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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历史演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基本矛盾，

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重要的不平衡。包括新疆、西

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四川等边

疆省份发展相对落后，其中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西部地

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极其关键的因素之一。东西部关系问题一直是

新中国布局国家经济发展时重点考虑的核心问题。新中国

70余年来，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到非均衡

发展战略再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王曙光等，

2019）。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基于整个

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考虑，国家一直注重发展中西部地区，

始终为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各区域的

均衡发展而努力。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特征之一。新中国建立

之后，一开始就要改变这样一个畸轻畸重的区域发展现状，

而采取区域均衡的发展战略（王曙光，2000）。

1949～1979年间，中国逐渐形成重点发展内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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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新型西部大开发是解决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基本矛盾的重要突破点，也是实现国家区域均衡发

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 70 年演变过程，其背后是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变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深

刻转型和“政府-市场”关系的深刻演变。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到新世纪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再到 2020 年提出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中国西部开发战略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呈现出极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未来西部开发战略将以构建新型“市场 - 政府”关系为切入点，完善“市场 - 政府”协作机制，发挥市场和政

府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西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市场- 政府”协作；三线建设；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实现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

次大转折。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而侧重

发展内地。这里面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就是战备。新中国

的前三十年，由于持续的西部开发尤其是六十年代开始的

大规模三线建设，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体

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彻底改变了中国的

经济和工业的整体格局。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和内地都有

所发展，但是在梯度开发战略下东西部的差距有所扩大，

要素由西部向东部的单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的

发展。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计划，开启了西部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篇章，西部地区的发展加速，东西部不均衡

的格局有所改善。2020年中央提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将以新的体制

机制，迈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试图对新中国70余年的西部开发战略进行系统性

的历史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西部大开发1.0版以“三

线建设”为核心，乃是工业化初期赶超战略下的政府主导

的西部开发模式；西部大开发2.0版以1999年开启“西部大

开发战略”为核心，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时期的西部开发模式；西部大开发3.0版是2020年开启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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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西部大开发，将以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新调整为核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前提下实现西部的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本文在梳理三阶段西部开发的背景和特征的基

础上，最后一部分提出未来西部开发的若干政策建议。

新中国西部大开发 1.0 版：工业化初期赶

超战略下政府主导的“三线建设”

提及西部大开发，研究者多会想到世纪之交中央作出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及此后的一系列推进举措，但事

实上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对于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

设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线建设”

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赶超战略下第一次系统地对西部地区

的开发建设。1963年，基于对复杂的国际局势的判断，毛

泽东提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

作”，这一指导思想对于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

实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出于战备考虑，在“三五计划”

和“四五计划”中，国防工业以及以钢铁、机械为核心的基

础工业受到了高度重视。不仅如此，政府工业投资的区域

布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央开始尝试调整以往工业项

目较多集中于东北和东部省份的状况。

1964年，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是指

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云、贵、川、

陕、甘、宁、青、晋、豫、鄂、湘十一省，主要是长城以南、

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二线是位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

地区，其中的三线称为大三线。”三线地区，特别是西南地

区成为此后工业项目建设和政府投资的重点。“三五计划”

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

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

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

模的战略大后方。”

按照原国家计委的最初安排，“三五计划”政府预计投

资总额为850亿元，其中三线地区得到的总投资额为333亿

元，远超同一时期分配给一线地区（173亿元）和二线地区

（146亿元）的投资额，如果加上后续增加的机动资金，三

线的计划总投资额约为360亿元左右。在确定分配给三线地

区的333亿元投资中，西南、西北和湘鄂西得到的资金分别

为208.3亿元、105.3亿元和19.5亿元，西南地区为重点。

“三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排在前十名的省

份中除了黑龙江和辽宁外，其余均为三线省份。“三线建设”

的工业项目涵盖领域包括诸多方面，但主要集中在以下五

个领域：1.国防工业项目320个，投资63.3亿元，涉及尖

端制造、飞机、地面兵器等。2.原材料工业项目126个，

投资82.4亿元，涉及钢铁基地、钢铁厂、铜铝加工厂、稀

有金属材料厂、铜矿、国防化工厂、化肥厂等。3.燃料动

力项目66个，投资51.4亿元，涉及煤炭矿区、火电站、水

电站、天然气和石油项目等。4.机械制造项目175个，投

资23.7亿元，涉及重机厂、汽车总厂、机床总厂、仪器仪

表总厂、电工总厂等。5.铁道项目45个，投资37.5亿元，

主要涉及铁路干线、支线、枢纽、机车修制厂及复线和改

造配套工程等。此外，还有七十余个轻纺工业、建工、地质、

交通、民航和文教卫生等其它部门的项目。

“三线建设”的工业项目完全是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

的主导下推进的。根据1965年中央对于三线建设体制的要

求，“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

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

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将采取“以

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

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的方式。对于中央直属的西南三线

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

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原国家经委（在国家

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

在“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期间，政府的计划投资以

及各方面资源开始大力向三线地区倾斜。1966～1970年间

全国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合计743个，而三线地

区十一省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394个，占全国项

目总数的比重高达53.03%；1971～1975年间，这一比重仍

高达50.4%；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比重才有所回

落，下降至40.78%（见表1）。对三线地区省份的投资倾斜

力度远高于“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

“三线建设”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带来了新中国工业布局

的调整，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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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三线建设”各省建成投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个数概览                                                   单位：个
1966 ～ 1970 年 1971 ～ 1975 年 1976 ～ 1980 年

云南 21 24 19

贵州 35 23 18

四川（含重庆） 96 76 41

陕西 50 46 30

甘肃 38 38 6

宁夏 17 8 5

青海 18 6 2

山西 32 34 22

河南 29 34 27

湖北 30 53 17

湖南 28 32 23

三线地区合计 394 374 210

全国合计 743 742 5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19页。

府投资迅速改变了三线省份的产业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第一产

业所占比重仍高达50.5%，而三线省份同年第一产业所占

的比重更高，多数都超过了60%，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一般

只有十余个百分点。但在“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完成

后，这一局面彻底改变。1978年，四川、陕西、云南、甘

肃等省份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35.51%、51.91%、

39.94%、60.31%，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少则增加20余个

百分点，多则增加40余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工业化启动时期，在特定历史

背景特定战略目标下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其工业建设项

目多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因为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如此巨

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单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三线建

设的投入是巨大的，甚至是不计成本的，如果将这些资金

投入东部等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地方可能带来更大回报。

但应当看到的是，从当时的发展来看，三线地区的确是中

国工业基础最为薄弱的区域，即使不考虑战备等因素，如

果不对其进行奠基式的投资以带动其工业体系成长，那么

这些区域与工业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新中国

对于西部地区的第一次系统性开发带来了三线地区工业发

展面貌的改变。现在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战略原

因和国防考虑，要把东部的工业向西部转移，均衡发展中

国的区域经济，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为中西部奠定了雄

厚的工业基础，一大批西部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崛起，彻

底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

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教训

值得总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由政府推动尤其是中央

政府主导的西部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效率损失。

新中国西部大开发 2.0 版：新世纪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背景下的西部开

发战略

1978年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国家相

关政策的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起来，为中国经

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这一过程中，中西部地区

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差距也

日益明显。为了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和协调发展，西部大

开发被提上议事日程。1999年，中央提出要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当时的国家计委开始酝酿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政

策。199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部署2000年工作时再次强调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重要意义。2000年1月，国务院组成了以朱镕基任组长、

温家宝任副组长、国务院和中直19个相关部委主要负责人

参加的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

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就地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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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而言，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涵盖的省份与“三线建设”

涵盖的省份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重庆（“三线建设”时期，重

庆市隶属于四川省）、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均是当年三线建设的重点，而不同之处在于西部

大开发新增加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四个省份。从

财政的角度来看，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有着共同特点：

这四个省份由于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且经济相对欠发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接受中央财政补助较多，直到改革

开放后这些省份仍是中央财政补助的重点，财政自给率相

对偏低。

2001年8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下发《关于西部大开发

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政策措施除适用于此前提出的12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外，其他地区的民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比照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

顾。2002年出台的《“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中特别指

出，“实施西部大开发，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全

面发展，重点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牧区建设、民

族特需商品生产、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民族教育和

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全国5个少数民

族自治区和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全部被纳入西部开发的范

围。因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后续推进意味着中

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整个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投

资以及转移支付力度。这一战略的实施同时肩负着加快少

数民族地区发展和扶贫开发的任务。

“西部大开发战略”确立之初，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中，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

要“力争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使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

破性进展”，一方面要“抓好交通、

水利、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

等重大工程”，另一方面要“加强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计划有步骤

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

设，改善西部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同时，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发展科技教育等，使“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

局”。“增加资金投入”是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开发的重要

政策之一。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强调，要“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

例”“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

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

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同时也鼓励“企

业资金投入西部地区重大建设项目”。

从一开始，西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就是中央政府投资的重点。仅2000～2002年中央财政

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4500亿元用于西部建设，中央安排的

西部地区国债资金占同期国家国债投资总规模的44.8%。

资金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项

目，城市基础设施，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扶贫和环保项

目，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等领域。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

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提升，甚至高于东部

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以“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西

气东输”为代表的一批对西部地区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项

目相继启动。自2000年至《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出

台之前的2016年，十余年间西部大开发累计建设重点工程

300项，投资总额超过6.35万亿元（见表2）。这些重点工

程半数以上是与铁路、公路建设有关的交通项目，此外主

要涉及大型水利枢纽、污染防治、退耕还林还草、机场建

设、能源通信等诸多领域，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获得了空前的全方位发展。在2017年颁布的《西部大开发

“十三五”规划》中，建成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比较发达的城

表 2：2000 ～ 2016 年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数量及投资额
时间（年） 新开工重点工程数量（项） 投资额（亿元）

2000 ～ 2009 120 22000

2010 23 6822

2011 22 2079

2012 22 5778

2013 20 3265

2014 33 8353

2015 30 7686.52

2016 30 7438

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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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支干交通网络，全面提升民航、水运、通信、环保、管

网等设施保障能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缓解工程性缺水

问题等是中央提出的关于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

要目标。

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投入，中央还加大

了对西部地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

的转移支付力度，以改善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滞后的情

况。近年来，国务院一直在推进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这一方案明确将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范围”，并针对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明确提出了不同档

次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中

央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将承担更多的份额。同年7月，

《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出台，根据这一方案，对于西部地区12个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支出中央财政将分担80%的份额。2019

年5月，国务院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对于西部地区12个省义务教育中的公

用经费保障、校舍安全保障，学生资助中的普通高中免学

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高校国家助学金等支出，同样由

中央负担80%的份额。这远远高出中央财政为其他地区相

关支出的负担比例，换言之，中央财政担负了西部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责任。

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不同的是，在“西部大

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更多地强化了对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与

此同时，中央政府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科技教育、吸引人才，

扩大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力度，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

的健康发展，通过深化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

革、制定优惠政策等各种方式大力推进西部地区投资环境

的改善，但是，政府并不参与企业的投资经营行为。在财

税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个人、企业投

资创业和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措施帮助西部地

区招商引资。在金融服务方面，央行加强了对西部地区农

村信用社的再贷款支持，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西部地区

的中长期贷款支持。2000年国务院首次颁布《中西部地区外

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后来对该目录进行过多次修订，适

度放宽限制，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范围和领域，鼓

励外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的有序承接和转移。2014年，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分别

列出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新增鼓励类产业。对于政府

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投资企业将获得相关的优惠政策。

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

建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推动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

仅注重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投资、扶贫战略以

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意识到市

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在政策措施上更加注重对微观主体（企

业）的激励，更加注重在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实现市场要

素的整合。

新中国西部大开发 3.0 版：全面深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新型西部

开发战略

新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扩

大了国内需求，促进了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同时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民族团结的增强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政府多年的扶持下，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

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2007年，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速

超过了东部，此后连续12年快于东部。1999～201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7.9%提高到20.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9%提高到

75.4%。2012～2018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

14.4个百分点，由17.6%下降到3.2%。尽管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但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仍任重而道远。广

大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人才稀缺、部分地区生态环

境脆弱、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亟待升

级等因素的制约，长远来看，它们是西部未来发展必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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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而这一意见提出的大背景，乃是我国在十八大、

十九大提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新时代“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的构建，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而使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好作用。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也就是新中国西部开发的3.0版，将更

加注重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加注重以市场化机制

推动西部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总体

思路，努力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确保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

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

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指导意见》强调在市场机制下推动创新体制的形

成，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

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加快在西部具

备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

示范区等创新载体，并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协

同创新共同体，健全以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

研一体化创新体制，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

新公司。其核心思路是以市场化的创新机制，鼓励企业的

技术创新，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西部发展格局，这就与之

前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西部开发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指导意

见》还提出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牧业全产业链、价值链转型

升级，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这

些都必须建立在有效的市场机制基础上。因此，新时代的

西部开发3.0版，必须推动西部地区的市场机制建设，必须

深化和扩大西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通过市场化的机

制，建立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共建项目孵化、人

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服务平台，促进东部地区的要素向西

部转移。《指导意见》还特别重视西部地区良好营商环境的

构建，提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

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

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从而

形成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以深化

改革与扩大开放为核心，以要素配置机制和经济运行体制

的市场化为基础，为西部开发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制度基础。

结论：完善“市场 - 政府”协作机制，以

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动西部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从计划经济时期出于特殊战略考虑以政府为主导推动

的“三线建设”，到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时

期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2020年提出的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计划，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的转型而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呈现出极为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转型，其背后是我国工业化阶段

的变化、赶超战略的变迁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刻转型，

是70多年以来“市场-政府”关系的深刻演变。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将以构

建新型“市场-政府”关系为切入点，完善西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市场-政府”协作机制，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比

较优势，使西部大开发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条件下实现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在西部大开发3.0版中，要注重以市场化、

竞争性的机制引导各类资源和要素的合理有效流动，要广

泛运用市场手段，全面完善金融市场、土地交易市场、技

术（知识产权）市场、人力资本市场，促进西部的市场发育

和市场机制建设，这才是西部大开发的百年大计。政府要

在公共产品供给（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

境建设、扶贫减贫等政府擅长的领域和政府角色更加重要

的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承担应有的责任，为企业等市场

主体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但即使是在以上这些政府比

较擅长和应该发挥更多作用的领域，也应该以提高效率为

原则，适当地、有效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达到四两拨千



农村金融研究    9   July 2020

斤的作用。尽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实是影响西部发展

的重要因素，然而营商环境建设、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环

境建设等更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短板，这些方面的大力完

善必将为西部大开发的转型提供巨大的动力源泉。因此在

新型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高度注重政府的转型，高度

重视区域营商环境的建设，高度重视为企业等市场主体服

务体系的构建。

我们还要在新型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科技在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应该看到，

在新的信息科技条件下，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一

些新情况。资源禀赋的约束已经越来越小，很多地方依靠

新的信息技术，克服了原来资源禀赋的约束，实现了超常

规发展。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就提示我们，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要摆脱

以往的传统思维，要提升格局，解放思想，依靠新的信息

科技实现本区域的战略发展。而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区域

发展对空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一些区位优势不佳的地区

在新的互联网条件下很有可能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开发那

些原本难以发展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都有可能

引发区域发展格局的新突破，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云计算

产业。以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实现西部

超常规发展，将成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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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istory and Trends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Government Cooperation

WANG   Dan-li

Abstract: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in the new era.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since 1949 has constantly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future, targeting to the dual goals of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market-govern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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