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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经历了重大演变。基于现价人均 GDP 加权基尼系数、加
权变异系数和最大最小值之比， 将区域差距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1978~1990 年的大幅缩小阶段、

1991~1996 年的快速扩大阶段、1997~2004 年的缓慢扩大阶段、2005~2014 年的显著缩小阶段、2015
年至今出现缓慢扩大现象的阶段。 我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主要受区域政策及全球经济状况、国家发展
战略、宏观经济结构等的影响。 区域政策的设计顺应了国内外经济形势，且控制好了设计的时间节
点，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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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GDP由 1978年的 0.37万亿元增长
到 2018年的 90.03万亿元，人均 GDP由 1978年
的 383.89元增长到 2018年的 64 644 元。 与此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距明显。 区域差距
不仅关乎全国的经济发展， 而且关乎社会稳定
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而成为决策者和学者
们关注的焦点。

一、相关文献综述

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 现有研究主要
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区域差距的演变趋势，二
是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

就演变趋势而言， 相关研究结论尚存在分
歧。 首先，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差距，有人认
为它呈缩小趋势［1］，有人认为它呈扩大趋势［2］，还
有人认为由于数据缺乏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难
以确证［3］。 其次，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差距，
学术界也有不同结论。魏后凯等认为 1978～1992
年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扩大［4］；Li & Xu通

过计算现价人均 GDP 加权和未加权基尼系数
得出省际差距有所减小的结论 ［5］；杨开忠运用
人均 GNP并采用加权变异系数研究省际差距，
得出 1978年以后差距缩小的结论［6］；Li et al. 运
用人均GDP指标，研究得出我国省际差异减小［7］。
再次，对于20 世纪 90 年代的区域差距，学术界
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区域差距扩大。宋德
勇研究得出我国区域差距由 1990 年前的缩小
趋势转变为 1990 年以后的扩大趋势［8］； Li & Xu
通过计算现价人均GDP 加权和未加权基尼系
数得出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省际差距扩大的
结论 ［5］；吴三忙、李善同采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
数得出 1990~2003 年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 ［9］；
徐建华等认为1991~2000 年东中西部的差距呈
缓慢扩大的趋势［2］。最后，对于 21世纪之后的区
域差距，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该阶段我国区域
差距呈缩小趋势， 如许召元和李善同采用人均
GDP 指标并运用基尼系数发现 2004 年之后我
国区域差距出现缩小的迹象［10］；吴三忙、李善同
研究得出 2003~2008年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9］。

区域经济 REGIONAL ECONOMY78



年份
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

贡献率（%）

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

贡献率（%）

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

贡献率（%）

东北地区内部差距的

贡献率（%）

区域间差距的贡献率

（%）
1978 70.05 3.68 5.64 6.59 14.03
1990 44.36 5.46 9.61 10.56 30.01
1996 33.13 3.37 13.34 7.50 42.65
2004 30.27 2.78 17.20 4.89 44.86
2014 22.81 4.37 29.83 16.40 26.59
2017 28.34 8.55 24.83 5.59 32.69

表 1 四大地区内部差距及区域间差距对区域差距的贡献率

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大多数研究认为生
产要素、经济环境、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等是区
域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王小鲁、樊纲发现，区域
间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差异以及制度和
结构的差异等是造成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 ［11］；
彭文斌、刘有金认为，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自
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是造成东中西部差距
扩大的主要原因 ［12］；许召元、李善同认为，地理
位置、经济环境、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城
镇化水平和市场经济体制等是区域差距的主要
影响因素［10］。

可见，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统计指标、 研究方法和时
空尺度的不同。 归纳来看，统计指标包括：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类发展指数［13］。我国
区域差距演变趋势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运用度量方法作描述性分析， 常用的度量方
法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另一
种是利用计量模型作回归分析，判断经济增长是
否收敛。 在空间尺度上，现有文献研究了不同空
间单元之间的差距，包括省际差距、县际差距、东
中西和东北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在时间尺
度上，有的文献研究的是 1952~2008 年，有的研
究的是 1987~2007 年， 总体上来看研究集中在
1978~2010年。

虽然有关我国区域差距问题的研究成果颇
丰，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且从研究的时间
尺度来看， 还没有文献全面地研究过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区域差距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区域差距的演变情况并分析其变化原因，对
于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

二、区域差距演变趋势及阶段划分

反映区域发展状况的指标很多， 包括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等［13］。 其
中，人均 GDP 是最常用的反映区域发展状况的
指标，它能够综合反映区域发展的水平，本文使
用它来反映区域发展状况。 度量不同区域人均
GDP差异的方法（即区域差距测度指标）也有多
种，包括基尼系数（Gini）、泰尔指数（Theil）、变
异系数（CV）、最大最小值之比和方差等。 其中，
基尼系数是最常用的指标； 泰尔指数能够对区
域差距进行分解； 变异系数和最大最小值之比
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区域差距的总体情况。 本文
使用人口加权基尼系数、 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和
最大最小值之比来度量区域差距的大小， 并用
泰尔指数将区域差距分解为东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四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四大区域各自内
部的差距（见表 1）。

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31 个省份的现价人均
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
全国整体的加权基尼系数、 加权变异系数和最
大最小值之比。 由图 1（下页）可见，虽然三个指
数反映的区域差距演变趋势局部稍有差异，但
整体比较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经
历了重大演变， 可以把这种演变大致划分为五
个阶段：1978~1990 年的大幅缩小阶段、1991~
1996 年的快速扩大阶段、1997~2004 年的缓慢
扩大阶段、2005~2014 年的显著缩小阶段、2015
年至今出现缓慢扩大现象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 年， 我国现价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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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的区域差距大幅缩小。 加权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4 下降到 1990 年的 0.21， 加权变
异系数从 0.71下降到 0.45，人均 GDP 最大最小
值之比由 14.76大幅下降至 7.15。 如图 2所示，
1978年，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十分突出，是形成区
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内
部差距逐渐缩小， 对区域差距的贡献率由 1978
年的 70.05%下降至 1990 年的44.36%（见表 1），

从而带动了全国整体区域差距的缩小。
第二阶段：1991~1996 年， 我国现价人均

GDP 的区域差距快速扩大。 加权基尼系数从
1991 年的 0.22 上升到 1996 年的 0.24， 加权变
异系数从 0.46上升到 0.47，人均 GDP 最大最小
值之比由 7.3 上升到 9.32。 此阶段差距逐渐扩
大主要是区域间差距所致， 且主要源于东部地
区与其他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扩大。 1990年的区

图 1 我国区域差距总体演变趋势（1978~2017 年）

图 2 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的演变趋势（1978~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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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区域政策
背景

全球经济 国家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结构

1978~1990 年
从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

发展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

伴随亚洲“四小龙”产业结

构升级的产业转移

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

设立经济特区等

消费品工业发展较快

1991~1996 年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经济全球化 南方谈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7~2004 年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 、
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 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重视

2005~2014 年
区域总体发展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重化工业快速发展

城镇化快速发展

劳动力成本上升

2015年至今 三大战略+四大板块

全球经济增速趋缓

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社会矛盾尖锐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设创新型国家

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济增速、投资增速放慢

投资率下降

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

业比重上升

表 2 区域差距演变原因的分析框架

域间差距的贡献率为 30.01%，次于东部地区内
部差距贡献率。 但到 1993 年，区域间差距的贡
献率增长到 37.53%，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内部差
距的贡献率 ， 成为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到
1996年更是达到 42.65%。

第三阶段：1997~2004年， 我国现价人均GDP
的区域差距缓慢扩大。 加权基尼系数从1997年
的 0.24扩大到 2004年的 0.27，加权变异系数从
0.48上升到 0.59，人均 GDP最大最小值之比由9.7
上升到 10.57。 此阶段差距扩大主要还是区域间
差距造成的， 区域间差距贡献率从 1996 年的
42.65%缓慢上升到 2004 年的 44.86%。同时，东
部地区内部差距贡献率也较大，在 30%左右。

第四阶段：2005~2014 年， 我国现价人均
GDP 的区域差距显著缩小。 加权基尼系数从
2005 年的 0.27 缩小到 2014 年的 0.20， 加权变
异系数从 0.59下降到 0.41，人均 GDP 最大最小
值之比由 10.7下降到 4.32。 西部地区内部差距
的贡献率由 2004 年的 17.20%升至 2014 年的
29.83%，成为此阶段区域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
区域间差距仍然是构成区域差距的重要部分，
但 2004 年之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其对区
域差距的贡献率由 2004 年的 44.86％下降至
2014年的 26.59％。 同时，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内部的差距也在缩小， 这三者的缩小共同促使
我国区域差距显著缩小。

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现价人均 GDP
的区域差距出现缓慢扩大的现象。 加权基尼系
数从 2015 年的 0.20 扩大到 2017 年的 0.21，加
权变异系数从 0.41微升到 0.42，人均 GDP 最大
最小值之比由 2015 年的 4.1 扩大到 2017 年的
4.28。 此阶段，区域间差距又开始扩大，再次成
为区域差距缓慢扩大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的分
析可以发现， 更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各区域内
部的分化， 且主要是由于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
的扩大所致。

三、我国区域差距演变的原因

这里大致按照表 2 的框架， 从区域政策及
其背景分析上述五个阶段区域差距形成和变化
的原因。

（一）1978~1990年区域差距大幅缩小的原因
1978 年之前，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是造成

我国区域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在亚洲 “四小
龙”产业转移、改革开放、消费品工业蓬勃发展
以及非均衡区域政策的共同作用下，1978 年之
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广
东、浙江和福建等地迅速发展，经济增速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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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 北京和天津等地，
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内部差距逐渐缩小，进
而使我国区域差距在 1978~1990 年大幅缩小。

首先，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为东部的广
东和福建等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省份提供了
经济发展的契机。 “二战”后，亚洲“四小龙”抓住
机遇，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美国和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迅速实现经济腾飞。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
境瓶颈、境内市场狭小等使亚洲“四小龙”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渐渐
失去比较优势， 进而促使这些产业向中国、泰
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转移。在这次产业转
移中， 基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广阔的市场优势
等， 福建和广东等地成为台湾传统产业转移的
承接地， 珠江三角洲则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移的承接地。不仅如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广
东和福建等省份还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
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大批
就业岗位，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为沿海部分省份的经济起飞
铺路。 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
厦门 4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建
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扩大对外开放等多方
面先行先试、大胆尝试。 经济特区的设立成效显
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80~1984年，深圳和珠
海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8%和 32%， 远远
高于全国 10%的平均增长率， 而厦门和汕头也
分别达到了 13%和 9%［14］。 在成功经验的鼓舞
下，1984年， 我国开放大连和北海等 14个沿海
城市，并在城市中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功能区；1985
年，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
泉三角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些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增加就业和
出口、吸引外资和技术、利用现代管理方式等方
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助力了沿海部分省份的经济
起飞。

再次，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重视发
展消费品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推动了沿海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为扭转消费品
市场紧张的局面，改变长期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不合理状况以及人民生活需要与消费品供给
的不协调状态，我国开始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
比重，尤其是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轻工业的改
革……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而在承接亚洲“四
小龙”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沿海省份主要承接的
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消费品工业在广东等
地首先发展起来，拉动了经济增长。

最后， 区域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转向非均
衡发展，既缩小了东部内部的差距，又缩小了东
部与其他三个地区的差距。 1978 年之前，以国
家安全为目标，我国实施向“大三线”转移等区
域均衡发展战略， 把大部分资源和项目安排到
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 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投
资在全国的占比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最低的
年份不足 30%［15］。在这种战略作用之下，我国区
域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转而实施区域
非均衡发展战略。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政
策和资源都向东部地区倾斜， 从而缩小了东部
与其他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成为 1978~1990
年我国区域差距大幅缩小的原因之一。

（二）1991~1996年区域差距快速扩大的原因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

的进一步提升， 东部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水
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经济增速较高，相比而
言， 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
都较低，从而导致我国的区域差距扩大。

这背后除了 1978~1990 年促进东部地区发
展的各种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进一
步提升了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促使其快速发
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发
展是硬道理，强调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 此
后，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继续承接世界产业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的
资金和资源。由表 3（下页）可见，1993年，东部地
区的外商投资额相对于 1992 年增长了近 3 倍，
1994~1996年的平均增速达到了23.4%， 从而获
得了巨大推动力，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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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投资总额

（亿美元）
比重（%）

投资总额

（亿美元）
比重（%）

投资总额

（亿美元）
比重（%）

投资总额

（亿美元）
比重（%）

1992 786.0 76.6 85.4 8.3 93.5 9.1 61.0 5.9
1993 3010.5 78.7 284.4 7.4 277.5 7.3 251.5 6.6
1994 3855.1 78.6 357.1 7.3 351.2 7.2 343.9 7.0
1995 5032.7 80.0 413.9 6.6 430.9 6.9 414.2 6.6
1996 5610.4 79.8 433.5 6.2 503.3 7.2 486.8 6.9

表 3 1992~1996 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末投资总额

数据来源：中经网。

提高。 同时，东部地区外商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
在 1992~1996年达到了 78.7%；中西部及东北地
区的占比不足 30%，经济增长则相对趋缓，收入
水平也不如东部，与东部之间的区域差距拉大。

（三）1997~2004年区域差距缓慢扩大的原因
这一阶段， 东部地区平均增速仍然快于其

他地区，我国区域差距仍在扩大。但相对前两个
阶段而言，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
经济增速相对放缓， 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省份的经济增速相对提升， 从而使区域差
距扩大的速度有所缓和。 缓和的原因主要包括
两方面。

一是我国更加注重公平， 注重区域协调发
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缓和区域
差距扩大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5 年，党的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处理好东部和中西
部的关系”。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
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
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1999年，我国
决定从 2000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很大程度上使四川、重
庆、内蒙古、陕西、西藏等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速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缓和
了区域差距扩大趋势。

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间接地使东部沿海地区
出口和外资下降，从而相对前两个阶段而言，东
部经济增速相对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
打开国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参
与到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当中，与外部世界形成
了较紧密的经济联系。 这虽有利于经济的快速

发展，但也使自身更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中
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且对外开放也走的是
稳健的渐进式道路， 从而避免了直接卷入这场
危机之中，但难免也受到了一些间接影响，主要
表现在出口和外资下降两方面。一方面，东南亚
国家由于市场萎缩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
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与日、韩是
我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16］，危机之后，它们对外
投资的能力和欲望下降， 反而出台政策来吸引
外资，造成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下降。东部沿海
地区是受危机间接影响的主要地区， 因此经济
增速相对之前放缓。

（四）2005~2014年区域差距显著缩小的原因
1997~2004 年， 我国区域差距扩大速度放

缓，但扩大的势头未能逆转。 2004年之后，在区
域总体发展战略等的作用下， 中西部和东北许
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的经济增长较快，
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 从而使我国区域
差距进入了缩小阶段。

首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作用凸显，同时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
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区域间差距大幅缩小。 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作用在此阶段进一步凸显，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促进了重化工业的
发展。 在东北振兴战略指引下，国家不断加大对
东北地区的投入力度。2003~2014年，各类财政转
移支付累计达 33 061.33 亿元，国债、预算内建
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达 10 638.1 亿元①，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 使得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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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大地区对外贸易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经网。

东部（右轴）
西部（左轴）

中部（左轴）
东北（左轴）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90.00
89.00
88.00
87.00
86.00
85.00
84.00
83.00
82.00
81.00
80.00

2004 2006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①数据来源：中经网。

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年均经济增
长速度分别净增1.2 个、1.6 个、
1.1个百分点［17］。 中部崛起战略
较好地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
长。 2005~2014 年，中部地区经
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GDP年均
增长率为 12.50%， 远超全国平
均水平。 在三大战略的助推下，
西部、中部、东北三个地区与东
部之间的区域差距缩小。

其次，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
距扩大。 此阶段，我国城镇化快
速推进，尤其是东部地区，其城
镇化水平比中西部高出许多，
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扩大。 东部地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促使一大批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东
部城市跨区域流动。 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和
京津地区吸纳的外来人口总规模相比 2000 年
增长了两倍多，由 1772万扩大到 5322万［18］。东
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增加， 而中西部的常住
人口数量减少，因此，中西部人均 GDP 相对提
升，与东部的人均 GDP差距缩小。

再次，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城镇化的带
动下，各地都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快
速发展， 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快速
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提
出之后，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上马，包括铁路、
公路和机场的建设，以及青藏铁路、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等， 同时城镇化快速发展也需要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撑，从而扩大了重化工业的需求，
为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中西部和东北的重化工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进而促进了这三个
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这三个地区与东部的区
域间差距缩小。

最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东部地区经
济增速相对放缓。 2001年 12月，我国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使对外开放的机会更均等，中西
部的对外开放逐步深化。一方面，中西部利用外
资的规模和增速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中西部对
外贸易增长强劲， 虽然对外贸易占全国的比重

远不如东部， 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见图 3）。 改革开放
以来， 出口逐渐成为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东部经济发展也因此对
国际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更强。金融危机之后，东
部地区对外贸易占全国的比重大幅下滑， 经济
增长速度相对放缓， 北京和上海成为全国人均
GDP 增速最低的省份，同时东部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低于其他三个地区（见图 4，下页）。

（五）2015年至今区域差距出现缓慢扩大现
象的原因

2015 年至今，我国区域差距依然主要源于
区域间差距， 但区域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特征在于各区域内部的分化， 且主要是由于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的
扩大所致。

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趋缓
和我国国内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出现全国性
的投资增速放缓。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趋缓。
与此同时，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传统产业
产能过剩，国内经济需要转型。 在两方面的作用
下，2009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资
本形成增长率明显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
30.4%下降到 2017年的 7.2%， 资本形成增长率
由 19.1%下降到 2016年的 6.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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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大区域人均 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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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北方经济高度
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
链， 投资增速放缓使其经济增
速大幅下滑且难以恢复。 受自
然资源禀赋影响，北方形成了以
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
在全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
期，重化工业的发展确实带动了
北方经济的较快增长，但也对生
态环境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
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逐步进
入增长的瓶颈期， 以致北方经济转型压力较大，
许多省份的工业和财政收入持续低增长甚至是
负增长，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 其中，东北三省、
甘肃、山西、河北等增速下滑最为明显。以东北为
例，此前四个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一路飙
升，尤其是 2005~2014年，其人均 GDP增长率高
达 11.4%，但 2015~2017 年跌落至 4.2%，明显比
以往发展阶段都低。 同时，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
重化工业价值链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缺乏韧
性。 因此，当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后，北方经济增
速不仅大幅下滑，而且难以恢复。

总之，受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经济转型等的
影响，全国投资趋势性大幅减速，高度依赖投资
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北方经济缺乏韧性，从
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且难以恢复，进而使南北方
经济增速的差距扩大。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的扩
大， 在一定程度上使四大区域间的差距扩大，而
更重要的是促使区域内部出现分化， 从而导致
我国的区域差距在此阶段出现缓慢扩大现象。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现价人均 GDP 加权基尼系数、加
权变异系数和最大最小值之比， 将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区域差距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 并从区
域政策及其三个背景因素———全球经济状况、
国家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结构对各阶段区域差
距演变的成因进行了剖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经历了
五个发展阶段，区域差距总体缩小。改革开放之
前，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十分突出，是形成区域差
距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和推行对外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实
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尤其是“两个大局”的
提出，加快了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使得东部地区
在承接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中获得突飞猛进
的发展。东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渐缩小，对区域差
距的贡献率由 1978 年的 70.05%下降到1990 年
的 44.36%， 从而使得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区域
差距大幅缩小。但也正是东部地区的这种快速发
展，使我国区域差距从 1990 年开始长期处于扩
大趋势。 直到 2004年之后， 在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等的作用下，非东部地区
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放缓，区
域差距才逐步缩小。 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的背
景下，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经济的转型，一
些严重依赖投资的省份的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从
而使区域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现象。 但 2017年
的人口加权基尼系数、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和最大
最小值之比都相对 1978年下降了， 分别从 0.24
下降到 0.21，从 0.71下降到 0.42，从 14.8下降到
4.3，所以整体上我国的区域差距缩小了。

第二， 区域政策的设计顺应了国内外经济
形势，且控制好了设计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初
期，面对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尤其是亚洲“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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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产业转移，在国内重视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宏
观经济环境下， 我国适时地实施向东部沿海地
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东部沿海地区设
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
助力了沿海部分省份的经济起飞。 随着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 以及区域差
距的扩大， 我国提出实施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
的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
战略，在缩小区域差距上起到了直接作用。近年
来，区域分化现象显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
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转化是影响区域差
距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上处于
工业化进程之中。这个进程初期是一部分地区先
富起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速
较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
较慢，区域差距扩大。 先富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再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些地区凭借后发优
势等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从而使区域差距缩小。

第四， 政策导向是影响区域差距的重要因
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作为区域经济的政策目标。但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改革开放之初“效率优先”被较好地贯彻，
政策和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兼顾公平”
的实施较为缓慢，使中西部发展速度相对滞缓，
区域差距扩大，并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转而强调“兼顾公平”，并
保证其贯彻实施。 在保持东部发展势头的前提
下，政策和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而使
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总的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区域差
距缩小是区域政策等的综合作用结果。 为了进
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有必要遏制区域间人
均 GDP 差距的扩大， 使之保持在一定限度内。
为此，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第一，推动传统重化
工业价值链升级。 现阶段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区域内部的分化， 且主要
是由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南北方经济增速
差距的扩大所致，因此，要助推北方地区的经济

转型，恢复其经济增长活力，就应推动原有重化
工业价值链升级，同时构建新的价值链。 第二，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组织生产的重要形
式的背景下， 对于现阶段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而言， 区域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考虑全球价值链
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发挥
作用。 第三， 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
节，构建国内价值链，从而推动国内区域价值链
分工的协同升级，促进各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成
本优势和政策优惠， 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
集聚大量国外高级生产要素， 实现了经济的高
速增长。 但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
争优势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压制中西部地区原材
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地位的基础之
上， 这种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
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因此，抑制区
域差异的扩大， 既需要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又需要构建国内价值链，培育更
多能够引领价值链分工的跨区域企业 ［19］，促进
我国不同区域在价值链分工中深度融合和协同
升级。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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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Hong-mei LI Shan-tong XU Zhao-yu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has undergone a great
evolution. Based on the weighted Gini coefficient, the weighte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the ratio of
maximum to minimum value of per capita GDP,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sharp reduction phase of 1978-1990, the rapid expansion phase of 1991-1996, the slow
expansion phase of 1997-2004, and the significant expansion of 2005-2014, the slow expansion phase
since 2015.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regional policy,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China’s regional
policies conforms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ontrols the time nodes of
design. Therefo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has generally narr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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