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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以曲靖市为例
潘孝军
(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ꎬ云南曲靖 ６５５０１１)
摘

要: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ꎬ一批借助资源开采的城市应运而生ꎮ 曲靖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煤

炭资源型城市ꎬ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采矿业逐年壮大、轻重工业比重失调、第三产业不发达、三产结构不合理的产
业结构问题ꎮ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地不愿放弃煤炭要素禀赋优势、长期依靠粗放式增长、科研投入不足等
因素ꎮ 为此ꎬ建议当地政府树立产业转型升级长期化的观念ꎬ充分认识曲靖市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ꎬ要坚持产业发
展精深化与多元化并举的原则ꎬ推动企业技术创新ꎬ助力产业转型升级ꎮ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ꎻ产业转型升级ꎻ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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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提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国务院印发«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 ꎬ确定了 ２６２ 个资源型
城市ꎮ 这些资源型城市皆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
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ꎮ « 规划» 依
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ꎬ将其分为成长
型(３１ 个) 、成熟型(１４１ 个) 、衰退型(６７ 个) 和再生
型(２３ 个) 四类ꎮ 虽然衰退型城市只占全部资源型
城市的 ２５.５７％ꎬ但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
入新常态ꎬ许多资源型城市发展进入了阵痛期ꎮ 一
方面ꎬ由于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开采的依赖程度过大ꎬ
资源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逐年下降ꎮ 经济增长越快
未来经济发展压力越大ꎬ经济增长早晚会因资源枯
竭而停滞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
一ꎬ当市场对资源需求旺盛时期经济增长过快ꎬ但当
市场需求下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速将会大幅下
降ꎬ对地区经济造成较大冲击ꎮ 此外ꎬ资源型城市经
济增长依赖资源开采ꎬ大多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ꎬ存
在技术落后等问题ꎮ 这些问题都对资源型城市发展
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ꎮ
曲靖市是 云 南 省 第 二 大 城 市ꎬ 也 是 « 规 划» 中

２６２ 个资源型城市之一ꎬ属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行

列ꎮ 曲靖市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ꎮ 水能资源理

论蕴藏量 ４０６.２８ 万千瓦ꎬ可开发 ３００.３１ 万千瓦ꎮ 矿
产资源共有 ２９ 种 ２２５ 处产地ꎮ 已探明煤储量 ８７ 亿
吨ꎬ占云南省 ３５.５５％ꎻ远景预测储量 ３００ 亿吨ꎬ占云
南省 ５６％ꎻ炼焦煤储量占云南省 ９５％ 以上ꎮ 已探明
铅矿储量 ６１.６５ 万吨ꎬ占云南省第三位ꎻ锌矿 １０７.９５

万吨ꎬ占云南省第四位ꎻ硫铁矿 ３.５５ 亿吨ꎬ占云南省

第一位ꎻ水泥用石灰石 ４.４７ 亿吨ꎬ占云南省第一位ꎻ
磷矿 １０.２７ 亿吨ꎬ占云南省第二位ꎮ 已开发利用煤、
磷、铅、锌、铁等 ３６ 种ꎮ 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矿业城
市ꎮ ２０１３ 年曲靖原煤产量 ４ ９５８.７４ 万吨ꎬ占全省总
产量(１０ ５０９.１７ 万吨) 的 ４７.１８％ꎻ十种有色金属产

量８０.９０万吨ꎬ占全省总产量( ３００.４２万吨) 的

２６.９３％ꎮ 其中原铝( 电解铝) 产量 ４１.７８ 万吨ꎬ占全
省总产量(９３.６５ 万吨) 的 ４４.６１％ꎬ锌产量 ２６.８４ 万
吨ꎬ占全省总产量(９６.５４ 万吨) 的 ２７.８０％ꎮ 而 ２０１３

年曲靖地区生产总值为 １ ５８３. ９４ 亿 元ꎬ 只 占 全 省
(１１ ７２０.９１ 亿元) 的 １３.５１％ꎮ① 曲靖市经济发展严重
依赖于煤炭开采及其延伸产业ꎮ ２０１４ 年ꎬ受国际大

宗商品市场需求不振及国内实体经济乏力等诸多因
素的直接影响ꎬ曲靖市经济遭遇了金融危机以来最
大的困难ꎮ 全市全年工业增加值 ７２０.９８ 亿元ꎬ按可
比价计算只增长了 ０.１％ꎮ 其中规模以上重工业企
业实现增加值 ２２５.４１ 亿元ꎬ下降 ８.５％ꎮ 残酷的现
实逼迫着曲靖市不得不思考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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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产业结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曲靖市作为云南省第二大经济体ꎬ改革开放尤

其是新世纪以来三次产业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
效ꎮ ２０００ 年全 市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只 有 ２１３ 亿 元ꎬ 其
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５０.９亿元ꎬ第二产业增加值９０.６
亿元ꎬ第三产业增加值 ６９.５ 亿元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１ ５８３.９４ 亿元ꎬ其中:第一产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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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５％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８％ꎬ但第
二产业的比重却从 ４２％ 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７％ꎬ同
期全国第二产业上升至 ４７％ꎬ云南省第二产业比重
仍维持在 ４３％ꎮ③ 曲靖市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远高
于云南及全国同期水平ꎮ

３

曲靖市产业结构发展失衡的原因
造成曲靖市产业结构发展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

现增加值 ２８９.１９ 亿元ꎬ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８３８.４５

下三个方面:

十三年前的 ７.４４ 倍、５.６８ 倍、９.２５ 倍和 ６.５７ 倍ꎮ

以放弃要素禀赋优势ꎮ 当前曲靖市对煤炭产业过于

然而在曲靖市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ꎬ我们

依赖的现状ꎬ直接源自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也看到由于过度注重资源开采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开

奉行比较优势理论ꎬ即根据“ 两利相权取其重ꎬ两弊

采ꎬ给曲靖市产业结构埋下了严重的隐患ꎮ 一是采

相权取其轻” 的原则ꎬ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 比较

矿业等能源型行业占全市工业比重连年上升ꎬ制造

优势” 的产品ꎬ进口其具有“ 比较劣势” 的产品ꎮ 就

业等其他行业比重则逐年下降ꎮ ２００６ 年ꎬ采矿业工

曲靖来说ꎬ其“ 比较优势” 天然地体现在其丰富的煤

７.１２％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煤炭开采及洗选业占规模以上

的 ３６％ꎬ精查储量 ４６ 亿吨ꎬ远景储量 ２７６ 亿吨ꎬ占全

亿元ꎬ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４５６.３０ 亿元 ꎮ 分别是
②

业增加值占曲靖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增加到 ３１. ４８％ꎮ ２００５ 年ꎬ制

造业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为
７１.２２％ꎬ到 ２０１３ 年则下降到 ６０.８４％ꎮ 二是重工业

一是产业发展过于依赖煤炭资源开采ꎬ企业难

炭资源上ꎮ 曲靖煤炭保有储量 ８５.８ 亿吨ꎬ占云南省
省总量的 ５２％ꎬ炼焦煤约占全省的 ９６.５％ꎬ富源县老
厂优质无烟煤矿区被称为“ 中国江南第一大煤田” ꎮ

这种资源型比较优势ꎬ其实质是一种要素禀赋优势ꎮ

主导ꎬ工业生产呈现重工业偏“ 重” 、轻工业偏“ 轻”

随着资源开采的深入ꎬ城市基于发展的资源必然日

业占 ４０.０５％ꎬ重工业占 ５９.９５％ꎬ到 ２０１３ 年轻工业

赖ꎬ最终都走向了衰落ꎮ 对于曲靖来说ꎬ尚处于资源

的局面ꎮ ２００５ 年曲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

益枯竭ꎮ 世界许多资源型城市由于未能摆脱资源依

比重下降至 ３３.７７％ꎬ重工业比重则上升至 ６６.２３％ꎮ

型城市发展的成熟期ꎬ资源枯竭的压力并没有凸现

三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ꎬ新兴服务业占

出来ꎮ 产业的发展困境只是基于外部资源需求的下

比偏低ꎮ 曲靖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大部分来自批发零

滑及资源价格的下降ꎬ企业并不愿意放弃这种要素

售 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ꎮ２０１０年交通运输、仓储

禀赋优势ꎮ 即使有部分企业愿意尝试转型升级ꎬ但

及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三大产业实现增加

也无力抗拒煤炭要素成本优势的诱惑ꎮ

值 １ １６３.６ 亿元ꎬ占全部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４２.７％ꎬ

二是粗放式增长特征明显ꎬ资源约束加剧ꎬ可持

金融保险ꎬ房地产实现增加值 ５９.２ 亿元ꎬ占 ２０％ꎬ其

续发展能力弱ꎮ 既然企业发展借助的是要素资源的

他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１１０.１ 亿元ꎬ占 ３７. ３％ꎮ 在整

成本优势ꎬ那么一切有可能增加企业成本的行为企

个服务业中ꎬ仅有批发零售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业皆不乐于接受ꎬ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会降低企业的

重超过了 ５％ꎬ成为服务业唯一的支柱产业ꎮ 四是

长期成本ꎮ 对企业来说ꎬ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可能会

２５ ∶ ４２ ∶ ３３ꎬ同期云南三次产业比是 ２２ ∶ ４３ ∶ ３５ꎬ

从眼下来看ꎬ这种行为会增加企业的当期成本ꎬ吞噬

三产结构逐年恶化ꎮ ２０００ 年曲靖市三次产业比是

在未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ꎬ但

全国三次产业比是 １５ ∶ ４６ ∶ ３９ꎮ 曲靖市三产比与

企业当期利润ꎮ 此外ꎬ对于资源的可开采年限ꎬ企业

云南、全国水平差距不大ꎮ 虽然随着全国工业化的

经营者也无确实的把握ꎮ 一方面是对煤炭储藏量的

推进ꎬ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ꎬ曲靖市第一产业

不确定ꎬ另一方面是对国家资源开发政策的不确定ꎮ

②
③

数据来源:２００１ 年曲靖市统计年鉴ꎬ２０１３ 年曲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的全国、云南省、曲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而得.

５２

潘孝军: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以曲靖市为例

这造成了曲靖市煤炭开采业的短视性与逐利性ꎮ 许

三要坚持产业发展精深化与多元化并举的原

多煤老 板 奉 行 一 句 “ 真 理” ———什 么 赚 钱 做 什 么ꎮ

则ꎮ 俗话说的好ꎬ“ 人无百日好ꎬ花无百日红” ꎮ 任

放式增长方式ꎮ

荣时期ꎬ即使经营效率最差的企业也会获得可观的

这种经营理念导致曲靖市许多产业发展采取的是粗

何一个产业都会存在繁荣与衰退更替的现象ꎮ 在繁

三是科研投入不足ꎬ科技创新能力弱ꎬ推动产业

利润ꎮ 在衰退时期ꎬ即使经营效率最好的企业也可

转型升级作用不强ꎮ 首先ꎬ科技创新投入强度较低ꎮ

能会出现亏损ꎮ 但是只有经历衰退仍然存活的企业

Ｒ＆Ｄ 强度通常以企业 Ｒ＆Ｄ 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来

才是优秀的企业ꎮ 这些优秀的企业一定是坚持精深

衡量ꎮ 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ꎬＲ＆Ｄ 强度在 １％ 以下

化发展的企业ꎮ 现如今曲靖市各产业缺少的正是这

的企业是很难长期生存的ꎬ２％左右的企业仅能勉强

样的企业ꎮ 建议曲靖市政府适时淘汰落后产能ꎬ推

维持ꎬ只有强度达到 ５％以上的企业才具有竞争力ꎮ

动产业精深化发展ꎮ 其次ꎬ对于一个地区ꎬ产业发展

入( 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只有 ０.２％ꎮ 其次ꎬＲ＆Ｄ

里ꎮ 建议曲靖市在第一产业中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投入比例为 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

特别是高精尖技术研发方面ꎬ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

游餐饮业、物流业ꎮ

曲靖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占销售收

要有多元化的发展方向ꎮ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研究层次较低ꎮ 从曲靖市 Ｒ＆Ｄ 经费支出结构看ꎬ基

业、蔬菜种植与油料生产ꎮ 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

２.０２％:９７.９８％ꎮ 说明曲靖市在基础研究即高技术

品加工及酒类制造业ꎮ 在其他产业中ꎬ发展国内旅

段ꎮ Ｒ＆Ｄ 经费投入基本上是集中在 ９７.７８％的试验

四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ꎬ助力产业转型升级ꎮ

发展方面ꎮ 再次ꎬ企业研发机构较少ꎮ ２０１３ 年曲靖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最终要靠企业的技术创新ꎮ 建议

市 ５４０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 ３３ 个科研机构ꎬ而

曲靖市政府:一是强化科技创新服务职能ꎮ 通过广

且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中ꎬ企业办科研机构数

播、电视等媒介宣传科技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决

占全部企业的 ６.１１％ꎮ 也就是说曲靖市近 ９３.８９％

定作用ꎬ通过重奖各类科技创新贡献者ꎬ引导曲靖市

的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科技机构ꎮ

各类企业重视科技创新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ꎻ对创新

４

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政策支持ꎮ 二是创新

曲靖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

产学研合作体制机制ꎮ 政府要为企业与高校、科研

一要树立产业转型升级长期化的观念ꎮ 导致今

院所牵线搭桥ꎬ支持创建各类产学研联合体ꎬ建设产

天曲靖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学研合作信息平台ꎬ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科技中介服

的ꎬ它是多年市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积累的

务机构建设ꎬ制定产学研合作的扶持政策ꎮ 三是完

结果ꎮ 对于政府以及企业都要树立产业转型升级长

善激励科技创新的人才政策ꎬ强化智力支撑ꎮ 科技

期化的观念ꎮ 不要寄希望于短期的政策与措施就可

创新的主体是科技人才ꎬ曲靖作为西部地区的四线

以解决问题ꎮ 在制定促进曲靖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政

城市ꎬ在人才吸引方面并不具有优势ꎮ 这要求曲靖

策措施时ꎬ要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ꎬ要从整体

市一方面要制定实施更为优惠的人才吸引政策ꎬ另

出发ꎬ从长远处着手ꎬ制定长期政策ꎬ并要求历届政

一方面更要加强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ꎬ培

府坚持贯彻落实ꎮ

养本土优秀创新人才ꎮ

二要充分认识曲靖市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ꎮ 在
各种场合ꎬ曲靖人谈到曲靖优势时ꎬ都会提曲靖具有

５

小结

丰富的水资源、矿产资源ꎬ各种生物资源、旅游资源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等等ꎮ 但是在经济发展时ꎬ却只愿意看到丰富的矿

工程ꎬ也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ꎮ 它需要社会各

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ꎮ 为什么不把经济发展的视

方面的共同努力ꎮ 曲靖市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煤炭

野放开呢? 充分开发利用曲靖的人口资源、生物资

资源型城市ꎬ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煤炭资

源以及旅游资源呢? 建议曲靖市充分开发本市的人

源开采ꎬ虽然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ꎬ但为长期

口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ꎬ开发生物资源发展高

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重要隐患ꎮ 对于曲靖市的产业

原特色农业ꎬ开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旅游业ꎮ

转型升级ꎬ重要的是要摆脱低水平的单一资源依赖

潘孝军: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以曲靖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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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ꎬ解决的方法无非是产业结构多元化与产

ＩｈＱＵｋＳｃＸＡ－ＺｌＳｃｋＭｌｘ３Ｐ３ｌＤｗ１ＯＧｏ０ＺＧＬＯＶｘＯＦＴ９ｊＣＺＲ

业发展精深化ꎬ这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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