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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三大区域经济(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区域ꎮ 基于泰尔指数

方法ꎬ分别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
出四个指标进行测算ꎬ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大于 ０.１ꎬ经济产出不平衡程度显著ꎬ
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泰尔指数较高ꎬ尤其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不平衡程度很大ꎮ 就
雄安新区发展思路而言ꎬ既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其影响ꎬ又要积极借鉴深圳
特区与浦东新区开发建设的成功经验ꎬ更要结合具体实践ꎬ利用好相关政策、找准突破点、确定好战略方向ꎬ创新发
展模式和形成发展思路ꎬ开发建设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ꎮ
关键词: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ꎻ泰尔指数ꎻ雄安新区ꎻ深圳特区ꎻ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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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域等ꎮ 在纲要确定的近期、中期、远期发展主要目标
中协同发展、缩小差距、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衡等要

京津冀三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体ꎬ早

求ꎬ皆是旨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促进京津冀

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国务院就把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市、县

协同发展ꎮ 因此ꎬ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ꎬ缩小京

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ꎮ 经过

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提高京津冀可持续发展

二十多年的发展ꎬ环渤海经济区与珠三角、长三角经

能力ꎬ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首都圈区域经济体

济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ꎬ区域内经济发展也越来越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不平衡ꎮ 为了更好地发展环渤海经济区ꎬ建设首都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国内已有不少学者

经济圈ꎬ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习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

进行了相应的研究ꎮ 梁隆斌、张华(２０１１) 认为是各

要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ꎬ推进区域发展机

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

制体制创 新 等ꎬ 提 出 了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战 略ꎮ 在

不平衡ꎮ 安体富和任强(２００７) 提出公共服务均等

«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发展目标为:到

化字面意思为均衡、相等ꎬ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

推进ꎬ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ꎮ 中期到 ２０２０ 年ꎬ要

务的机会均衡和结果均衡ꎮ 据王泽彩(２００７) 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要实现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 试点示范有序

过程ꎬ最后达到大体相等ꎬ也即是居民享受到公共服

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ꎬ协同发展机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财力差异日趋拉大的阶

制有效运转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ꎬ初步形成京

段性特点ꎬ京津冀区域表现相当明显ꎮ 河北省区域

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ꎮ 远期到 ２０３０ 年ꎬ

经济发展水平与北京市、天津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别

要实现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ꎬ公共服务水平趋于

较大ꎬ未来要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衡ꎬ需

均衡ꎬ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

要大力提高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ꎮ 由于河北省
与北京、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ꎬ则河北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５

没有足够的财政购买公共服务和产品ꎬ又该如何实

作者简介:高卷ꎬ博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区域发展战

现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衡? 在市场经济体制

略、国民经济学等方面有研究ꎻ梁俊ꎬ经济学博士ꎬ助理研究员ꎬ主要
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ꎻ曾琳泉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环
境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ꎮ
∗

项目资助: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６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

划成果

下ꎬ调节收入差距是财政重要职能之一ꎬ财政转移支
付成为缩小区域财政收入差距的手段ꎮ 虽然中央政
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够缩小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
异ꎬ但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决定了转移支付不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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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手段推进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衡ꎬ应把大力提

共预算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四个角度

高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水

分别进行测算ꎬ以综合全面的测算京津冀区域经济

平作为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均衡的主要手段ꎮ 因

发展不平衡程度ꎮ 本文在具体实施中ꎬ借鉴彭定赟

此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下ꎬ河北省应大力发

和王磊(２０１３) 所应用的 Ｔｈｅｉｌ － Ｌ 指数计算公式ꎮ

展经济ꎬ提高财政收入水平ꎬ进而向社会公众提供较
高水平的公共服务ꎮ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ꎬ增加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的实施难度ꎮ 为了加快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ꎬ并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ꎬ探索
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ꎬ调整优化京津
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ꎬ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ꎬ中共中央ꎬ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雄

县、容城、安新县及周边区域设立雄安新区ꎮ 雄安新
区是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第三个全国意义的国
家级新区ꎮ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与规划分析ꎬ雄安新

Ｔｈｅｉｌ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Ｔ＝

ｎ

( ｘ ｉ / Ｘ) Ｉｎ[ ( ｘ ｉ / Ｘ) / ( ｙ ｉ /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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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Ｔｈｅｉｌ 指数公式分别构造四个单指标指数计
算公式:
(１) 京津冀区域经济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Ｔ ｇｄｐ ＝

∑( ｐｏｐ / ＰＯＰ) Ｉｎ[ ( ｐｏｐ / ＰＯＰ) / ( ｇｄｐ / ＧＤＰ) ]
ｎ

ｉ＝１

ｉ

ｉ

ｉ

其中ꎬＴ ｇｄｐ 为京津冀区域经济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ꎬｉ ＝

１、２ｎꎬ指第 ｉ 个区域ꎬｐｏｐ ｉ 是第 ｉ 个区域的常住人

口数ꎬＸ 是京津冀区域的常住人口总数ꎬｇｄｐ ｉ 是第 ｉ

区将会成为京津冀区域内新的增长极ꎬ尤其能够辐

个区域的 ＧＤＰꎬＧＤＰ 是京津冀区域的 ＧＤＰ 总数ꎮ 该

射带动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ꎬ有利于京津冀协同

指标主要反映京津冀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平衡

发展战略的实施ꎮ

程度ꎮ

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ꎬ雄安新区开
发建设将如何推进? 这一问题目前是国内关注讨论
的热点ꎬ也值得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相应的探讨ꎬ为雄
安新区建设提供相应的建议ꎮ 本文正是基于ꎬ首先
测算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ꎬ然后通
过研究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发展经验ꎬ思考雄安新
区发展思路ꎮ

２

２.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在雄安新区规划、开发建设前ꎬ确定京津冀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具体大小ꎬ对于雄安新区发
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ꎮ 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
进行定量研究ꎬ本文在思考雄安新区发展思路之前ꎬ
将对此进行研究ꎮ 国内外学者测算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程 度 时ꎬ 主 要 使 用 方 法 有 泰 尔 指 数 法 (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 、基尼系数法(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变异系数法

等ꎮ 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程度ꎬ颜敏(２０１３) 利用泰尔指数测算了大学教
育对工资不平等贡献ꎬ 赵伟ꎬ 马瑞永(２００６) 同样运
用泰尔指数测算了中国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等ꎮ 现
有的文献中ꎬ通常利用泰尔指数进行单指标测量ꎬ为
了深入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本文从区
域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公

(２) 京津冀人均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Ｔ ｐｇｄｐ ＝

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Ｉ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 ( ｐｇｄｐ ｉ / ＰＧＤＰ) ]
∑
ｉ＝１

其中ꎬＴ ｐｇｄｐ 为京津冀人均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ꎬｉ ＝ １、

２ｎꎬ指第 ｉ 个区域ꎬｐｏｐ ｉ 是第 ｉ 个区域的常住人口
数ꎬＸ 是京津冀区域的常住人口总数ꎬｐｇｄｐ ｉ 是第 ｉ 个
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ꎬＰＧＰＧ 是京津冀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总数ꎮ 该指标主要反映京津冀区域内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不平衡程度ꎮ
(３) 京津冀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 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Ｔ ｐｇｐｇｒ ＝

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Ｉ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 ( ｐｇｄｐｒ ｉ / ＰＧＤＰＲ) ]
∑
ｉ＝１

其中ꎬＴ ｐｇｐｇｒ 为 京 津 冀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人 均 收 入

Ｔｈｅｉｌ 指数ꎬｉ ＝ １、２ｎꎬ指第 ｉ 个区域ꎬｐｏｐ ｉ 是第个
区域的常住人口数ꎬＸ 是京津冀区域的常住人口总
数ꎬｐｇｐｇｒ ｉ 是第个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ꎬＰＧＰＧＲ 是京津
冀区域的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ꎮ 该指标主要反映
京津冀区域内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的不平衡程
度ꎬ也即区域内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平衡程度ꎮ
(４) 京津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人均支出 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Ｔ ｐｇｐｂｅ

＝

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Ｉｎ[ ( ｐｏｐ ｉ / ＰＯＰ) / ( ｐｇｄｐｅ ｉ / ＰＧＤＰＥ) ]
∑
ｉ＝１

其中ꎬＴ ｐｇｐｂｅ 为京津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人均支

出 Ｔｈｅｉｌ 指数ꎬｉ ＝ １、２ｎꎬ指第 ｉ 个区域ꎬｐｏｐ ｉ 是第
ｉ 个区域的常住人口数ꎬＸ 是京津冀区域的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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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ꎬｐｇｐｂｅ 是第 ｉ 个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ꎬＰＧＰＢＥ 是京
津冀区域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人均支出ꎮ 该指标主
要反映京津冀区域内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的不平
衡程度ꎬ也即区域内政府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及公
共产品的不平衡程度ꎮ
２.２

均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四个方面都存在较
大的不平衡ꎮ 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间ꎬ在京津冀区域经

济不平衡四个指标中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几乎全部大于 ０.１ꎬ说明京

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ꎮ 一般

数据说明及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间京津冀区域的

公共预算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全部大于 ０.３１ꎬ说明

京津冀区域内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显著

数据ꎬ主要包括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ꎬ具体数据

不平衡ꎬ能够说明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质量存在

指标有常住人口数据、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各地区

显著不平衡ꎬ导致财政收入存在不平衡ꎮ 一般公共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预算人均支出的泰尔指数大于 ０.１４ꎬ说明京津冀区

支出ꎬ京津冀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域在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方面不平衡程度差别较

人均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人均支出由河北省、

高ꎬ反映了京津冀区域内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

北京市和天津市各指标之和除以京津冀区域常住人

公共产品的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在四个单项指标

口之 和 得 到ꎮ 数 据 来 源 分 别 为 河 北 经 济 年 鉴

里ꎬ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泰尔指数最高ꎬ并且财政

(２０１６) 、 北 京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１６) 和 天 津 统 计 年 鉴

收入反映了经济发展质量ꎬ也即说明从人均财政收

３

大ꎮ 实际中ꎬ北京、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ꎬ而

(２０１５) 及年鉴中京津冀主要指标ꎮ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果分析

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ꎬ三地区域经济发展

计算结果如表 １ꎬ 京津冀区域经济在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人
表１

入方面ꎬ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质量不平衡程度较

质量存在较大差距ꎬ北京经济发展质量优于天津ꎬ天
津经济发展质量优于河北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泰尔指数

京津冀区域经济

京津冀人均

京津冀一般公共预算人

京津冀一般公共预算人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

ＧＤＰＴｈｅｉｌ 指数

均收入 Ｔｈｅｉｌ 指数

均支出 Ｔｈｅｉｌ 指数

２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４４

０.２５

２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４３

０.２３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根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进行分析ꎬ地方财政收

税收收入的主体部分ꎬ非税收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

入主要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ꎬ税收收入占财

收费收入等ꎮ 河北省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较低说

政收入主要部分ꎬ例如河北省 ２０１５ 年税收收入占财

明河北省 ＧＤＰ 产生税收质量不高ꎬ比如第一产业占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资源税、房产

二产业中的资源密集型( 金属冶炼、 煤炭等) 、 资本

政收入的 ７３.０１％ꎮ 通常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其他税种税
收ꎬ其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

比国内生产总值较高ꎬ税率较低ꎬ造成收入较低ꎬ第
密集型行业( 能源化工、机械等) 等ꎬ资本较大、折旧
较高、利率润低、税率较低ꎬ也造成税收较低ꎬ同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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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第三产业不发达ꎬ进一步导致河北省一般公共

入泰尔指数是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泰尔指数的两

预算人均收入较低ꎮ 该指标主要反映了河北省产业

倍以上ꎬ两者差异较大ꎬ反映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

结构不合理ꎬ造成财政收入较低ꎬ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质量不平衡程度很大ꎮ 相比经济发展质量不平衡程

力不强ꎮ

度ꎬ区域内政府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的
不平衡程度较小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中央政府实施
转移支付ꎬ加大初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ꎬ缩小区域内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水平的差异ꎮ
结合表 ２ꎬ中央政策向北京、天津和河北转移支

付的资金总额差异较大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间ꎬ河北省

公共预算超支数额每年都大于北京市与天津市公共
预算超支数额之和ꎮ 从时间序列上分析ꎬ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间ꎬ北京市、 天津市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ꎬ其中北京市下降
图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泰尔指数趋势图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四个指标泰尔指数
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根据图 １ꎬ 具体比较京津冀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四个单指标泰尔指数时ꎬ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泰尔指数与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泰尔指
数的数值变化趋势及大小几乎一致ꎬ说明两个指标
反映的京津冀区域经济不平衡程度相似ꎮ 一般公共
预算人均收入泰尔指数与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泰
尔指数的数值变化趋势整体上一致ꎬ但大小相差较
大ꎮ ２００５ 年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泰尔指数 ０.４４ꎬ
比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泰尔指数 ０.２６ 大 ０.１８ꎬ接
近一倍ꎮ 而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ꎬ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
表２
年份

较慢ꎬ天津市下降较快ꎬ２００５ 年北京市、天津市公共
预算超支数额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５.１３％ 和 ３３.２３％ꎬ而 ２０１４ 年分别降低到 １２.３５％ 和
２０.６８％ꎮ 河北省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整体上呈现增
加ꎬ２０１４ 年为 ９１.１８％ꎬ大于 ２００５ 年的 ８９.８７％ꎬ并且
具体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ꎬ 总 体 上 呈 现 增 加 的 态
势ꎮ 根据图 ２ꎬ２０１５ 年三地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ꎬ北
京市、河北省的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出现快速上升的情况ꎬ 分别为 ２１.４６％、

１１２.６０％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 ９.１１％ 和 ２１.４２％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后ꎬ２０１５ 年中
央政府向北京市、河北省转移支付资金数额较大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一般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及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公共预算超支数额:亿元

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２００５

１３９.１０

１１０.２７

４６３.４６

１５.１３

３３.２３

８９.８７

２００７

１５６.９０

１３３.８９

７１７.５３

１０.５１

２４.７７

９０.９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７９.６９
１２１.９７
２９２.５６
３６３.３９
２３８.９５
３７０.３８
５１２.５９
４９７.４７

１０１３.８０

１２６.０７
１９２.１０

５５９.８３
９３４.０８

１６.０８
６.６４

３０２.２９

１２８０.４７

１４.４３

３４１.２０

１７９９.６２

７.９５

３０８.０３
３８３.１９
４７０.１４
４９４.３５
５６５.２４

１４８８.３９

１５.４４

１９９５.１６

１１.１７

２２３０.７０

１２.３５

２１１３.９８
２９８３.０１

注:公共预算超支数额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ꎮ

１４.００
２１.４６

３０.２３
２８.４３

９０.２２
９８.５７

３６.７８

１１９.９９

２３.４５

１０３.５６

２８.８２
２１.７７
２２.６１
２０.６８
２１.１９

１１１.７５
９５.７２
９２.０９
９１.１８

１１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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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应充分借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利用先行先试
政策的经验ꎬ要突破机制体制约束ꎬ加强机制体制创
新ꎬ摸索出一条雄安新区自身的发展模式ꎮ 同时作
为国家新区ꎬ要像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一样ꎬ应主动
承担起国家赋予的使命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
驱动经济增长新模式ꎬ加强改革开放ꎬ创建世界一流
新城ꎮ
图２

４

４.１

公共预算超支数额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比重变化趋势图

发展不平衡区域内新区开发经验分析
要利用好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
中央政府把深圳市委书记许勤调入河北省负责

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ꎬ有利于雄安新区借鉴深圳特
区、浦东新区的成功经验ꎮ 深圳特区之特ꎬ不仅是权
利特殊ꎬ赋予深圳先行先试的权利ꎬ承担探索深圳特
区改革开放道路与经济发展经验的责任ꎮ 改革开放
后ꎬ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极大的阻力ꎬ要实现以经济发
展为中心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ꎬ需要新

４.２

要结合实践找准突破点
开发建设雄安新区应借鉴深圳特区的发展经

验ꎬ找准突破点ꎬ 尤其是深圳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能
力ꎮ 深圳特区设立之后ꎬ特区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
的发展与进步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ꎮ 自从 １９７８ 年改
革开放以来ꎬ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全国一线
城市ꎬ全市 １ ９９７.３ 平方公里成为经济特区ꎮ 深圳市
国内生产总值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１.９６３８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的 ＧＤＰ 为 １７ ５０２.８６３４ 亿元ꎬ３６ 年增长了

约 ８ ９１３ 倍ꎮ 深圳特区的成功ꎬ源自多方面的因素ꎬ

其中ꎬ最主要是深圳特区发展起初ꎬ利用国家政策找
到了经济发展的突破点 ———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
加快技术进步ꎮ 改革开放之初ꎬ中国一直处于物资

的发展思路ꎬ深圳特区应运而生ꎮ 深圳特区设立之

缺乏的年代ꎬ多数商品供不应求ꎬ而深圳充分利用加

初ꎬ不仅承担着深圳特区发展的重任ꎬ而且承担着国

工贸易业快速工业化ꎬ提升工业技术水平ꎬ满足国内

家改革开放战略的实践ꎬ甚至可以说深圳特区的发

外需求ꎬ其中技术进步是深圳成功的关键ꎮ

展经验关乎到中国前进道路的选择ꎬ深圳特区改革

为了促进技术进步ꎬ把深圳市的实践经验概括

开放、开发建设的成功与失败ꎬ关乎中国发展道路、

为“ 大进大出” ꎮ 大进大出的基本要求是市场自由

前途方向ꎮ 深圳特区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ꎬ积

竞争ꎬ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ꎬ引进与借鉴香

极引进外资、技术等ꎬ通过产权、市场、收益分享等市

港、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经验ꎬ完善市

场元素、机制促进深圳特区开发建设ꎬ为深圳特区的

场经济体制ꎬ提高经济发展竞争力等政策措施ꎬ旨在

成功奠定了基础ꎮ 深圳特区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先行

推动一切要素资源的流动ꎬ以资源要素的大进大出

先试的政策优势ꎬ其主要是加工贸易行业的先行先

推动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ꎬ提高技术水平ꎮ 具体而

试ꎬ推动了深圳特区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快速

言ꎬ深圳特区在微观层面的措施ꎬ主要是吸引外资、

发展成为以工业贸易为主的新兴经济特区ꎮ 国家设

人才、技术、 经验等ꎬ 输出产品、 技术、 影响力、 经验

立浦东新区之初ꎬ同样赋予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政

等ꎮ 在中观层面的措施主要是引进与借鉴加工贸

策ꎬ浦东新区既有加工贸易行业先行先试的政策ꎬ又

易、土地合作开发、跨国经营、合作合资等经济开发

有金融贸易服务业先行先试的权利ꎮ 这既是浦东新

模式ꎮ 同时把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措施又输出

区的后发优势ꎬ也是浦东新区金融贸易服务业快速

到国内其他区域ꎬ进一步提升了深圳特区的知名度

发展的主要政策因素ꎮ

和影响力ꎬ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人才、资金等资源向

国家设立雄安新区ꎬ赋予雄安新区相应的任务ꎬ

特区汇聚ꎬ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ꎮ 在宏观层面的措

需要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ꎬ培育

施主要是打破传统约束ꎬ推动机制体制政策创新ꎬ强

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等ꎬ把雄安新区从一个低开发

化党政领导ꎬ旨在创造良好自由的商业环境ꎬ打造大

程度区域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新城ꎬ同时

市场小政府的模式等ꎬ推动以市场起主要作用实现

也会给予雄安新区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权利ꎮ 雄安

资源的有效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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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进大出” 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深圳特区经验

驱动的经验道路ꎮ 由于深圳特区这种大进大出的模

的核心ꎬ主要表现为:区域外的资金、设备、资源等原

式ꎬ让深圳改革开放的形象在国内外得以全新展示ꎬ

材料的大量进口、输入ꎬ半成品、成品等大量出口ꎻ引

成为国内外冒险家的乐园ꎬ企业投资的新高地ꎬ从而

进并借鉴区域外的经济区域开发开放的经验、理念

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先进的发展经验、理念与战略ꎬ推

与政策ꎬ通过深圳成功实践ꎬ提升了深圳特区生产力

动深圳特区成为创新思想的试验田、创业就业的新

的快速发展ꎬ并向国内外其它地方输出深圳特区改

沃土ꎬ进而强化深圳特区大进大出的模式ꎮ 大进大

革开放的新经验、新思路、新措施ꎮ 引入区域外的技

出形成资源汇聚ꎬ市场竞争加剧ꎬ优胜劣汰ꎬ生产出

术、人才等资源ꎬ形成技术集成创新、人才汇聚创新ꎬ

在全球具有成本优势、技术优势的产品与服务ꎬ又提

输出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技术专利与创新

升了深圳特区自身发展能力和对外影响力ꎮ

表３

深圳特区大进集聚与大出输出数据统计
大进集聚

大出输出

年末劳动者

每万人拥有发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Ｒ＆Ｄ 人员折合全

ＧＤＰ

合计( 万人)

明专利件数

ＧＤＰ 比重 ％

时当量( 人 / 年)

载体

总量( 件)

１９７９

１４.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 亿元)

ＮＡ

１９８５

３２.６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３９

ＮＡ

ＮＡ

３

ＮＡ

ＮＡ

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年份

１９８０

１４.９

１９９０

１０９.２

２０００

４７５.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９８.５

１.６

５７６.３

１０.９

９０６.１

６３.４

７５８.１

３.４

３３.７

ＮＡ

ＮＡ

３.４８

１７７７５６

４.１８

２０６３２７

１７２
８４２

２１８７
４９５１
９７７３

１７５０３

国家级创新 发明专利授权

ＮＡ
ＮＡ
ＮＡ
４１
８０

７２１

２４０１
８９８３

３４９５１
７２１２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 年深圳市统计年鉴整理ꎮ
注:全时人员指报告年内从事 Ｒ＆Ｄ 活动的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 ９０％ 以上的人员ꎮ 全时当量指全时人员数加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这算为全时
人员数的总和ꎮ 该指标便于国际比较ꎮ

国家级创新载体: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基因库、深圳超级计算中心、国家级平台ꎮ

深圳特区设立后ꎬ其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非常

快ꎬ创造了深圳奇迹与深圳模式ꎮ 由表 ３ 知ꎬ１９７９ 年

４.３

要确定好战略方向
发展雄安新区也要借鉴浦东新区的发展经验ꎬ

深圳市的年末劳动者人数只有 １４ 万人ꎬ占年末常住

确定好战略方向ꎬ尤其是浦东新区金融贸易服务业

济发展模式ꎬ 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ꎬ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人口的 ４４.５９％ꎮ 由于深圳特区实施了大进大出经

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经验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中国要

年末劳动者人数达到 ９０６.１ 万人ꎬ 占年末常住人口

开放ꎬ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ꎬ没有经

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件数为 １.６ꎬ２０１５ 年已经达到

导ꎬ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实践ꎬ探索一条适合社会主义

的 ７９.６３％ꎮ 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ꎬ 深圳市 １９９５ 年
６３.４ꎮ ２０ 年间增长了接近 ４０ 倍ꎬ同时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也达到世界较高水平ꎮ

验可以借鉴ꎬ 没有道路可以跟随ꎬ 没有理论可以指
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道路与理论ꎮ 基于
此ꎬ国务院决定设立浦东新区ꎬ 重点从金融贸易突

在当前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破ꎬ大力发展服务贸易ꎮ 上海市一直是中国重要的

中ꎬ雄安新区应立足于时代ꎬ找准具有前瞻性、时代

经济、贸易、航运中心ꎬ是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性的突破点ꎮ 雄安新区应主动探索创新驱动的经济

的引擎ꎬ浦东新区具有发展金融贸易业得天独厚的

增长模式ꎬ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智慧经济
等ꎬ要把握技术发展区域与潮流ꎬ找准突破点ꎮ

条件ꎮ 确定好浦东新区战略方向ꎬ经过 ２５ 年发展ꎬ
浦东新区取得了 巨 大 成 就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浦 东 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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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为 ６０.２４ 亿元ꎬ经过 ２５ 年发展ꎬ２０１５ 年浦东新区

过 ２５ 年的开发建设ꎬ到了 ２０１５ 年ꎬ浦东新区第三产

倍ꎮ 浦东新区不仅成为促进上海市经济社会改革开

值占新区生产总值的 ２６％ꎮ 目前ꎬ浦东新区的第三

的 ＧＤＰ 总额增长到 ７ ８９８.３５ 亿元ꎬ是 １９９０ 年约 １３１

放的国家级新区ꎬ而且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
的新高地ꎬ 引领中国社会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ꎮ
浦东新区战略方向在于加快上海市金融业的快
速发展ꎬ推动上海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ꎬ同时金
融业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贸易、航运等快速发展ꎮ
的 ２０.１％ꎬ其中金融业占新区生产总值的 ５.１％ꎮ 经

年份
１９９０

业的总产值为 ２ ０５５.８９ 亿元ꎬ占上海市金融业总产
值 ４ １６１.７２ 亿元的 ４９.４％ꎮ 上海市金融业总产值占
上海市 ＧＤＰ 总额的 １６.５７％ꎬ浦东新区金融业占本区
比例高 １０ 个百分点ꎮ

浦东新区生产

第一产业占新区

第二产业占新

第三产业占新区

金融业占新区

总值( 亿元)

生产总值 ％

区生产总值 ％

生产总值 ％

生产总值 ％

６０.２４

３.７

７６.２

２０.１

５.１

９２３.５１

０.６

５２.９

４６.５

１７.３

４７０７.５２

０.７

５６.１

１７.５

４１４.６５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８.７９

２０１５

７８９８.３５

２０１０

三产业中最为重要的行业ꎮ ２０１５ 年ꎬ浦东新区金融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５ 年浦东新区第三产业及金融业总产值占新区生产总值:％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ꎬ而金融业又是第

生产总值的比例比上海市金融业占本市生产总值的

１９９０ 年ꎬ浦东新区第三产业总产值占新区生产总值

表４

业总产值占新区生产总值的 ７２％ꎬ其中金融业总产

１

０.３
０.３

６８.５
５０.８
４３.２
２７.７

３０.５
４８.９
７２

８.１

１１.８
２６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 年浦东新区统计年鉴整理

虽然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ꎬ雄安新区发展

天津ꎬ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ꎮ 当然ꎬ雄安新区发展可

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ꎬ但雄安新区又没有条件优势

能会面临一些难题ꎬ主要在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主导产业发展ꎮ 因此ꎬ雄安新区要尽快确定发

不平衡ꎬ与北京、天津相比ꎬ雄安新区及周边经济社

展战略方向ꎬ做好相关规划ꎬ创新发展模式ꎮ

会发展落后ꎬ尤其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收入和支出方

５

面不平衡程度较大ꎬ导致河北省没有足够的财政资

结论与建议

金、资源与条件支持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ꎮ 针对区

目前已有一定文献探索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这就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

的思路ꎬ毛汉英(２０１７) 强调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

要打破行政区划束缚ꎬ建立一个河北、北京、天津三

的政策手段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保障作用ꎬ认为必

地协同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的机构或者平台ꎬ通过三

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苏振东、尚

地合作ꎬ协同支持雄安新区发展ꎮ 对于河北省缺少

瑜(２０１６) 研究了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

财政资金来源的难题ꎬ同时也存在一个新的发展机

展的促进作用ꎮ 已有文献为进一步研究雄安新区发

遇ꎬ即是由政府主导ꎬ实行充分依赖市场的力量ꎬ参

展思路提供了一定启发ꎮ 虽然深圳特区、浦东新区

与开发建设雄安新区ꎮ

为雄安新区开发建设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ꎬ但由

雄安新区开发建设既是机遇ꎬ又面临挑战ꎮ 陈

于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位优势、

甬军(２０１７)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雄安新

国家定位等条件的差异ꎬ雄安新区既要借鉴深圳特

区发展的基础意义与长远考虑ꎬ建议雄安新区要分

区、浦东新区的有益经验ꎬ又要结合实践条件创新发

阶段、按规划、科学有序推进开发建设ꎮ 因此ꎬ雄安

展模式ꎬ才能高起点开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新城ꎮ

新区发展思路应重点考虑紧邻首都和创新驱动ꎬ其

雄安新区位于华北平原腹地ꎬ泛白洋淀区域及周边ꎬ

发展思路可以为:一、应尽快完成雄安新区规划与战

生态资源环境优越ꎬ又紧邻首都北京、北方经济中心

略定位ꎬ要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践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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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ꎬ做好近、中、远期规划ꎬ定位
好发展战略方向ꎮ 二、应尽快规划建设连通北京、天

[４]

津、保定、石家庄等周边城市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ꎬ
尤其要加强高效低成本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ꎬ以满
足运输服务需求ꎬ形成资源集聚ꎮ 三、应尽快确定雄

[５]

安新区开发建设模式ꎬ投融资平台与产业战略规划ꎬ
管控好雄安新区土地、房地产开发模式ꎬ制定相应政
策ꎬ以市场为主导力量开发建设、配置资源ꎬ提高市

[６]

场化水平ꎮ 四、尽快出台雄安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
条件ꎬ尤其加大战略主导行业方面的税收、人才等方
面优惠ꎬ形成吸引人才高地与创业乐土ꎬ 找准突破
点ꎮ 五、在开发建设实践中ꎬ要加大创新ꎬ建立大市
场小政府的雄安新区ꎬ并且要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
疏解ꎬ积极探索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总之ꎬ雄
安新区开发建设是一项十分巨大的系统工程ꎬ需要
各种资源、各方人才参与其中ꎬ是国家大事、千年大
计ꎬ开发建设好雄安新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
大事业ꎮ

罗长远ꎬ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

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Ｊ] . 管理世界ꎬ２００９( ５) :

２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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