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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分析 

 

吴桂珍，沈桂红，姬广林 

（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主成分分析法可以避免只依据主观评定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的不准确性，使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更加合理、

有效。本文利用此方法，对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分别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把第一主成分作为一

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度量，把第二主成分作为一个地区发展潜力的度量，并分别给出了各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

发展潜力的排序，同时也分析了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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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国民经济新一轮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区域的支

持。 

80 年代初、中期以深圳及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开辟为标志，华南地区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

持区域；80 年代中、后期以苏、锡、常等地乡镇企业振兴和 90 年代初期上海浦东大规模开发为标

志，华东地区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区域；90 年代初、中期以京津唐高速公路、京石高速公

路、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京九铁路等重要交通网络的相继开通带动下日益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与结

构重组，以山东半岛的振兴与外向发展为目标，华北地区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区域。

继此之后，东北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和期望所在。 

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加快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趋势如何？

本文试图对全国 30 个地区 2002 年统计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希望能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 

2 对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与讨论 

关于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有主观权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1997
年10月起用的新指标体系仍然沿用主观权数法，即在考虑指标之间相关性强弱和各指标对综合经济

效益影响程度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调查法（德尔菲法）确定各指标的权数。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评价

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但由于采用的权数是主观的，即使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加以考虑，也难以

准确反映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同时，使用统一的全国标准值加以对比求值，而全国标准值本

身主观性较强，而且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性

质的指标，均采用统一的全国标准值，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的准确性，用主成分分析法则能

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主成分分析以其具有综合分析和研究多

个指标经济现象的显著特点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综合评价一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就不

能单独地以某一个指标为依据，而需要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它们的不同作用，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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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顺序，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影响客观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故可

以对众多的因素进行简化，而简化后的因素中有能综合反映原始因素的信息，它们之间又是互不相

关的。主成分分析正是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3 方法原理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是在保持原始数据信息损失 少的前提下，

通过线性变换将原始自变量集合由高维空间映射成一个低维空间，从而实现数据的降维。在这个降

维空间中，由于变量之间是相互正交的，所以使用这些综合了原始自变量集合 大信息的新综合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将不再会存在使用普通 小二乘法回归的问题。同时，由于主成分分析中产生

的新综合变量提取了原始变量 大的信息量，因而不会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主成分分析

是将多个实测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和科学研究

等众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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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选择 k 个主成分之后，关键的一步是要对主成分做经济解释，即要对每个主成分赋予

新的意义，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根据主成分的计算结果结合定性分析进行。主成分是原

始数据的线性组合。在这个线性组合中各变量的系数有大有小，有正有负。一般而言，线性组合中

各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大的指标表明其对主成分的属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若几个变量系数相当时，

则应认为这一主成分是这些数据指标的综合。 

后，由回归法估计出主成分得分，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其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

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综合得分 E，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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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 的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是基于由数据分析而得出的指标之间的内在的结构关系，不受主

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主成分）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

这对分析评价极为有利。 

PCA 方法通过主成分的提取，消除了评价指标之间共线性的影响。这种共线性意味着评价指标

所代表的信息原来是有重叠的。PCA 方法能够按照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客观地确定各个主成分的

权重。 

4 确定指标体系 

实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首先要对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准确的描述；其次为了

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还要对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进行大体上的估计，必须构建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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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既应该考虑各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要兼顾各地

区的潜力发展水平，因此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指标的全面性：指标体系既要反映各地区发展实力，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发展等

各方面的状况，又要反映各地区的发展潜力，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水平。 

（2）指标的代表性：指标本身有着强烈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3）指标的可得性：有些指标很有意义，但因数据不可得只得放弃，或以相近的指标代替，例

如交通密度指标，它反映地区交通基本状况，但资料不可得，只好以人均货运总量来代替。 

（4）指标的整合性：必须注重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的结合运用。 

（5）指标的简洁性：所选指标要尽量精炼使用，因为主成分分析要求样本容量大于变量个数。 

因此，考虑选择以下 12 项指标： 

X1：国内生产总值（GDP）                    X2：人均 GDP 

X3：人均出口额                              X4：地方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X5：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X6：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X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X8：人均货运总量 

X9：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X10：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X11：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X12：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上述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及其环境发育程度（资金供应能力）、医疗、教育、交通、通信等方面

描述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 

5 实证分析 

现在我们将对全国 30 个地区（将重庆市的数据合并到了四川省）上述 12 项指标的数据进行主

成分分析，为消除量纲，我们首先将各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结果如下： 

（1）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由表 1 知：Var(Z1)=7.11517，Var(Z2)=2.57735，Z1的方差贡献率为 59.29308%，Z2的方差贡

献率为 21.47791%，前两个主成分已反映原变量 80.77098%的信息，而且由于第三主成分 Z3的特

征根小于 1，只反映原变量 7.38715%的信息，按照特征根选取主成分的原则，在这里我们只选取前

面两个主成分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2）主成分的表达式及其含义 

由表 1，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Z1）在各变量上的系数都为正，而且数值上相差不大，因

而可以认为 Z1代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Z1越高，表明地区综合发展水平实力越强；第二主成分（Z2）

在变量前系数有正有负，在表示经济水平的变量 X1、X3、资金供应能力变量 X6、X7、教育水平变

量 X9、医疗水平变量 X11 上的系数为正；而在市场化水平 X4、通信能力变量 X12 等这些变量上的

系数为负。除国内生产总值（GDP）外，教育水平变量 X9、医疗水平变量 X11 这两个代替潜力的

指标的系数 为显著，因而可以认为 Z2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发展潜力的比较，它作为一个形

状因子，为正值时，表示发展潜力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零时，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其

潜力较为均衡；为负值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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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成分分析结果 

 第 1 主成分（ 1Z ） 第 2 主成分（ 2Z ） 第 3 主成分（ 3Z ） 第 4 主成分（ 4Z ）

X1 0.12884 0.53244 -0.10393 -0.19677 

X2 0.36094 -0.01861 -0.15852 0.18220 

X3 0.34023 0.00013 -0.33680 -0.18752 

X4 0.29581 -0.12833 0.44353 0.03280 

X5 0.24530 -0.12678 0.67844 -0.18739 

X6 0.33480 0.02120 -0.34706 -0.21487 

X7 0.35244 -0.12180 0.02318 -0.03236 

X8 0.27753 -0.08066 -0.09500 0.88200 

X9 0.12477 0.55541 0.15073 0.06746 

X10 0.36480 -0.02650 -0.04639 -0.00899 

X11 0.05846 0.58826 0.19534 0.18060 

 

 

 

特 

 

征 

 

向 

 

量 

X12 0.35339 -0.08120 0.02439 -0.16498 

特征值 7.11517 2.57735 0.88646 0.51746 

贡献率(%) 59.29308 21.47791 7.38715 4.31217 

累积贡献率(%) 59.29308 80.77098 88.5813 92.47031 

 

（3）主成分得分 

由此我们得到的两个主成分所代表的经济意义分别为：Z1—地区综合发展水平，Z2—地区发展

水平与地区发展潜力的比较。 

计算两个主成分的值，并根据主成分得分公式: 

E=0.5929308Z1+0.2147791Z2 

计算各个地区的主成分得分，结果如表 2。由表 2 可知，按照各个地区主成分得分排序，我们不难

发现，总的发展水平（包括综合发展水平和地区发展潜力）在前 10 名的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

天津、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福建、四川这 10 个地区，从这 10 个地区的分布来看，东部占 9
个，上海、北京、天津、福建这四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是其潜力为负值，表明经济发展

水平超过其潜力。而广东、浙江、江苏、辽宁、山东、四川这六个地区，发展潜力超过其经济发展

水平，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和四川资源配置合理，可待发展潜力很大；位于中间 10 名的依次为

河北、湖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陕西、湖南、吉林和新疆，从这 10 个地区的分布来看，

中部占 7 个，河南发展潜力 大；位于后 10 名的依次为内蒙古、海南、云南、江西、广西、青海、

贵州、宁夏、甘肃和西藏，除海南和江西外，都是西部地区。由此说明中国各地区综合水平很不平

衡，东部较发达，中部次之，而西部 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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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成分值和主成分得分 

按得分排序 按 Z1值排序 按 Z2值排序 地区 Z1值 Z2值 得分 

1 1 25 上海 8.6248 -1.8011 4.7270 

2 2 24 北京 7.1138 -1.7588 3.8402 

3 4 4 广东 3.5306 2.3559 2.5994 

4 3 26 天津 4.0343 -1.8027 2.0049 

5 5 9 浙江 2.1503 0.8086 1.4487 

6 6 2 江苏 1.2141 3.1470 1.3958 

7 7 8 辽宁 1.1099 1.0724 0.8884 

8 9 1 山东 0.1189 3.3178 0.7831 

9 8 16 福建 0.5517 -0.2762 0.2678 

10 11 3 四川 -0.7225 2.4915 0.1067 

11 13 7 河北 -0.8911 1.6970 -0.1639 

12 16 6 湖北 -1.1056 1.8716 -0.2536 

13 14 11 黑龙江 -0.9053 0.4710 -0.4356 

14 10 18 山西 -0.6991 -0.5576 -0.5343 

15 27 5 河南 -1.8119 2.2850 -0.5836 

16 21 12 安徽 -1.4073 0.4256 -0.7430 

17 20 13 陕西 -1.3339 0.1874 -0.7507 

18 23 10 湖南 -1.5088 0.5674 -0.7727 

19 19 15 吉林 -1.2709 -0.2193 -0.8006 

20 15 23 新疆 -0.9377 -1.1690 -0.8071 

21 17 21 内蒙古 -1.1406 -1.0187 -0.8951 

22 12 27 海南 -0.8562 -2.0070 -0.9388 

23 22 19 云南 -1.4180 -0.7936 -1.0112 

24 25 14 江西 -1.6795 -0.1618 -1.0306 

25 28 17 广西 -1.8334 -0.4434 -1.1823 

26 18 29 青海 -1.2130 -2.2880 -1.2106 

27 29 22 贵州 -1.9000 -1.1460 -1.3727 

28 24 28 宁夏 -1.5849 -2.0409 -1.3781 

29 30 20 甘肃 -2.0313 -0.9903 -1.4171 

30 26 30 西藏 -1.6910 -2.3400 -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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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长江地带上的上海与环渤海地带的北京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一个是中国的经济门

户，一个是中国的政治门户，上海 特有的是其拥有曾经作为亚洲 大的金融、贸易和制造中心的“知
识积累”或“历史记忆”。而作为首都的北京伴随申奥成功拥有商机无限，绿色北京和绿色奥运对资本

的需求大增，日益完美的生活环境也使得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更加开放的北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

迅速增强。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相比，其发展潜力相对较小，但是这并不阻碍它们发展。 

6 图解分析和聚类分析 

我们采用图解样本的方法，分别以 F1、F2的值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绘制其散点图（见图 1）；同

样，我们用聚类分析方法绘出谱系图（见图 2），这样就能非常直观和清楚地表示出各地区的发展水

平及地区的发展潜力。 

根据图 1 和图 2，我们把全国 30 个地区进行如下分类：高经济发展水平，潜力相对较小的地区：

天津、上海、北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潜力较好的地区：辽宁、浙江、广东；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潜力一般的地区：福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高潜力的地区：河南、湖北、河北、四川、山东、江

苏；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潜力也一般的地区：湖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潜

力较差的地区：甘肃、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新疆、江西、山西、吉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潜力 差的地区：西藏、宁夏、青海、海南。 

7 结论 

总的来看，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基本处于东部沿海一带，特别是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

经济特区，相比其它城市有较好的发展机遇，全方位优惠的政策和经济自主权，使它们率先成为中

国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而集聚了较多资本。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人力资源充裕，能够满足各个层次

的需求，但伴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的劳动力成本会对增量资本产生一定的排斥作用，

所以更多的企业会谋求到中部城市发展。 

位于中部的城市，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的着力改善，加之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力度的加大，伴随

企业改制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质量好、价格低，整体环境得到较快发展。但一方面由于长期体制观

念的羁绊，投资软环境的建设赶不上硬环境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城市的经济腹地效应和产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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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解样本散点图                                图 2  聚类分析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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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还比较弱，所以位于中部地区的城市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偏低的。 

排行靠后的城市基本位于西部地区，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但由于地理条

件的局限，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均不尽如人意，整体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处

于劣势，短时间内要形成规模引资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东北地区相对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经济发展潜力相对较大（从表 2 中 F2

的排序可看出，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发展潜力分别位于第 8、第 11 和第 15 位）。东北地区具有对

外开放的良好区位条件；东北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各种资源；东北地区拥有规模 大、数量 多、

分布 为密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东北地区拥有大机器长期训练下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队伍；东

北地区具有高度城市化和科技人才优势。再加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的战略部署。对于如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央领导已经明确提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具

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要把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新思路、新机制、

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有政府的支持，再加上东北等地区的自身优势，东北等地

区的经济将在新世纪面临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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