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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经 济 管 理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十四五”时期中国四大板块发展战略定位探讨  

年  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区域发展战略也应

随之进行调整。面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现状依然未能打破且出现南北

差距扩大等新问题的局面，“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应以协调和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对以四大板块为基础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定位。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十

四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应以建立全国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中部地区应以构筑稳定全国经

济增长支撑区、西部地区应以延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新高地、东北地区应以树立萧条区

域振兴典范为主要发展方向，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四大板块；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十三五”期间，在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全球经济不景气综合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在此背景下，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政府继续

实施以“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同时兼顾“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和“拓展蓝色经

济空间”的基本战略架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体来看，“十四五”是中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现状依然未能打破，

面对南北差距扩大等新形势新问题，“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以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为基准，明确四大板块新时期新常态下的新战略定位，

即向东部要质量、向中部要支撑、向西部要速度、向东北要改革，促进形成“协调东中西、

统筹南北方”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一、“十三五”时期四大板块发展评价 

通过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

三五”时期中国四大板块发展呈现不同特点，可谓“喜忧参半”。东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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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不断加快；中部地区通过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构建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工

业体系，经济获得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内部分化严重，西南西北呈现显著增长差异；东北地

区经济下滑严峻，实现振兴的道路比较艰巨。 

（一）东部转型加快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是“十三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主基调，并主

要通过实施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全面扩大开放等手段来实现经济

转型目标，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首先，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2018 年东部地区 R&D 经费

投入强度为 2.74%，高于其他三大板块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0.55 个百分点。通过大幅增

加科技创新投入，东部地区逐渐实现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向的转变，形成了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如北上广深等地。其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方面，东部沿

海各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也通过加速落后产业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等方式，为新兴

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并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最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贸区等开放政策先行优势，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全

面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并辅以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 

（二）中部持续崛起 

通过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是“十三五”时期

中部加快崛起的主要策略。中部地区也不负众望，凭借自身区位、政策等优势，不断缩小与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2016—2018年期间，中部地区 GDP及人均 GDP年均增速高达 9.45%

和 8.87%，显著高于其他板块，分别是东部地区的 1.07 和 1.12 倍。经过“十三五”时期的

高速增长，中部地区支撑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占全国 GDP 的比重也由 2015

年的 20.3%增加至 2018 年的 21.1%（见表 1）。同时，中部地区也迅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

代化工业体系，城市化与工业化协同推进。 

表 1 四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年份 

东北 东部 西部 中部 

中部/东部 

GDP（亿元，%） 

2015年 57 815.82 372 982.7 145 018.9 146 950.5 0.394 

2016年 52 409.79 410 186.4 156 828.2 160 645.6 0.392 

2017年 54 256.45 447 835.5 168 561.6 176 486.6 0.394 

2018年 56 751.59 480 995.8 184 302.1 192 657.9 0.401 

“十三五”（2016-2018）年均增速 -0.62% 8.85% 8.32% 9.4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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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015年 40 806.13 232 107.2 140 416.6 143 117.6 0.617 

2016年 31 263.8 252 922.8 157 195.4 159 705.6 0.631 

2017年 31 252.61 268 911 169 715 166 139.5 0.618 

2018年 - - - - - 

“十三五”（2016-2017）年均增速 -8.51% 5.03% 6.52% 5.10% 1.01  

 人均 GDP（元，%） 

2015年 3 703.93 70 262.66 40 696.01 42 890.11 0.610 

2016年 3 605.912 76 660.38 43 415.48 47 171.36 0.615 

2017年 3 604.408 82 997.89 46 785.49 51 218.09 0.617 

2018年 3 610.753 88 275.36 51 127.74 55 348.38 0.627 

“十三五”（2016-2018）年均增速 -0.85% 7.90% 7.90% 8.87% 1.12  

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数据及增速均为名义数据，其中增速计算以

2015年为基期；人均 GDP按照各省人口进行加权后计算：“-”为数据缺失。 

（三）西部发展分化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十三五”时期被放在优先位置，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和承

接产业转移为重点举措。在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省份的支持下，

西部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并建设了一批国家级产

业转移示范区有效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1]
。西南地区在“贵州速度”、成渝双城经

济圈等地区带领下，成为延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新区域。2009—2018 年西南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由 10.7%增加至 12.6%。但与西南地区良好发展势头相比，

西北地区则陷入了发展困境，同期 GDP 占全国比重则由 7.7%下降至 7.5%（见表 2）。 

 

 

 

表 2 五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比较（2009—2018 年） 

年份 GDP占全国比重 人均 GDP之比 



年猛：“十四五”时期中国四大板块发展战略定位探讨 

东北 东部 西北 西南 中部 东北/东部 西北/东部 西南/东部 中部/东部 

2009 8.5% 53.8% 7.7% 10.7% 19.3% 0.713 0.581 0.402 0.496 

2010 8.6% 53.1% 7.9% 10.8% 19.7% 0.740 0.613 0.421 0.523 

2011 8.7% 52.0% 8.1% 11.1% 20.0% 0.775 0.650 0.453 0.547 

2012 8.8% 51.3% 8.3% 11.5% 20.2% 0.797 0.675 0.476 0.562 

2013 8.6% 51.2% 8.3% 11.7% 20.2% 0.792 0.679 0.488 0.565 

2014 8.4% 51.2% 8.3% 11.9% 20.3% 0.777 0.679 0.497 0.569 

2015 8.0% 51.6% 7.9% 12.1% 20.3% 0.740 0.645 0.502 0.567 

2016 6.7% 52.6% 7.7% 12.4% 20.6% 0.617 0.615 0.503 0.564 

2017 6.4% 52.9% 7.4% 12.5% 20.8% 0.591 0.585 0.506 0.569 

2018 6.2% 52.6% 7.5% 12.6% 21.1% 0.582 0.600 0.514 0.580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各省数据计算得出；西南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西北

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人均 GDP入之比按照各省人口进行加权后进行计算。 

（四）东北难言振兴 

与其他三个板块相比，东北地区面临的困境相对比较复杂。作为建国初期工业基础雄厚、

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东北三省目前面临传统产业升级、资源枯竭型地区转型、国有企业效

率不高、民营经济不发达、人口流失(见图 1)等多重问题
[2]
。尽管“十三五”期间，中央政

府加大对东北地区开展市场机制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科技创新投入等的

支持力度，但效果未达预期。其他区域相比，东北地区经济下滑严重，数据显示，2015—2018

年，东北三省 GDP 占全国比重由 8%下降至 6.2%，实现振兴的道路依然比较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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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中国各省人口机械增长率 

注：各省人口机械增长率根据年末常住人口进行计算；各省年末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官网。 

二、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全球来看，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世界一半的生产活

动仅集中在占全球土地面积为 1.5%的区域
[3]
。在中国，大部分人口及经济活动也主要集中在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位于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占 2.8%的国土面

积集聚了全国 18%的人口和 36%的 GDP。
①
根据现有经济学相关理论，规模经济、地理及要素

禀赋差异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市场内在原因，而长期实施东部优先发展的经济

战略举措以及实施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等制度则是中国政府人为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主要制度原因。 

（一）规模经济作用 

各类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Marshall（1920）认为企业之所以

集聚是为了追求外部的规模经济，并确定了集聚的三个来源，即劳动力池、投入共享和知识

溢出，被称作“马歇尔外部性”
[4]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表明，集聚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

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决定的，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即使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两个地区

也可能演化分异，依赖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而发生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甚至形成极端的“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
[5]
。由此可见，市场

机制下集聚会导致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具有“抱团”的内生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

沿海地区陆续出现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比较著名的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并且由于沿海地区率

先开放和较早形成了产业集群，在集聚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吸引各类经济要素流向沿海地区，

导致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实施“西部

大开发”“中部崛起”等认为干预的发展战略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收效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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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及要素禀赋差异 

除规模经济外，地理及要素禀赋差异也会导致经济活动聚集造成空间不均等。传统的区

位论、贸易理论都认为地理及要素禀赋差异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6-7]

。新

经济地理学将古典经济学中解释经济活动集聚的地理及要素禀赋等因素称为“第一性”要素，

而把规模经济称为“第二性”要素。优越的区位、宜人的气候、资源的丰富能够吸引更多的

外来企业、人口及资金，从而扩大本地市场规模形成规模经济，进而提高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再次增强对外来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通过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来不断提高聚集程度，

加剧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等
 [8-10]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国家贸易影响下，

东部沿海地区基于港口贸易便利性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及内地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聚集，

从而形成各种特色产业集群，造成经济活动空间的不均等。此外，与北部尤其是西北地区相

比，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气候宜人适宜居住，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的人口，造成

中国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不平等。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偏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实施的是向内地倾斜、均衡式开发战略，尤其是这期间基于备

战需要而开展的“三线”建设，将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地区的工厂向内地进行转移，虽然这

种做法并未改变沿海相对发达和内地相对落后的空间格局，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内地与沿

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开始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东部沿海地区。为加速东部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1979 年中央政府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1984 年

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 14 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1988 年将天津、河北、辽宁、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西的 153 个市县实施对外开放，同时又设立了海南岛经济特区。

这时期中国中央政府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引下，优先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一

系列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下东部形成了涵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

内的沿海开放地带，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与中西部等内地发

展差距开始进一步拉大。 

随着东部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开始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重视，但直到 1991 年中国中央政府才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

计划纲要的报告》首次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国务院从 1992 年开始

实施沿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开放战略，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援助和投资力度。1999

年，随着中国中央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西部大开发

战略开始启动，之后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

和改造”以及 2004 年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

国全面协调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初步形成。直到 2006 年，中国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之间协调

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才开始正式形成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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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中国政府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我们可以得知：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

殊时期的特殊需要，中国政府实施了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甚至一度向内地倾斜，在一定程度

上缩小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初，在“两个大局思想”指导下，

东部地区获得了优先发展，东西差距开始迅速拉大，但直到 1991 年至 2006 年，中国中央政

府用了将近 16 年的时间才形成了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尽管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区域之间由不均衡发展进入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
 [11-12]

，但由于对区域协调发

展问题的重视及相应政策实施起步较晚，东西部之间累积的发展差距短时间难以消除，并且

根据本文前述部分的分析，近年来区域之间又呈现了南北差异扩大的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归因于中国东部优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导向和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视相对较

晚。 

（四）制度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制度也是导致区域经济产生差距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造成中国区

域经济差异的制度因素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统一安排的制度，二是地区之间差异化的正

式及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方面，一些基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并

未进行彻底改革的全国性制度会通过扭曲市场要素配置、分割区域市场等导致区域之间经济

产生差距。例如，基于为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而进行户籍制度安排，导致人口在城

乡、区域之间不能有效流动，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

大
 [13]

。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制度安排的不同造成区域之间发展轨迹的不同从而致使区域

之间差距的产生。例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一些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观念落后，难

以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配置各种资源，造成地方即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又缺乏改革的内在

激励，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
 [14]

。
 

三、四大板块发展战略定位探讨 

（一）向东部要质量：建立全国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转型经验，为“十四

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

思路”
 [15-19]

,从当前各区域发展现状和经济基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

具备快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因此，“十四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应定位为“全国高质

量发展引领区”，在探索中国特色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同时，为其他区域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 

从中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战略需要来看，东部地区建立“全国高质量发展

引领区”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是强国的基础，东部地区应继续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力，在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基地。 

第二，推动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除了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之外，全面扩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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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可以引入全球最为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以及制度等，是大国必走之路。东部沿海地

区应继续以目前自贸区为主要平台，联动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探索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

中国道路。 

第三，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推动社会治理高质

量发展不仅可以为国家层面的治理现代化提供经验，也是为满足当前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基本要求。东部地区应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理念，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从而为其他区域乃至国家层面提供先行探索经验。 

（二）向中部要支撑：构筑稳定全国经济增长支撑区 

综合中部地区在“十三五”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结合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

背景下，为稳定全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十四五”期间中部地区发展战略应定位为

“构筑稳定全国经济增长支撑区”，同时承担起“承东启西”的桥梁作用，并重点推进以下

重点任务。 

第一，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中部六省区多为农业

大省，其中国家粮食主产区就占了五个，是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战略主战场。总体来看，中

部省份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率

先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将农业大省劣势转换为优势，以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

为其他区域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提供样板。 

第二，培育多个国家级增长极。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制造业有机结合为目标，支持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的增长极。此外，安徽应以全省纳入长三

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契机，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加强现代制造业发展和扩

大对外开放步伐，并同时提升自身对邻近内陆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 

（三）向西部要速度：延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新高地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基础设施水平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与其较为广阔的国土空间相比，经济规模仍然较小，仍需要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

逐步缩小与东部甚至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因此，“十四五”期间西部地区应继续以实现高

速增长为主基调，定位为“延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新高地”，并重点实施以下主要任务。 

第一，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重点培育载体，形成核心增长极。重点培育成渝、关中-天

水、北部湾、兰西、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藏中南等城市群或都市

圈，作为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重要平台与载体。 

第二，培育一批国家级现代制造业基地。在目前已经批准的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基础

上，培育形成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特色的国家级现代制造业基地，以提高西部地区发展工

业的内生动力。 

第三，加大向西开放力度，显著提升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以“一带一路倡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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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陆海大通道”建设为契机，全面提升西部地区沿边、沿海开放力度，同时加强与东部沿海

口岸城市的合作，构筑双向全面开放的大格局。 

（四）向东北要改革：树立萧条区域振兴典范 

“十四五”期间，东北老工业基地应继续以改革为主线，通过向政府体制改革要动力、

市场机制改革要活力、国有企业改革要竞争力以实现振兴大业，树立“萧条区域振兴典范”。 

第一，向政府体制改革要动力。长期以来，东北地区政府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

服务意识不强等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来资本的进入。未来一段时期内，

东北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快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落实中央政府“放管服”精神，通过

与沿海发达省份开展政府工作人员交流或互换等方式，引入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服务理念，

增强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第二，向市场机制改革要活力。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行为边界是关键。东北各省份要加快建立、完善和推广负面清

单制度，系统清理政府相关部分的不合理规定，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第三，向国有企业改革要竞争力。国有企业在东北地区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地位

举足轻重，可谓是繁荣依托国有企业，衰退亦因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国有企业的依赖性来看，必须加大改革力度让国有企业

重新具有市场竞争力。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应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

分类推进，通过适时引入民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应转变以往管理思路，

由全面管控国有企业向科学管理和运营国有资本进行转变。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 2013年 6月 2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国务院

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xinwen/jdgz/bgjy/2013- 

06/27/content_1798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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