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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进步助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脱贫 ∗
徐和平
( 贵州财经大学ꎬ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

要: 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ꎬ贫困程度高有其深层原因ꎮ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

集中最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滞后ꎬ缺少从外部获得大量的收入渠道ꎬ而且失业与半失业人口比重大ꎮ 基于工业化
后经济发展的分析ꎬ产业发展与科技成果的运用及科技进步有着密切关系ꎬ而产业发展需要市场及相应的城市及
交通作为支撑ꎮ 该文通过科技成果运用及进步分析ꎬ提出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系统政策ꎬ以此助推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与人口大面积的脱贫ꎮ
关键词: 科技进步ꎻ民族地区ꎻ产业发展与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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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中国脱贫攻坚进入了关键时

期ꎬ西部民族地区仍有一些地方贫困人口集中ꎬ成为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ꎮ 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大面积脱贫
必须与现代化联接起来ꎬ从西方国家的落后地区摆
脱贫困的经验与模式看ꎬ脱贫的关键在于产业发展ꎬ
而产业的发展需要引进与运用新的科技成果ꎬ而且
需要一定规模市场支持ꎬ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脱贫
也需要通过产业的发展推动ꎬ将最新科学技术运用
于产业与市场开拓中ꎮ

１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及其深层原因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东部及中部地区ꎬ

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处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ꎬ
是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ꎮ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最为重

州人口 占 西 部 的 １ / ７、 全 国 的 １ / １０ꎮ 如 果 按 中 国

２０１２ 年出台的年收入 ２ ３００ 元的扶贫线测算ꎬ２０１０

年贵州省贫困人口约有 １ ７６４ 万人ꎬ ２０１０ 年贵州常
住人口 ３ ４７４ 万ꎬ贫困人口应为总人口的 ５０％ꎮ 贵
州贫困县占全省县级行政地区的 ６２％ꎬ多处于边缘
民族地区ꎬ所占面积大ꎮ 四川攀枝花 ７５ 个民族村的
人均年收入也不足 ２ ３００ 元ꎬ贫困程度深ꎮ 民族地
区贫困原因主要有几点:

第一ꎬ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远不能与中国其它地
区相比ꎬ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劣ꎬ不
利于产业发展ꎮ 西南民族地区高原面积大ꎬ西藏及
云贵高原很大部分属于高寒山区ꎬ低温不利于农作
物生长ꎬ生存条件恶劣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西南地

区农村人口增长迅速ꎬ森林大面积消失ꎬ石漠化现象

要的原因是产业发展落后ꎬ其深层的原因是自然环

严重ꎮ 山区土地破碎ꎬ劳动力强度大ꎬ生产效率低ꎬ

境差ꎬ区位条件差ꎬ社会的封闭ꎬ远离市场ꎬ市场经济

许多土地被撂荒ꎮ 西北地区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ꎬ

落后ꎬ同时也缺乏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ꎮ

黄土高原过度农耕及放牧使土地大面积沙漠化ꎬ而

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最为贫困地区ꎬ贫困人口

新疆沙漠面积过大ꎬ缺少问题突出ꎮ 恶劣的自然条

多ꎬ贫困 面 大ꎮ ２０１２ 年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全 国 共 ５９２

件加深了民族地区的贫困ꎮ

三省的贫困县超过西部的一半ꎬ三省的少数民族地

地区产业滞后与低水平的工业化极大地阻碍了经济

区面积大ꎬ人口多ꎮ 贵州是多个民族集中的地区ꎬ少

的发展ꎬ是贫困最为重要的原因ꎮ 西部不少民族省

数民族人口占整个人口的 １ / ３ꎬ贫困人口比重大ꎬ贵

区工业化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ꎬ国内学者利用三次

个ꎬ西部 ３７５ 个ꎬ超过全国的半数ꎬ云南、贵州、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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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产业发展滞后ꎬ工业化水平低ꎮ 西部民族

产业产值结构等综合指标分析ꎬ认为西部一些省区
尚处于工业化初期ꎬ至少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段ꎬ而
中国发达地区则进入了工业化后期ꎮ 工业化初期的
农业比重大ꎬ服务业与制造业比重小ꎮ 西部民族地
区的工业化相对于核心地带发展更为落后ꎮ 制造业
是城市及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部门ꎬ根据西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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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ꎬ基础部门是外销产业部门ꎬ是地方增长

对郊区及农村产生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ꎮ

的唯一来源ꎮ 制造业厂商将产品销往外地市场而获

西部民族省区城市发展很不均衡ꎬ中心与边缘

得大量收入ꎬ这笔收入又在当地服务部门中消费掉ꎬ

差距很大ꎬ边缘的民族地区城市与城镇稀少ꎮ 西部

这样进一步产生了新的收入和就业ꎬ经济扩张像一

民族省区大多是省城“ 一城独大” ꎬ次级市镇发展不

个接一个的波浪推动城市与区域经济的扩张ꎮ
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制造业水平很低ꎬ是经济学

足ꎮ 根据靠近 ２１ 世纪的人口测算ꎬ中国各省区城市
首位度排列前 １０ 名的西部省区占有 ７ 个ꎬ青海高达

说的产业低度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沿海经济迅

８.３９ꎬ其它六个西部省区是云南、陕西、甘肃、西藏、

地区也出现众多乡镇企业ꎬ并向特定的节点聚集ꎬ形

度超过 ２.５ 的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属于首位

速推进ꎬ城市外围的工厂及工业园区大量涌现ꎬ农村
成新的产业园区ꎮ 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经济空心化

新疆、贵州等ꎬ这些省区的首位度都超过 ２.６９ꎮ 首位
式ꎮ 这类城市体系中大城市过度膨胀ꎬ中等城市发

现象十分突出ꎬ从城市向外围驱车数十公路很难见

展不足ꎬ整个城市系统由特大城市直接支配众多小

到东部类似的工厂与工业园区ꎬ给人印象最深的一

城市与城镇ꎬ首位城市空间狭窄ꎬ难以带动整个省域

个个楼盘吞噬周边良田ꎮ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ꎬ民族

发展ꎮ 西部省区的少数民族大多分散边缘地区ꎬ城

地区也出现一些矿业城市ꎬ但以采掘、矿产品及农产

市辐射带动力很弱ꎮ

品粗加工为主ꎬ产品附加值低ꎬ对外竞争力很弱ꎮ 民

不仅如此ꎬ由于受首位城市的冲击ꎬ西部民族省

族地区的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没有发展起来ꎬ农业

区的中小城市及城镇经济功能发展受到抑制ꎬ也阻

是其主要经济ꎮ 民族地区工业落后ꎬ不能有效地带

碍了农村的发展ꎮ 中等城市及小城市是西部各省区

动服务业与农业的发展ꎬ是其贫困最为重要的原因ꎮ

第二等级的城市ꎬ大多是地州政府所在地ꎬ其主要功

第三ꎬ城市与城镇发展不足ꎬ城市化水平低ꎬ带

能是行政管理ꎬ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型的城市ꎬ加之东

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动能不足ꎮ 据中心地理

部地区及本地中心城市工业产品的冲击ꎬ制造业难

论ꎬ城市的职能是为周边腹地人口提供服务ꎬ包括两

获发展ꎮ 此外ꎬ受中心城市的吸引ꎬ民族省区较低等

方面:一是作为腹地的经济中心ꎬ二是为腹地提供物

级城市及农村的资源也向外流出ꎮ ８０ 年代后ꎬ民族

品和服务ꎮ 城市具有市场中心的作用推动工业发

地区自然资源向外流出的同时ꎬ高素质的人口也向

展ꎬ为城市及周边地区人口提供就业与收入ꎬ同时城

外流动ꎬ最后农村青年劳动力也向中心城市流动ꎬ使

市具有的市场规模ꎬ为周边地区农业及加工业提供

民族地区发展更为困难ꎮ

市场服务ꎮ 西方城市经济学学者认为ꎬ城市成功之

２

时也就是国家或地区成功之时ꎮ 自工业革命起ꎬ城
市和城镇成为经济中心ꎮ 城市具有市场中心作用ꎬ
吸引企业家投资设厂ꎬ也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ꎬ
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ꎬ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ꎮ

落后地区以科技进步实施产业脱贫的成

功国际经验
２０ 世纪后ꎬ世界一些落后地区通过产业实现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大幅提高当地的收入ꎬ成功地提升

改革开放后ꎬ东部的繁荣和发展与城市发展及

了社会富庶ꎬ使大量人口能够就业与脱贫ꎮ 与中国

城市化密切相关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中国东部地

西部民族地区相似ꎬ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佳ꎬ生存

区城市与城镇发展加速ꎬ在大城市兴起的同时ꎬ中小

环境差ꎬ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通过科学技术运

城市与城镇发展起来ꎬ形成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合

用ꎬ实现科技进步ꎬ改变不利环境ꎬ通过产业与城市

理发展格局ꎬ区域城市发展均衡ꎬ城市体系规模结构

互动发展改变区域发展的不利因素ꎬ促进经济的快

多呈序列式ꎬ实现城乡地区一体化发展ꎮ 江苏省的

速发展ꎮ 综合美国西部及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典型的序列式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发展经验有以下几点:

口超过 １００ 万ꎬ有 ５０ 至 １００ 万的城市 ３ 个ꎬ以下还

存与发展环境ꎮ 美国西部是美国开发最晚的地区ꎬ

有众多中小城市及小城镇ꎬ江苏省城市首位度低于

自然条件差ꎮ 美国西部最初指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

２ꎬ可谓是等级大小有序ꎬ分布均匀有致ꎬ城乡发展均

西比河之间的地带ꎬ以后随着美国领土向西扩张ꎬ西

代ꎬ江苏省首位城市南京市人口超过 ２００ 万ꎬ苏州人

衡ꎮ 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较为充分ꎬ形成众多城市群ꎬ

第一ꎬ利用新的科学与技术ꎬ改善落后地区的生

部范围最后包括了远至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ꎮ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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袤无垠的西部地区曾经杳无人烟人处女地ꎮ 这一地

州ꎮ 制造业的发展带动西部旅游业的发展ꎬ西部风

区不仅远离东部市场ꎬ而且内陆是巨大的荒漠ꎬ西边

景秀丽的自然风光及民族文化吸引全美及世界各地

为落基山脉所阻ꎬ环境恶劣ꎮ １９ 世纪后期起ꎬ西部

的人群ꎬ带来大量收入ꎮ 制造业及旅游业带动了西

世纪末ꎬ美国修建了三条从东海岸至西海岸的横贯

使美国农业第一、第二大州都转到西部地区ꎮ

地区开始利用最新科学改变其区位与发展条件ꎮ １９

部农业农产品生产ꎬ西部利用灌溉农业及节水技术ꎬ

大陆的大铁路ꎬ一定程度改善了西部地区远距离运

二战后ꎬ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产业也获得

输条件ꎬ有利于农产品、矿产的运输ꎬ同时促进西部

长足发展ꎬ但与美国西部地区有所不同ꎮ 这一地区

地区人口聚居点形成及城镇发展ꎮ 进入 ２０ 世纪ꎬ西

前工业时期就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工业ꎮ 在法国的香

部地区将最新科学技术用于交通建设中ꎮ 西部地区

槟地区及瑞士西部地区ꎬ当地人利用优质葡萄生产

人口分散ꎬ公路建设更适应其具有情况ꎬ西部地区最

葡萄酒ꎮ 而德国南部的巴伐尼亚原是德国最落后之

先确立大规模发展公路交通体系的战略ꎬ建设了发

一ꎬ二战后在原有啤酒基础上ꎬ又推动其它新兴的产

达公路网络ꎬ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汽车与人们的工作

业的发展ꎮ 在瑞士ꎬ钟表及食品加工业发展的同时ꎬ

２０ 世纪ꎬ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也采取类似路

旅游业也十分发达ꎬ在世界具有相当的影响ꎮ 阿尔

及生活密不可分ꎮ

医药等高技术产业也发展起来ꎮ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

径改善其生存与发展环境ꎮ 阿尔卑斯山地区包括意

卑斯山地区的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ꎬ使传统产业

大利北部、法国东南部、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

焕发生机ꎬ成为欧洲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ꎮ

德国南部及斯洛文尼亚等地ꎬ这里高山峻岭ꎬ尽管降

第三ꎬ通过城市发展为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ꎬ并

雨大ꎬ但大部分地处高寒地带ꎬ生存条件不佳ꎬ而且

带动产业创新活力ꎮ 城市发展及扩张可带来巨大的

十分封闭ꎬ这些地方的民族被称为“ 野蛮人” ꎮ 近代

市场空间ꎬ同时城市人口的聚集易于产生创新精神ꎬ

这里是欧洲最为落后的地区ꎬ为了生存近代这些地

这些因素有利于城市产业的发展及社会富庶ꎮ 二战

区的年青人大量英国、法国的雇佣军ꎬ境内人口不断

后ꎬ美国西部地区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推动现代城市

地向外迁移ꎮ 近现代开始ꎬ新交通技术开始在这一

的发展及新型城市化ꎮ 战后ꎬ对美国西部地区新型

地区运用ꎬ在低海拔的丘陵地区修建了稠密的铁路

城市影响最大的是公路及信息技术ꎮ 通过发达的公

线ꎮ ２０ 世纪后ꎬ这些地区大规模投资公路建设ꎬ建

路网西部地区以新型的都市区形式出现ꎬ传统的大

立发达公路网络ꎬ在一些风景优美高山地带也修建

城市由市区向外围地区摊大饼似地扩张ꎬ市区硕大

了便利的交通设施ꎮ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交通与通勤

无朋ꎬ大城市病异常严重ꎬ而乡村则十分贫困ꎮ 而西

条件大大改善ꎬ低海拔的丘陵地区的交通往来十分

部的都市区则以多中心、分散的形式出现ꎬ城市对乡

方便ꎬ区位条件改善ꎬ对外联系与贸易也十分方便ꎮ

村辐射半径大ꎬ城市与外围、城市与乡村发展均衡ꎮ

第二ꎬ利用新的科学与技术推动落后地区的产

同时ꎬ由于都市区的发展ꎬ西部也成为美国创新能力

业发展ꎬ使三次产业同步推进ꎬ并得到协调发展ꎮ 第

最强的地区ꎬ美国大量最新科技成果首先在这里运

二次世界大战起ꎬ美国西部地区积极推进其工业发

用并产生效益ꎬ如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就是创新人才

展ꎬ实施制造业导导向的工业化战略ꎮ 西部地区停

最为集中的走廊ꎬ引领全球微电子工业ꎮ

止初级产品导向的工业化战略ꎬ积极引进最新科学

二战后ꎬ阿尔卑斯山地区城市的发展同样推动

技术利用自然资源就地工业化ꎮ 二战后ꎬ制造业中

这一地区的产业发展及经济繁荣ꎮ 由于地理环境的

原材料使用的轻型化ꎬ西部地区储藏丰富的铝矿、石

差异ꎬ这一地区的城市与美国西部的城市有很大不

油等生产铝、塑料等的轻型材料ꎬ企业家利用新材料

同ꎮ 这一地区高山峻岭、土地破碎ꎬ平原地带少ꎬ要

推进新型制造业发展ꎬ如航天航空工业ꎮ 二战后ꎬ西

建立特大城市或都市区是困难的ꎬ而且成本高昂ꎮ

部地区还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地推进动力、军

这一地区发展具有自己特色ꎬ将城市增长布局大城

工及电子等高技术产业发展ꎮ 不仅如此ꎬ西部还利

市外围的地区或城镇节点ꎬ以城市带或走廊形式出

用其农产品及林业产品发展服装纺织工业及家具工

现ꎬ使区域内市镇发展较为均衡ꎮ 靠近阿尔卑斯山

业ꎮ 制造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经济迅速赶上东部老

地区的德国南部原来城市发展滞后ꎬ二战后出现了

的工业中心ꎬ加利福尼亚甚至成为美国经济第一大

慕尼黑至斯图加特新兴的发展走廊ꎬ并形成了城市

４６

徐和平:以科技进步助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脱贫

与城镇网络ꎬ城市化水平很高ꎮ 小国瑞士也出现日

业的快速发展ꎬ美国西部及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

内瓦经伯尔尼到苏黎世的城市网ꎮ 阿尔卑斯山地区

由此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ꎬ中国西部民族地

的城市规模系统呈序列式ꎬ首位城市与第二等级城

区也不例外ꎬ民族地区需要通过科技进步推动制造

市间的规模差距不大ꎬ城市等级大小有序ꎬ分布均匀

业、服务业及农业的全面发展ꎮ

有致ꎬ使农村地区也能享受到强力的城市辐射影响ꎮ

３

以科技进步推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脱贫

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发展需要通过几个层次展
开ꎬ并带来广泛的就业ꎮ 要通过以制造业为导向的
工业化替代过去的采掘及初级产品加工的产业发展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脱贫应建立在产业发展的

策略ꎮ 民族地区最为迫切的是加大技术引进和自主

基础上ꎬ中央同样将产业扶贫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ꎮ

技术开发力度ꎬ注意产业升级ꎬ延长矿产品、农产品

从国外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看ꎬ中国西部民族地区

的加工链ꎬ吸纳更多劳动力ꎮ 在传统产业升级过程

的产业发展是脱贫的前提ꎬ而其发展与脱贫也需要

中ꎬ应有意识地推动产业集聚ꎬ形成产业集群ꎬ产生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其生存与发展条件ꎬ同

知识溢出效应ꎬ促进新产品生产ꎬ进而形成产业发展

时也要利用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的发展ꎬ并要求为产

走廊ꎮ 同时ꎬ要培育新的产业ꎬ民族地区利用本身劳

业发展提供市场空间ꎬ其政策与战略如下:

动力及土地成本低的优势ꎬ引进东部地区转移出来

第一ꎬ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改善西部民族地区的

的产业或产业链ꎬ提供更多的就业与收入ꎮ

生存与发展条件ꎬ并改变不利的区位条件ꎮ 西部民

在工业发展带动下ꎬ促进旅游服务业的发展ꎬ从

族地区自然条件普遍不佳ꎬ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劣ꎬ而

而带来更多的就业与收入ꎮ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具有

且不少地方仍然很封闭ꎮ 面对这一背景ꎬ西部民族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ꎬ开发与利

地区需要大力发展交通设施ꎬ突破本地区的封闭状

用这些资源在其旅游服务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

况ꎬ使之与外部世界联接起来ꎮ 但是引入现代交通

义ꎮ 西部民族地区辽阔的土地ꎬ各地拥有秀丽的自

技术并进行规模巨大的交通投资ꎬ需要巨额的交通

然风光ꎬ美丽的湖光山色ꎬ独特的山川气候ꎮ 这里分

投资资金ꎬ西部民族地区贫困ꎬ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投

布着中国 ５０ 多个民族ꎬ民族文化丰富多彩ꎬ是其极

资ꎬ而这些地区高山峻岭ꎬ连绵的群山ꎬ甚至还有广
袤无垠的荒漠ꎬ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很难吸引到民营
企业家光顾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ꎮ

其重要的旅游资源ꎬ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ꎬ可
推动旅游服务业的发展ꎮ
随着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ꎬ需要推动现代农业

西部民族地区庞大的交通设施建设需得到各级

的发展ꎮ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ꎬ一些省区粮食

政府公共资源资助ꎮ ２０ 世纪前后ꎬ美国与欧洲等地

等农产品长期不能自给ꎬ需要以科技进步与创新推

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推动落后地区交通建设ꎬ美国西

动农业现代化ꎮ 现代农业是规模化的农业ꎬ在中国

部地区大铁路是政府通过土地赠送铁路公司而修筑

主要是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专业大户等农业生

的ꎬ而 ２０ 世纪政府直接参与西部的公路网建设ꎮ 欧

产组织实施ꎮ 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组织通过扩大农业

洲落后地区的铁路与公路建设同样得到政府大量资

生产规模ꎬ提高机械化种植水平ꎬ并将科学技术与农

助ꎮ 建国后ꎬ中央政府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投入大

业生产结合起来ꎬ大力发展都市农业与特色农业ꎬ以

量资金进行铁路与公路建设ꎬ但西部民族地区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及农民收入ꎮ 要利用科学技术发

设施本身欠帐太多ꎬ更多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可使民

展农村的非农产业ꎬ使农民能够从事更多的兼职就

族地区突破交通瓶颈ꎬ铁路能使民族地区与外部市

业ꎬ确保农村及农业生产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

场更好地联接起来ꎬ而公路则有利于民族地区内部

存量ꎬ保持农村的稳定ꎮ

市场的建设ꎬ为产业发展与脱贫提供良好的条件ꎮ

第三ꎬ以科技进步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系统

第二ꎬ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产

及城市化发展ꎬ为产业发展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空

业发展ꎬ促进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ꎮ 产业发

间ꎮ 市镇发展不足及城市化水平低ꎬ抑制着民族地

展滞后ꎬ工业化水平低是西部民族地区就业不足及

区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ꎬ民族地区产业发展ꎬ需要一

落后的最重要原因ꎬ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快

定数量及规模的市镇支撑ꎬ这是发达国家及中国东

速发展可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推动科技进步ꎬ促进产

部发展的规律ꎬ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很难例外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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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省区的地理环境与东部地区有很大的

路ꎬ有利于境内大中城市的协调发展ꎻ以高速公路联

差异ꎬ现行的“ 一城独大” 的城市系统很难带动边缘

接主要城市和县城ꎬ形成省域多中心的城市网络系

的民族地区城市与城镇的发展ꎬ而且在过高首位度

统ꎻ通过公路联接小城镇及农村地区ꎬ将城镇触角延

下中心城市还抑制了边缘地区的市镇发展ꎬ并造成

伸到边缘农村地区ꎬ协调城乡发展ꎮ 多层次的城市

这些地区经济停滞与衰退ꎬ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与

系统形成有利于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及大面积脱贫ꎮ

城镇是其经济发展与脱贫的必然选择ꎮ
根据西部省区地域广阔、人口分散特点及发达
国家的落后地区的城市系统的启示ꎬ西部民族省区
应多层次推进城市与城镇发展ꎬ形成城市网络系统ꎮ
相对东部ꎬ各省区首位城市地域及腹地更广阔ꎬ需改
变单一中心的格局ꎬ建立类似美国西部的多中心、分
散型的都市区ꎬ扩大都市区中心对边缘的辐射带动
能力ꎮ 各省区的第二等级城市是联接省城与农村腹
地小城市及城镇的中介ꎬ要提升其规模等级ꎬ起到各
省区次级经济增长中心的作用ꎮ 重视等级较低的小
城市及城镇的作用ꎬ它们是联系民族地区农村腹地
的桥梁ꎬ这些市镇的发展才有可能将现代文明推进
到边缘的民族地区ꎬ并带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ꎮ 要
协调好民族省区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发展ꎬ需要选择
好合适的交通系统ꎬ通过高铁将中心城市与远方市
场联接起来ꎬ为本地区打开对外快速联系的通道ꎻ通
过轻轨、地铁、快车道联接大城市中心与外围联接起
来ꎬ解决都市区快速通勤问题ꎬ有利于都市区的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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