生产总

点① ꎮ

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及产业投资的重点领域ꎮ

接影响到地区第三产业规划、开发和运营的市场区

为保证海南省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ꎬ在国际旅游岛

位潜力ꎮ 与一般意义上的省际铁路和城际铁路不同

建设的第二个五年ꎬ加快适应新的转型期ꎬ推动第三

的是ꎬ海南环岛铁路是海南省内的建设项目ꎬ与周边

产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ꎮ

省域的道路交通基本不具备关联效应ꎮ 并且ꎬ由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海南省宣布建成迄今为止

投 资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海南环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３
作者简介:秦炳涛ꎬ讲师ꎬ复旦大学博士后ꎬ主要从事能源经济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ꎻ陶玉ꎬ硕士ꎬ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

海南环岛铁路是全球首条环岛铁路ꎬ关于其对地区
第三产业发展影响的学术研究尚属空白ꎮ 本文基于
泰尔指数的测度ꎬ探析环岛铁路对海南省第三产业
地区差异的影响ꎬ讨论海南环岛铁路的开通将如何
助推海南第三产业经济增长ꎬ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
环岛铁路的经济价值ꎬ使海南省第三产业更好地适

等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６９５４６６５３９＠ ｑｑ.ｃｏｍ

应铁路经济的发展ꎬ成为了值得研究的新兴问题ꎬ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２ＡＺＤ０４７) ꎻ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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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基金“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路径研究” ( ＢＳＱＤ２０１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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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推进海南省国际旅游岛的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ꎮ

问题进行重点研究ꎬ由于中国地大物博ꎬ幅员辽阔ꎬ

１

不同的省域及地区之间存在着资源存量、经济结构、

１.１

文献综述
第三产业区域差异的研究
在 １９４０ 年的« 经济进步的条件» 一书中ꎬ科林

技术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的较大差异ꎬ从国家整体
角度的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于地区ꎮ 因此ꎬ本文以
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大的海南省为例ꎬ基于泰尔指

克拉克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ꎬ并指出第三产

数的测度ꎬ从地带内和地带间两个维度探讨海南省

业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ꎮ

和产业结构层次的重要标志ꎬ其发展在调整产业结

１.２

构、增加就业机会、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以及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等多个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改
革开放以后ꎬ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ꎬ第三产业发
展日益显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ꎮ 对
此ꎬ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ꎮ 吴智刚ꎬ段杰

铁路对第三产业区域差异影响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铁路对第三产业差异影响的问题

上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ꎮ Ｂｏｎｎａｆｏｕｓ. Ａ(１９８７) 以巴

黎 － 里昂 － 马赛高铁线为研究对象ꎬ提出其是法国
大城市旅游的轴带ꎬ使巴黎和里昂能够组合成完整
的都市旅游圈ꎬ 促进其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ꎻＫｉｍ.

(２００３)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ꎬ得出生产性服务业的

Ｋ.Ｓ.(２０００) 通过对韩国首尔 － 釜山高铁研究得出ꎬ

的主要原因ꎮ 顾乃华(２００４) 考察了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 年

多以法国、日本、韩国、西班牙等铁路为研究对象ꎬ探

行业特性与就业人数是影响第三产业区域发展差异

高铁增加了首尔都市圈的可达性ꎮ 目前ꎬ国外学者

间ꎬ中国不同省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第三

讨铁路对第三产业区域可达率、就业增长人数、第三

产业发展差异的情况ꎮ 他提出地理位置、政策倾斜

产业增加值等的影响ꎮ 其主要结论为铁路有利于提

和后发优势是造成第三产业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ꎮ

高区域的交通运输能力和可达性ꎬ加快第三产业要

胡霞ꎬ魏作磊(２００６) 研究了 ２００３ 年间的中国 ３４８

素的空间流动ꎬ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ꎮ 针对此问

个地级市的第三产业空间分布状况和空间差异的影

题ꎬ中国学者崔乔(２０１１) 以京沪高铁为例ꎬ 研究了

响因素ꎮ 他们认为ꎬ中国城市的第三产业已经形成

京沪高铁给山东省旅游业所带来的影响ꎬ并提出相

以东南沿海城市为核心ꎬ以西南部城市为外围的外

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山东旅游目的地的调整和升

围地域特征ꎬ并指出人口集聚没有对第三产业的发

级ꎮ 汪德根(２０１３) 研究了武广高铁对湖北省区域

展起到促进作用ꎮ 申玉铭ꎬ邱灵(２００７) 运用回归分

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ꎬ 认为其表现出“ 双刃性” ꎬ 一

析、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国第三产业空间差异

方面增加了核心区域的极化效应ꎬ使区域的旅游差

的影响因素ꎬ同时利用泰尔指数与聚类分析探讨了

异扩大ꎬ呈现出负面效应ꎻ另一方面ꎬ扩散了旅游发

中国三大地带间和地带内的第三产业空间差异特

展面ꎬ缩小边缘区域旅游的发展差异ꎬ呈现出利于区

征ꎮ 其研究表明: 交通通信水平、城市发展程度、经

域均衡发展的正面效应ꎮ 并认为负面效应大于正面

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人力资源丰度和经济全

效应ꎬ导致湖北旅游发展差异呈扩大的趋势ꎮ 肖雁

球化水平是影响第三产业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ꎬ并

飞(２０１３) 选取武广高铁对湖南生产性服务业影响

指出中国第三产业空间差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

的主要指标与湖南省的铁路客运量ꎬ构建双对数模

略有波动ꎬ不同省域范围内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存

型ꎬ计算出武广高铁对各主要影响指标的贡献率ꎮ

在明显的差异ꎮ 曾春水ꎬ王开泳(２０１２) 利用泰尔指

研究得出武广高铁的开通对湖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数、收敛与分散分析、服务业重心模型、逐步回归分

展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ꎬ并且随着高铁开通时

析等方法ꎬ深入分析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０ 年环渤海经济区

间的延长ꎬ这一贡献逐渐增加ꎮ

第三产业差异的影响因素和时空演变ꎮ 其得出环渤

综上所述ꎬ在铁路对地区第三产业差异影响的

海经济区第三产业差异主要由省区地带内的差异贡

问题研究中ꎬ 第一ꎬ 大部分研究文献从旅游业的角

献ꎻ其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密度、人均 ＧＤＰ、

度ꎬ探讨铁路对区域旅游业的空间差异影响ꎬ而很少

以上的研究大多以中国整体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二ꎬ国内研究多以京沪高铁、武广铁路为对象ꎮ 环岛

为研究对象ꎬ较少地针对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差异

铁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新建成ꎬ目前的相关学术研究尚

政府扶持力度、内外部联系和居民的消费能力ꎮ

将研究视角定在目前发展势头迅猛的第三产业ꎮ 第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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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 ｉｊ 代表第 ｉ 行政单元的第 ｊ 市县的第三产

属空白ꎮ 因此ꎬ本文选取世界首条环岛铁路为研究
对象ꎬ从第三产业的发展角度ꎬ探讨环岛铁路对海南

数ꎻＹ ｉ 和 Ｐ ｉ 分别为第 ｉ 行政单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

省第三产业区域差异的影响ꎮ

２

２.１

业增加值ꎻＰ ｉｊ 代表第 ｉ 行政单元的第 ｊ 市县的人口

指标与数据来源
泰尔指数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海南省各经济带内部以及

经济带之间的第三产业发展差异程度ꎬ同时计算出
总差异中有多大份额是由于地带内的差异产生的ꎬ
多大份额是由地带间的差异产生的ꎬ本文采取泰尔
指数这一指标来进行研究ꎮ 泰尔指数是由 Ｔｈｅｉｌ 运
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
的ꎬ其独有的几个特性使得泰尔指数成为一个卓越
的衡量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手段ꎮ 一方面ꎬＴｈｅｉｌ 指
数可以将不同组别的数据联系起来ꎬ并且有效地分

æｎö
和人口数ꎮ 其中:求和符号∑ ｊ ç ÷ 强化了每个人都
èｊø
会贡献一单位泰尔指数的想法ꎮ ｌｎ( Ｙ / Ｐ) 决定了泰
尔指数是否是正( Ｙ / Ｐ > １) ꎻ 负( Ｙ / Ｐ < １) ꎻ 或零
( Ｙ / Ｐ ＝ ０) ꎮ 泰尔系数越大ꎬ 区域经济差异性就越
大ꎬ反之ꎬ差异性就越小ꎮ
２.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海南省 １８ 个重点市县为研究对象ꎬ样

本数据 来 源 于 ２００４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 « 海 南 省 统 计 年
鉴» 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由于原始数据的限制ꎬ本
文所选的重点市县不包含 ２０１２ 年挂牌成立的三沙
市ꎮ 在具体的计算指标方面ꎬ本文利用海南省各市

解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ꎮ 以海南省东、中、西部地带

县总人口及各市县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计算不同时期

内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权数ꎬ可以计算出全省的第

的泰尔指数ꎮ

三产业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为:Ｔ Ｔ ＝ Ｔ Ｄ ＋ Ｔ Ｅ Ｉ Ｅ ＋ Ｔ Ｍ Ｉ Ｍ

＋ Ｔ Ｗ Ｉ Ｗ ꎮ 另一方面ꎬ泰尔指数在对个人或整体进行

差异衡量的研究中ꎬ每个个体都会占据一个相同的
人口比例(１ / Ｎ) ꎬ即充分考虑到了人口的作用ꎬ因此

每个个体的泰尔指数就与他们到平均值的距离成正
比ꎬ从而较公平地得出地区的发展差异ꎮ 其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Ｔ ｉｊ ＝ (
ｊ

ｙ ｉｊ

Ｙｊ

ｌｎ

表１

ｙ ｉｊ / Ｙ ｉ

Ｐ ｉｊ / Ｐ ｉ

３

３.１

测算结果与分析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海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及东、中、西部地区地带内和地带间第三
产业增加值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

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的分解(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份

总差异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２００３

０.２９０４０６

０.２１１２９７

０.１０５３０８

２００５

０.２９４８２５

０.２２３５５３

０.０３１６３８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０.２９７１０８
０.２９９４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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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由

各分解式最终加和求出ꎮ 首先计算地带内地市间的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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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增加值差异指数、再通过加权计算地带内
的总差异指数ꎬ然后计算地带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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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指数ꎬ最后加和求出各年份第三产业地区总差异
的泰尔系数ꎮ 一方面ꎬ从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对海
南省第三产业发展总差异的贡献度来看ꎬ由表 １ 计
算可得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带

２７

２００８ 年的０ . ３００ 下降到２０１０ 年的０ . ２８９ ꎬ平均值为
０.２９８ꎬ三年间下降 ４.５３％ꎬ 表明海南东环铁路开通
前ꎬ海南各市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差距虽然有略微
地减小ꎬ但仍然处在相对差距较大的水平ꎮ 第三个

间的平均差异贡献度为 ６４.１７％ꎬ略微高于地带内的

阶段ꎬ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４ 年ꎬ即海南东环铁路开通后

东部之间第三产业发展差距较大ꎮ 另一方面ꎬ从铁

年的 ０.２８９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２４９ꎬ四年 Ｔｈｅｉｌ 指数

加权平均差距贡献度 ３５.８３％ꎬ表明海南省中西部与
路开通前后ꎬ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总差异来看ꎬ２００３
到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海南省第三产业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
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ꎬ其变化趋势可见图 １ꎮ

四年ꎬＴｈｅｉｌ 指数呈现的是大幅下降的趋势ꎬ从 ２０１０

平均值为 ０.２６３ꎬ其中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三年间 Ｔｈｅｉｌ 指
数下降 １１.５５％ꎬ远大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５３％ꎬ说
明自东环铁路开通后ꎬ海南省各市县的第三产业增
加值差距不断缩小ꎮ
３.２

东部地带内第三产业增长差异分析
海南省东部地带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ꎬ其变化趋势可见图 ２ꎮ 海
南东环铁路开通以前ꎬＴｈｅｉｌ 指数自 ２００５ 年的上升之
后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ꎬ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２２３ 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０１ꎬ５ 年间 Ｔｈｅｉｌ 指数下降 ９.８７％ꎮ 而自
海南东环铁路开通以来ꎬ即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东部地

图１

海南省第三产业地区总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ꎬ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Ｔｈｅｉｌ 指数呈

现微弱上涨的趋势ꎬ 即 从 ２００３ 年 的 ０.２９０ 上 升 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０.３０３ꎬ平均值为 ０.２９７ꎬ说明海南省各市县
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差距有略微扩大ꎬ但整体变化不
大ꎮ 第二个阶段ꎬ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０ 年ꎬ即海南东环铁

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和前几年相比呈
现较为大幅的缩小趋势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０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１７５ꎬＴｈｅｉｌ 指数在 ３ 年内下降 １２.９４％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Ｔｈｅｉｌ 指数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大幅
降低之后ꎬ在 ２０１４ 年却有所上升ꎮ 其表明海南东环
铁路开通后ꎬ前三年有效地缩小东部地区第三产业
的差异ꎬ然而在第四年却没有维持这种差异缩小的
趋势ꎬ有着扩大差距的倾向ꎮ

路开通 前 三 年ꎬＴｈｅｉｌ 指 数 呈 现 微 弱 下 降 趋 势ꎬ 从

图２

３.３

东部地带内第三产业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演变

中西部地带内第三产业增长差异分析

图３

中西部地带内第三产业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演变

缩小ꎬ基本稳定后ꎬ又有明显的回升ꎮ 因此ꎬ从东环

海南 省 中 西 部 地 带 内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差 异

铁路开通前八年的整体来看ꎬ中西部第三产业增加

Ｔｈｅｉｌ 指数变化趋势可参照图 ３ꎮ 由图可知ꎬ东环铁

值差异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变动不大ꎮ 值得说明的是ꎬ中西

路 开通前ꎬ对应的Ｔｈｅｉｌ指数波动较大ꎬ先是明显的

部地带内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在 ２００５ 年有大幅度的下降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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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中部地区定安县、屯昌县、

东环铁路开通前ꎬ从第一、第二阶段比较来看ꎬ

琼中县、保亭县和白沙县ꎬ以及西部地区澄迈县、临

海南省第三产业总差异、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带内第

高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原有的基础上均有显著提

三产业差异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平均值均没有太大的变化ꎬ

高ꎮ 本文预测由于 ２００５ 年海南十一五规划的提出ꎬ

要求加快发展服务业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ꎬ政府对服
务业的大力扶植ꎬ使得原先落后的市县取得较快的
发展ꎬ缩小了中西部第三产业的地区发展差异ꎮ 而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期间ꎬ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平稳ꎬ说明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ꎬ各市县第

表明东环铁路开通前ꎬ海南省各市县第三产业区域
差异基本稳定ꎮ 而在东环铁路开通以后ꎬ就第三阶
段ꎬ即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来看ꎬ海南省各市县第三产业
总差异和东部地带内差异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均值有明显
下降ꎬ而中西部第三产业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不但没有降

低ꎬ反而呈现上涨的趋势ꎬ更进一步论证了东环铁路

三产业区域差异相对稳定ꎮ ２０１０ 年ꎬ中西部 Ｔｈｅｉｌ 指

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海南省东部地区第三产

数开始大幅上涨ꎬ表明地带内第三产业发展差异扩

业的差距ꎬ带动了相对落后市县的发展ꎬ促进区域的

大ꎮ

协调统一ꎬ从而降低了海南省第三产业发展的总差
海南东环铁路开通以后ꎬ中西部地区 Ｔｈｅｉｌ 指数

仍然持续上涨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３６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０５２ꎬ三年间上升 ４４.４４％ꎬ 表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期

异水平ꎮ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ꎬ海南省东环

间ꎬ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差异大幅加剧ꎬ海南东
环铁路的开通无法影响到中西部的协调统一发展ꎮ

铁路的开通ꎬ显著缩小了海南省东部地区以及海南

在 ２０１４ 年ꎬ其 Ｔｈｅｉｌ 指数开始下降ꎬ根据统计数据显

省各市县第三产业发展的总差异ꎮ 由于东环铁路沿

示ꎬ该年份海南省中西部各市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平

海南东海岸的区位因素ꎬ其开通没有缩小海南省中

均上涨 ２８.７％ꎬ而其中重点市县如儋州市第三产业

西部地带内第三产业的发展差异ꎮ 其次ꎬ在东环铁

三产业增加值排在最后的琼中县、保亭县、昌江县等

值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ꎮ 该结果表明ꎬ

增加值下降 ０.９１％ꎬ五指山市仅上涨 １２.２％ꎬ原先第

路开通后的第四年ꎬ海南省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

均有大幅增长ꎬ 缩小了中西 部 地 区 第 三 产 业 的 差

随着东环铁路开通时间的延长ꎬ其缩小海南省及其
东部第三产业发展差异的贡献逐渐减少ꎮ 最后ꎬ从

异ꎮ
３.４

铁路开通对第三产业地区差异的影响分析

地带内和地带间差异对海南省第三产业发展总差异

海南省东环铁路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

的贡献度来看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海南省第三产

日正式开通运营ꎮ 本文将所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ꎬ

的加权平均差距贡献度 ３５.８３％ꎮ 与此同时ꎬ从统计

项目可研ꎬ同年 ９ 月全面开工ꎬ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即东环铁路开通前(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 ꎬ东环铁路建设
中(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及 东 环 铁 路 开 通 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ꎬ分别计算得出三个阶段内海南省第三产

业总差异、 东部以及中西部 地 区 第 三 产 业 差 异 的
Ｔｈｅｉｌ 指数平均值ꎬ如下图 ４ 所示ꎮ

业地带间的平均差异贡献度为 ６４.１７％ꎬ高于地带内
数据分析来看ꎬ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海南省东部年人均第
三产业增加值为 １４ ７８１.６８ꎬ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年人
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仅为 ８ ０３９.４１ꎬ 以上两点
均说明海南省中西部与东部第三产业发展相差甚
远ꎮ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ꎬ本文就环岛铁路开通后海
南省第三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
设:
第一ꎬ实现中西部第三产业差异化发展ꎬ适应铁
路经济的到来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底海南省东
环铁路的开通ꎬ有效地带动了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
发展ꎬ尤其是东部相对落后市县的发展ꎬ从而减小了

图４

海南省第三产业差异 Ｔｈｅｉｌ 指数均值演变

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差异水平ꎮ 因此ꎬ随着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海南省西环铁路的相继开通ꎬ中西部地区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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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铁路经济的繁荣步伐ꎬ制定地区差异化的发展
战略ꎬ避免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ꎮ 首先ꎬ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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