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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整合下的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以吉林省为例 

方毅 1，2 ，林秀梅 1，2，徐光瑞 2 

(1.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背景下，针对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本文以吉林省为例，基于经济增

长路径分析，认为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将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竞争优势，在多极发展的“雁阵”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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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下滑，加速了中国区域经济整合。尤其进入 2009 年，国家先后

批复了 9 个区域发展规划，出台了 11 个产业振兴计划，史无前例地加大了对中部、西部和东

北等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这必将促使中国经济在区域、行业和整体上实现全方位的

提升。欠发达地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不错失新一轮产业革命、区域经济重整良机，制

定后危机时代抢占中国经济版图制高点的新经济发展策略，通过追赶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

展，从而保证中国经济未来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区域经济

整合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经济增长路径分析，以吉林省为例，认为欠发达地区应从产业结构

和劳动力两方面出发，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1 

1 国家区域经济整合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1978 年的改革开放，采取以东部地区为龙头的点状或线状开

发为特色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

城乡二元经济，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过程中，更为加剧。由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同地

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工业部门可以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尤其表现为欠

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工业部门的转移，而形成“民工潮”。然而，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停滞，从而经济增长减速。近年来，劳动

力的地域流向出现新的趋势，一些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工资水平有较快上涨，经

济发展结构问题突出，似乎预示着“东高西低”的非平衡发展模式即将走到尽头。 
发展经济学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变迁，同一国家不同产业先

后兴盛衰退，在不同国家之间也会发生产业转移先后兴盛衰退，地区经济发展会呈现“雁行

形态”。战后东亚国家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以日本为雁头的“雁行形态”，尤其是制

造业先后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由亚洲四小龙向中国转移。 
蔡昉等（2009）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是典型的大国经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

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完全可以在地区之间独立的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转移，即产业由东

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转移。从而减缓劳动力工资上涨，保持产品竞争力。因此，以产业

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区域产业重构，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 
经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经济发展之路的摸索，2009 年国家已经批复了包括长吉图开

发开放先导区在内的 9 个区域发展规划，规划包括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

板块，从而勾画了未来网格化均衡发展的蓝图。区域经济将由以点状或线状开发开放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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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分析中的数据来源于 1995 年-200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8 年-2008 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1998 年-2008 年各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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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均衡的“孤雁”发展模式，向网格状开发开放为特色的多极动态均衡的“雁阵”发展模

式转变。2国家投入、政策倾斜的地域分布也将呈现分散趋势，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竞争性必然加强。生产要素配置势必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集中方式，向以市场方式为主

的分工协作方式转化。各个地区由资源禀赋、区位、人力资本形成的比较优势将会得到市场

化重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很好的顺应发展趋势，把握机遇，就

很可能成为又一个“美左桥诺”3，经济发展会陷入“落后→发展→落后”的尴尬。 
吉林省属于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从地区经济实际出发，发挥本地

区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抓住国家区域经济整合的契机，借助国家投入政策倾斜，将本地区

的产业重构合理楔入全国产业重构，诱导出具有地方特色、能大量吸纳就业，进而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链，从而在多极发展的“雁阵”中确立优势地位。 

2 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William Easterly(2004)指出，地区人均经济增长会沿着一个“驼峰型”的路径发展，随着

收入增加，这条路径表现为“开始上升但后来下降，再上升然后又下降”的“驼峰型”。4陈晓

光和龚六堂(2005)指出这种人均产出增长率

与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非线性驼峰形关系，

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

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5基于驼峰理论，我

们绘制了 1989-2007年吉林省人均实际GDP
与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的散点图6。从图中

可以发现，吉林省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

“单峰”，在人均实际 GDP 为 3000 元左右

时跌入暂时的低谷，随后经济开始上扬，总

体趋势一直是缓慢上升，这似乎并未经历

“驼峰型”的路径发展。但是，通过对我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地

区在人均 GDP 约为 10000 元时经济增长会再次下滑从而形成第二个“峰”，吉林省的人均 GDP
正在接近这一临界值，能否突破地区经济发展瓶颈，对吉林省未来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区域经济整合与经济增长路径分析，吉林省经济要跳出“驼峰”，避免成为“美左桥

诺”，就必须关注地区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力转移。因此，下面就

地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两方面进行比较优势分析。 

3 地区比较优势分析 

本文一方面对三次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加以分析，另外由于高技术产业是技术、知识高度

密集的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更是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性产业，因此，

我们也对高科技产业及其劳动力加以分析。 

3.1 地区产业比较优势 

（1）三次产业 
为了比较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化与发达地区的差别，我们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吉

林统计年鉴》，计算了 1990 至 2008 年吉林省和东部 12 个省份7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2 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2009 年第 9期。 
3 “美左桥诺”包含落后地区“二元经济”和“计划经济”两个典型地区。第一个是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

早期地方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在意大利后来向现代经济的转移中，形成了南北方经济的巨大差距。第二个“美

左桥诺”是东德地区，两德合并之后，曾经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较快，但是由于政府的转移投资与转移支

付并未形成促进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业，地区经济增长后来又慢下来了。 
4 William Easterly, 2004. Economic Stagnation，fixed Factors，and Policy Thresholds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3：525-557。 
5 陈晓光，龚六堂：《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 年 4 月。 
6 GDP 是按 1985 年的不变价计算。 
7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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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吉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由 1990 年的 29.39%下降到 2008 年的

14.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始终是三次产业中最大的，2008 年为 47.7%；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有较大提升，由 1990 年的 27.8%上升至 2008 年的 38.0%。 
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比较来看： 
吉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明显高于东部地区。1990 年东部地区的比重为

22.82%，吉林省比东部地区高 6.57 个百分点；2008 年东部地区的比重为 7.5%，吉林省比东部

地区高 6.74 个百分点。 
吉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倒 V 字形走势，经历了从 1990

年至 1998 年的不断扩张阶段，1999 年至 2008 年的不断缩小阶段。1998 年东部地区的比重为

48.0%，领先吉林省 10 个百分点以上，差距达到峰值，该差距随后迅速减小，2008 年东部地

区的比重为 51.6%，领先吉林省已不足 4 个百分点。 
吉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出不规则的波动形态，虽然

东部地区的比重一直领先于吉林省，但是总体差距不大，平均领先 2.74 个百分点。2008 年东

部地区的比重为 40.9%，领先吉林省 2.86 个百分点。 
从吉林省和东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来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吉林

省和东部地区在不同时点先后经历经济增长“驼峰”路径的产业结构变迁相一致。但吉林省

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第二产业一直是吉林省的主导

产业，另一方面，也是吉林省与东部地区的最大区别，吉林省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明显且持

续高于东部地区。原因在于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对农业深入考察，我们还计算了吉林省农业对全国农业的贡献。结果表明，吉林省农业

对全国农业的贡献大致呈 V 字形走势，经历了从 1990 年至 2000 年的不断减少阶段，2001 年

至 2008 年的不断增加阶段，在 2000 年贡献率最小为 2.34%，在 2008 年最大为 3.08%。8  
（2）高技术产业 
根据 1998 年至 2007 年吉林省和全国的数据比较，我们发现吉林省的高技术产品国内市

场占有率可谓是“一路走低”，从 1998 年的 1%下跌到 2004 年的谷底 0.4%，然后略有上升，

2007 年仅达到 0.5%的水平。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看，1998 年吉林省与全国平

均水平就具有明显的差距，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82.92%，然而在此之后这一差距不仅没有

减小反而被越拉越大，2007 年吉林省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4.10%。可见，吉林省高技术产业

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低、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差，成为制约吉林省经济步入下一个快速增长周期

的瓶颈。 
进一步我们利用涵盖产业投入、产业产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环境等 4 各方面的

13 项指标，9对 2007 年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加以评价。10经济发达地区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也较强，而吉林省高技术产业综合竞争力仅排在全国第 22 位。通过因子分

析，我们提取了对地区高技术产业综合竞争力贡献极大的 3 个因子---规模产出、政策支持和

技术创新，它们的贡献率分别为 53.8%、16.1%、10.8%，总贡献率为 80.7%。吉林省规模产出

因子在全国排第 10 位，政策支持因子排第 26 位，技术创新因子排第 27 位，具有较大差距。

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较强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过去也主要是靠规模产出来提升其竞争

力，技术创新并不是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这些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较强的省市 必将率先进入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下一阶段，即依靠技术创新来促进其高技术产业

发展，并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相对吉林省而言，高技术产业仍然处于单纯规模扩张的低水平

发展阶段，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因此，现阶段产业规模是吉林省的比较优势，通过承接

发达地区高技术产业，提升高技术产业产出规模水平，应该摆在吉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首

要位置。 
通过吉林省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可以

                                                        
8 以 1985 年为不变价计算。 
9 产业投入方面包括 R&D 人员投入强度，R&D 经费投入强度；产业产出方面包括产业产值，产品出口额，

利税总额，国内市场占有率，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包括拥有发明

专利数，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出口销售率；产业环境方面包括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总产值。 
10 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这里的 30 个省市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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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吉林省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业发展规模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高技

术产业竞争力较低，技术创新能力很弱，以扩张规模夯实高技术产业基础，是目前高技术产

业发展的重点，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3.2 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 

（1）三次产业 
为探求吉林省与东部地区三次产业劳动力状况的异同，我们比较了 1990 年至 2008 年吉

林省和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1通过计算我们发现，吉林省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明

显高于东部地区，并且近些年来呈逐步扩大趋势，2008 年吉林省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0.65
万元/人，高出东部地区 0.09 万元/人；吉林省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呈现一个追赶趋势，自

1997 年吉林省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东部地区达到最大差距的 0.64 万元/人以来，吉林省第二

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缩小并已经反超，2008 年吉林省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

率已经达到 7.98 万元/人，而同年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5.11 万元/人；第三产业

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状况和第二产业类似，差距虽逐步降低但还未实现超越，2008 年吉林省第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1.137 万元/人，落后东部地区 0.09 万元/人。 
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吉林省的第一产业具有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劳动

者素质较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水平提升明显。 
（2）高技术产业 
仍然采用 2007 年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对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测算，

我们发现吉林省的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19.88 万元/人，在全国排第 7 名。全员劳动生产

率超过 20 万元/人的省市仅有北京、天津、内蒙古、山东、湖北和海南六个省市。可见，吉林

省高技术产业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很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三次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除第三产业外，吉林省的人力资源均具

有比较优势，尤其是农业。 

4 总结与政策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整体正在经历区域经济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基于不同地区经

济增长阶段的不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催生了中国经济未来的“雁阵”发展模式。人流、

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等会依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大开大合”的重新配置。为顺应这一历史

发展趋势，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确立自身的比较优势。吉林省作为经

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将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竞争力优势，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产业转移与承接。吉林省的人均实际 GDP 正在逼近 10000 元大关，能够顺利

避免第二个“驼峰”的快速到来成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是吉林省的优势产业，有

规模、效益好；工业是其支柱产业，基础好、潜力大。吉林省具有良好的发展农业的人力资

源优势，高技术产业劳动力也具有良好的竞争力。当前，我国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增速放缓，

正在进行产业转移。适时适当依据“调结构、促就业”的原则，有选择地将一部分经济发达

省份有技术含量、能发挥本地劳动力资源优势、污染小的产业进行转移与承接，以便提升吉

林省的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提升传统产业、催生优势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兼顾产业产出水平提

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双重目标，针对优势产业和潜力产业，利用人力资源优势，顺应未来产业

发展的高技术、重环保新趋势，探索“高产出、低能耗、无污染”的新型产业发展之路。首

先，围绕吉林省增产百亿斤粮规划，大力扩张第一产业，并且通过与农业相关的机械、水利、

产品深加工等延长第一产业的产业链条，带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系统内农业、

工业、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在提升农业产出规模与竞争力的同时，尤其着力实现农业与工

业发展的有效对接，完成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其次，在加大以汽车、石油化工、光

电子信息、生物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过程中，实施供应链管理，将企业内部物流与企业上下

                                                        
11 这里选取的是三次产业增加值并采用三次产业增加值指数平减为以 1990 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值。将东部

地区的 12 个省市的三次产业实际值加总分别与其就业人员数的加总相比得到 1990-2008 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

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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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及社会物流连接，实现制造业与基于现代高科技的信息和网络服务业的对接、联动，并且

将提供产品与产品服务相结合，加快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再次，在潜力大、

有特色的第三产业发展中，要关注类似社区服务业这种吉林省方兴未艾的潜力产业，同时要

深度挖掘特色产业，例如旅游业。可以着力打造中俄、中朝边境游，长白山、吉林东福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以拉动地区经济。另外，应将高技术、金融、环保贯穿于产业提升与产

业结构调整，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共生、产业新陈代谢和产业副产

品协同系统的建立。要基于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条件，实施顶层规划，全面设计产业结构，

将传统刚性的“产业链”转化为新型柔性的“生态链”，在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同时，要向

“包袱”找效益，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赢。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衔接上下游产业，

将上游产业的“废物”变成下游产业的“宝物”，形成互利共生的组织网络。 
第三，以长春、吉林为中心加强产业集群，形成资源配置优势集中、层次分明的区域产

业板块。抓住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契机，以长春、吉林为中心，通过长春和吉林两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吉林省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把新型农业、汽车、石油

化工、光电子信息、生物等产业的产业链的做粗做长，加强完善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和竞争能力。建立面向东北亚，以长春、吉林为中心辐射周边，多层次的区域结合、城乡

结合、工农和谐的立体经济体系。以核心产业牵动延伸产业和配套产业，提点带链，以产业

链培育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产业集群下，通过近距离相互关联企业的互动提高创造力

和创新速度。将地区资源禀赋的潜力发挥到最大，产生累积创新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实现

从低成本竞争到差异化竞争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