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资源约束下雄安新区建设
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

———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优化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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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利用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探讨了雄安新区建设
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雄安新区的中期和远期建设

将分别带来４３亿ｍ３和１０９亿ｍ３的用水缺口，这部分用水缺口转移到周
边地区将导致京津冀其他地区的最优 ＧＤＰ分别下降００８％和０２６％，其
中，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受影响最大的城市是衡水。另一方面，雄安

新区的中期和远期建设会通过需求拉动使京津冀其他地区的最优 ＧＤＰ分别
增长４７６％和６８２％，其中，受益较大的部门包括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
机械和电子通信业、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等，受益较大的城市为保定 （除

雄安）、北京和天津。总体来看，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的正面效

应远大于负面效应，可成为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和新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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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和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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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空间结

构的重要使命，也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步骤之一。根据 《河北雄安新

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到２０３５年，雄安新区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
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雄安新区建设必将给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

影响。孙斌栋和陈玉 （２０１７）认为，设立雄安新区将构造新的京津冀增长极和多中
心空间格局，有助于突破 “灯下黑”的局面，带动区域增长，改善 “环京津贫困

带”。李峰和赵怡虹 （２０１８）指出，设立雄安新区可为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长期积累的
深层次矛盾提供助力，有助于化解大城市病及拓展城市群发展新空间，推动创新优势

转化为全球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协调发展。方大春和

裴梦迪 （２０１８）认为，设立雄安新区将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经济联系强度，有
利于促进京津冀城市群、京津石核心区的打造。

然而，雄安新区建设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约束。２０１７年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量
只有１６１４ｍ３，不到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１／１０，远低于国际公认的５００ｍ３极度缺水线
标准 （夏军、张永勇，２０１７）。雄安新区所处的保定市缺水程度尤其严重，人均水资
源量仅为１４４ｍ３，雄安新区人均水资源也只有１５６ｍ３。与此同时，该地区还存在地下
水超采、白洋淀生态用水不足等问题 （李维明等，２０１８；徐舜岐等，２０１９）。学者们
就雄安新区面临的水资源挑战进行了讨论。杨瑞祥等 （２０１９）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存
在一定的用水缺口，需要增强跨流域调水和上游节水能力，新区及周边地区需要加强

节水。王海涛等 （２０１９）认为雄安新区的地下水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为防止地下水
位持续下降，必须努力提高用水效率，加强地下水监测。Ｘｕ等 （２０１８）认为白洋淀
治理是雄安新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将加剧雄安新区以及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

短缺形势。

已有文献大多是对雄安新区面临的水资源短缺作出定性判断，对于雄安新区建设

所需水资源的量化分析以及水资源约束下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经济影响则鲜有涉及。

此外，已有研究中关于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分析主要集中于对京津

冀整体发展以及产业布局等宏观方面的定性分析，细化到城市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定量

分析很少，而这对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禀赋均存在显著差异的京津冀地区

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首先估算了雄安新区建设的水资源需求量，通过与２０１２年

用水情况对比，估算新区建设对水资源供需格局的影响，为新区建设面临的水资源约

束提供量化参考；其次，充分考虑京津冀内部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基于京津冀城市间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将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分配变化以及需求拉动效应纳入统一

的分析框架，综合判断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

雄安新区建设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５

李元杰等：水资源约束下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



二、雄安新区建设需水量测算

（一）用水参数设定

本文采用定额法测算２０１２年雄安三县用水量以及 《纲要》中雄安新区建设的需

水量。由于新区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测算用水量应考虑不同建设时期的具体情况，

本文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将雄安新区建设划分为中期和远期两个阶段，分别测算新区建

设需水量。关于雄安新区未来的人口规模，不同机构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预测结果。

摩根士丹利认为，未来１０～２０年雄安新区人口规模将达到３４０万 ～６７０万人；长江
证券认为，未来雄安新区人口或达６００万人；杨开忠根据水资源稀缺程度提出，雄安
新区人口规模不应超过３００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组则建
议，雄安新区初始人口规模在１００万人左右，远期控制在５００万人左右。① 综合参考
上述观点，本文将２００万人和５００万人的人口规模作为新区建设中期与远期的划分标
准。各种用水参数的确定方式如下。

１生活用水参数
本文将２０１２年保定市生活用水定额作为该年雄安新区的生活用水定额，根据雄

安三县常住人口规模测算２０１２年新区生活用水量。新区建成后的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参考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修订；同时，按照北京市 ２０１７年城市化率
（８６５％）测算雄安新区中期和远期的城镇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最后得到的雄
安新区生活用水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生活用水参数

时期
总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需水定额

［升／（人·日）］
农村人口

（万人）

需水定额

［升／（人·日）］

２０１２年 １０６２８ ４０２４ ６０５７ ６６０２ ６１０２

中期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３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８０００

远期 ５００００ ４３２５０ １３０００ ６７５０ ８０００

　　

２农业用水参数
本文将２０１２年保定市农业用水定额作为该年雄安新区农业用水定额，结合雄

安三县的农业产出测算２０１２年新区农业用水量。按照２０１２年保定市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测算，雄安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约为 ６４９５０公顷，根据 《纲

要》，将雄安新区的中期和远期有效灌溉面积分别设定为４００００公顷和２０２３１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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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红茹 （２０１７）：《雄安未来该有多少人？》， 《中国经济周刊》第 ３３期，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ｗｅｅｋｌｙｃｎ／
２０１７／０８２１／２０２４５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０６－２０］。



考虑到技术投入，以０７５的农田灌溉有效系数修订灌溉用水定额。雄安新区建设
的产业定位为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果树种植和畜牧业；现

有果树种植和畜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低，对于水资源的消耗相比种植业

要少得多，因此保持一定量的果树种植和畜牧业不会给水资源带来过多的压力，同

时还可以为新区建设提供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基于此，参考王雪梅 （２０１５）的相关
研究设定果园面积和畜牧存栏数以２０１２年水平为基准保持不变。雄安新区农业用
水参数见表２。

表２　农业用水参数

时期

耕地灌溉 果园灌溉 牲畜养殖

面积

（公顷）

定额

（ｍ３／公顷）
面积

（公顷）

定额

（ｍ３／公顷）
数量

（万头）

定额

［升／（头·日）］

２０１２年 ６４９５０ ３４４０５２ ２０９８ ８６１１８ ３９０９ １６９８

中期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７３５３ ２０９８ ８６１１８ ３９０９ １６９８

远期 ２０２３１ ３０７３５３ ２０９８ ８６１１８ ３９０９ １６９８

　　

３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参数
本文按照２００ｍ３／（人·年）的用水标准预测新区建设需水量，同时结合生活用

水参数和农业用水参数，预测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需水量。以２０１２年保定市工业和
服务业用水定额为基础，结合雄安新区工业、服务业增加值，测算其２０１２年工业、
服务业的用水量。中期和远期则参考北京市生产情况调整新区用水定额和产业结构。

雄安新区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参数见表３。

表３　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参数

时期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

增加值

（万元）

定额

（ｍ３／万元）
增加值

（万元）

定额

（ｍ３／万元）
增加值

（万元）

定额

（ｍ３／万元）

２０１２年 １１３５４９７ ２０５０ １０６０７９ ２６６ ４５１６０４ ６２０

中期 ７２３３５６５ １４８４ １６７９７７３ ５２３ ３００１６１２２ ４２６

远期 ２１０２０９１８ １４８４ ４８８１４６３ ５２３ ８７２２７５８９ ４２６

　　

４生态环境用水参数
根据 《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２年雄安三县生态环境用水量非常小，

生态环境用水可以被认为是完全由于新区建设带来的额外需水量。根据中期和远期规

划面积及绿化率 （远期绿化率参考 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水平），设定绿化用水定额为
０７５ｍ３／（ｍ２·ａ），分别计算得到中期和远期绿化用水量约为０７５亿ｍ３和１９４亿ｍ３。
参照北京市环卫绿化用水定额，计算得到雄安新区中期和远期建设阶段农村环卫绿化

３５

李元杰等：水资源约束下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



需水量分别为００１６亿ｍ３和００１３亿ｍ３。此外，根据 《纲要》，新区建设要实施退耕

还淀，确保白洋淀４亿ｍ３的正常蓄水量。２０１２年白洋淀的年均蓄水量为２２７亿ｍ３①，
还需要１７３亿ｍ３的补水。

（二）雄安新区用水需求测算结果

雄安新区建设用水需求的测算结果表明，雄安新区中期建设需水量为７１亿ｍ３，
其中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量分别为０９亿 ｍ３、３７亿 ｍ３和２５亿
ｍ３；远期建设需水量为１３７亿ｍ３，其中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量分别
为２２亿ｍ３、７８亿ｍ３和３７亿ｍ３ （见表４）。通过对比新区２０１２年用水量与不同
建设阶段需水量发现，雄安新区建设中期将带来４３亿 ｍ３的用水缺口，远期建设将
带来１０９亿ｍ３的用水缺口。

表４　雄安新区用水量测算结果

单位：亿ｍ３

时期

生活用水量 生产用水量 生态环境用水量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服务业
环卫绿

化用水

白洋淀

补水

合计

２０１２年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７ ２２８０ ０２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８０

中期 ０８２１ ００７９ １２７０ １０７４ ００８８ １２７９ ０７６６ １７３０ ７１０７

远期 ２０５２ ０１９７ ０６６０ ３１２０ ０２５５ ３７１６ １９５３ １７３０ １３６８３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表编制

２０１２年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是在 ＣｈｅｎｅｒｙＭｏｓｅｓ框架下基于京津冀地区１３
个城市２０１２年投入产出表编制而成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ｂ）。京津冀城市间联系的刻画主
要基于城市间交通流量矩阵，根据２０１２年河北省境内３７１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车辆流
量数据采用衰减曲线模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建模方法计算得到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除了京津冀城市间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数据以外，模型构建过程中还用到很多
其他数据以刻画城市间特定产业的联系，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为了进一步刻画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其他区域的影响，

以雄安三县分行业产出、增加值及其构成以及居民消费等数据为基础，将雄安新区从

保定市分离出来，基础数据来源于 《保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３》，从而形成新的包括雄
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１４×１４城市间投入产出表，结构如表５所示。需要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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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ｈｔｔｐ：／／ｓｌｔｈｅｂｅｉｇｏｖｃｎ／ａ／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２１９０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０－０６－
２０］。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所使用的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模型为竞争型模型，隐含

的假设为进口产品、京津冀地区以外国内其他地区调入产品与京津冀同类产品具有完

全替代的竞争关系。因此在模型计算中，按照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常规做法，

通过引入进口系数 （进口量占本地总需求的比例）矩阵和调入系数 （调入量占本地

总需求的比例）矩阵来剔除中间流量与最终需求中非本地产品的部分。

表５　分离出雄安新区的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北京 … 雄安 … 衡水
其他

地区
北京 … 雄安 … 衡水

其他

地区

出

口

进

口

总

产

出

中间投入

北京



雄安



衡水

其他地区

增加值

总投入

　　

（二）优化模型设定

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影响的模拟是基于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优化模

型进行的。一方面，将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新增用水负担转移到其他城市，从而改变

这些城市的水资源约束，进而改变京津冀地区所能达到的最优 ＧＤＰ；另一方面，雄
安新区建设带来的需求增加将拉动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具体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设

置如下。

１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设定为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收益最大化，以区域内各城市所有部门增加

值之和来表示。具体数据表达式如下：

ｍａｘ∑
ｍ

ｒ＝１
∑
ｎ

ｉ＝１
ｖｒｉＸ

ｒ
ｉ （１）

其中，ｍ表示城市数量，ｎ表示部门数量，在本文中，ｍ＝１４，ｎ＝１６。ｖｒｉ表示 ｒ
城市ｉ部门的增加值率，Ｘｒｉ则表示ｒ城市ｉ部门的产出。
２约束条件
（１）投入产出约束
投入产出模型是研究经济系统各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３６）。城市间投入产出表不仅能够刻画一个城市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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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联系，同时还可以体现不同城市间的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假设城市间投入产出

模型中的城市数为ｍ，每个城市的部门数为ｎ，则城市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结构包
含了ｎ×ｍ个线性方程用以描述经济发展对区域内各部门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中间需
求和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

Ｘｒｉ＝∑
ｍ

ｓ
∑
ｎ

ｊ
ｘｒｓｉｊ＋∑

ｍ

ｓ
ｙｒｓｉ （２）

其中，Ｘｒｉ则表示ｒ城市ｉ部门的产出，ｘ
ｒｓ
ｉｊ表示ｓ城市ｉ部门对ｒ城市ｊ部门的中间

投入量，ｙｒｓｉ表示ｓ城市ｉ部门的最终需求。
通过引入直接消耗系数ａｒｓｉｊ可以进一步改写上述等式，具体结果如下：

Ｘｒｉ＝∑
ｍ

ｓ
∑
ｎ

ｊ
ａｒｓｉｊＸ

ｒ
ｊ＋∑

ｍ

ｓ
ｙｒｓｉ （３）

其中，直耗系数ａｒｓｉｊ表示增加ｒ城市ｊ部门的单位产出所需要的 ｓ城市 ｉ部门的投
入量，计算公式如下：

ａｒｓｉｊ ＝
ｘｒｓｉｊ
Ｘｒｊ

（４）

在优化模型中，投入产出恒等式将转变为不等式，以此确保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不

超过产出，此时，不考虑新区建设情况下的京津冀各城市 （包含雄安三县）的约束

条件如下：

∑
ｍ

ｓ
∑
ｎ

ｊ
ａｒｓｉｊＸ

ｒ
ｊ＋∑

ｍ

ｓ
ｙｒｓｉ≤Ｘ

ｒ
ｉ （５）

雄安新区的建设必然带来最终需求的增加，从而通过城市间经济联系带动京津冀

整个区域的发展。在需求拉动情景下，雄安新区的投入产出约束条件发生相应变化，

具体如下：

∑
ｍ

ｓ
∑
ｎ

ｊ
ａｓｉｊＸｊ ＋∑

ｍ

ｓ
ｙｓｉ ＋Δｙ

ｓ( )
ｉ ≤Ｘｉ （６）

其中，∑
ｍ

ｓ
Δｙｓｉ 表示新区建设带来的最终需求增量。

《纲要》指出新区建设要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建设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明确了五大

重点发展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

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雄安新区目前主导产业以塑料包装等传统产业为

主，工业化尚未完成，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面临现有主导产业与新区发

展定位不匹配的问题。因此，雄安新区未来不仅需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要加

快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塑造新兴产业竞争新优势，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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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各部门需求增量的确定方式如下：计算新区建设用水量的过程中，通过

比较不同建设水平下大类产业的增加值确定增长率，结合雄安新区２０１２年生产情况，
确定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增量，并进一步根据 《纲要》中明确指出

的产业定位调整各细化部门的产业结构 （以北京市２０１７年产业结构为基础），最终
确定各部门的产出增量。

（２）部门产出约束
在优化模型求解过程中，为实现区域 ＧＤＰ最大化这一目标函数，很可能出现某

些城市高耗水部门的最优产出值为０的情况，但部门产出为０不符合各城市实际发展
情况和产业发展规律，为此对各部门的产出变动设定一个范围。表达式如下：

Ｘ
—

ｒ
ｉ≤Ｘ

ｒ
ｉ≤ 珔Ｘ

ｒ
ｉ （７）

其中，Ｘ
—

ｒ
ｉ和 珔Ｘ

ｒ
ｉ分别表示ｒ城市 ｉ部门产出的下限和上限，其中上下限确定方式

为：基于统计年鉴中各部门增加值数据，计算最近５年的年均变动率，以该变动率和
各部门产出为基础，计算各部门上下限 （唐志鹏等，２０１７）。

（３）水资源约束
为了确保最优生产的用水量不超过实际用水量，设定水资源总量约束不等式，

如下：

∑
ｎ

ｉ＝１
ｗｒｉＸ

ｒ
ｉ≤Ｗ

ｒ （８）

其中，ｗｒｉ表示ｒ城市ｉ部门的直接用水系数，Ｗ
ｒ表示２０１２年 ｒ城市的实际生产

用水总量，此约束为未考虑雄安新区建设时的水资源约束。

当考虑雄安新区建设时，其同流域城市将负担一定的用水保障任务，因此各市的

水资源总量约束也相应变化 （雄安新区未包括在内），具体如下：

∑
ｎ

ｉ＝１
ｗｒｉＸ

ｒ
ｉ≤Ｗ

ｒ－λｒ （９）

其中，λｒ表示ｒ城市对雄安新区建设提供的水资源保障量，若ｒ城市不是新区建
设的水资源保障城市，则λｒ＝０。

雄安新区建设的用水总量约束为：

∑
ｎ

ｉ＝１
ｗｉＸｉ≤Ｗ＋∑

ｒ＝ｈ

ｒ＝１
λｒ （１０）

其中，ｗｉ表示雄安新区 ｉ部门的直接用水系数，Ｗ表示雄安新区２０１２年生产用
水总量，ｈ表示水资源保障城市数量，λｒ表示ｒ城市对雄安新区建设提供的水资源保
障量，其具体值的确定方案如下。

假定雄安新区的外部供水在京津冀地区的分配格局基本不变，即新区建设带来的

用水增量将按照固定比例分摊到河北省内部分城市。考虑到河北省地下水严重超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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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设定通过调节地表水来满足雄安新区建设的用水需求，以确保不会造成地下水

超采情况的恶化。考虑到调水的便利和成本问题，将与雄安新区所属同一水系 （海

河南系）的７个城市作为雄安新区的水资源保障区，包括保定市 （除雄安）、石家庄

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沧州市和廊坊市。根据 《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水资源公
报》，上述７个地市２０１２年生产活动中地下水和地表水使用量分别为１０３９３亿ｍ３和
２０８０亿ｍ３，其中地表水使用量远大于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缺口，说明该用水
保障方案具有实际操作性。在具体用水分摊过程中，用水效益高的地方少调水，用水

效益低的地方多调水，即按照２０１２年各地区单位用水产生的增加值倒数为权重确定
分摊比例 （见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２年７地市生产活动地表水、地下水使用情况及用水分摊系数

地区 地下水使用量（亿ｍ３） 地表水使用量（亿ｍ３） 分摊比例（％）

保定市（除雄安） ２５３２ ２１６ １６５３

沧州市 ９４２ ２６０ １２８４

廊坊市 ６９９ １４４ １２０６

石家庄市 ２３３４ ４３０ １４２３

衡水市 １２９３ １８９ １６７３

邯郸市 １３０３ ５３５ １０８６

邢台市 １２９０ ３０６ １６７５

合计 １０３９３ ２０８０ １００

　　

（三）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农业的直接用水量分别来自 《２０１２年北京市水资源公报》
《２０１２年天津市水资源公报》 《２０１２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承德、唐山和张家口三
个城市的分行业工业用水量直接来自 《承德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唐山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张家口经济年鉴２０１３》，结合投入产出表数据可以直接得出上述地市的农业、工业
部门用水系数。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其他８个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用水系数
则是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已有文献推算得到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其他相关基
础数据来源于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２００８》《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公报》《天津市第
一次水利普查公报》《河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

四、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

（一）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的总体影响

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影响的结果主要是通过求解前文所建立的城

市间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得到。具体来讲，在水资源需求变化、最终需求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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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同时变化三种情形下，分别求出各地市在新区建设时能达到的最优 ＧＤＰ减去
未考虑新区建设时所能达到的最优 ＧＤＰ的差值，以此表示新区建设给各地市带来
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增加将导致京津冀地区ＧＤＰ略有下降，
中期和远期建设将会使最优 ＧＤＰ分别下降 ６６亿元和 ２２５亿元，下降幅度分别为
００８％和０２６％，表明雄安新区建设将通过水资源负担转移给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最终需求增加将会使京津冀地区

ＧＤＰ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中期和远期建设将会使最优 ＧＤＰ分别增长４１３７亿元和
５９３０亿元，增长幅度分别为４７６％和６８２％。综合来看，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会使除
雄安之外的京津冀地区ＧＤＰ在中期和远期分别增长４０７１亿元和５７０５亿元，增长幅
度分别为４６８％和６５７％。可见，尽管雄安新区建设引起的水资源需求增加给京津
冀地区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需求拉动效应足以抵消这部分负面影响，最终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经济影响的城市差异

雄安新区建设用水需求增加给京津冀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

性 （见表７）。承担雄安新区建设水资源保障的７个城市所受到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
地区。具体来看，除保定市 （除雄安）ＧＤＰ略有增长外，其他６个城市的 ＧＤＰ将
不同程度下降，其中衡水市最明显，中期和远期的最优 ＧＤＰ将分别下降１６０亿元
和４１３亿元，下降幅度分别为１４４％和３７２％，其余５个城市的中期和远期最优
ＧＤＰ的下降绝对量分别接近或超过１０亿元和３０亿元。未承担新区建设水资源保障
的城市受到一定的经济影响，从中期来看，最优ＧＤＰ略有增长，其中北京和天津表
现最明显，最优ＧＤＰ分别增长４１亿元和１０亿元；从远期来看，未承担水资源保
障城市的经济同样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比承担雄安新区建设水资源保障的城市

所受影响小得多，其中北京和天津表现最明显，最优 ＧＤＰ分别下降１９亿元和６６
亿元。

表７　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各城市的经济影响

单位：亿元，％

地区

用水需求增加 需求拉动 总体经济影响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北京市 ４１ ００１ －１９ －００１ ６３８１ ２２５ ６９３５ ２４４ ６４２１ ２２６ ６９１６ ２４４

天津市 １０ ０００ －６６ －００３ ８４５５ ４０８ １１７８７ ５６９ ８４６５ ４０９ １１７２１５６６

张家口市 ０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３７ ５７０ １５５０ ７７７ １１４１ ５７２ １５４９ ７７６

承德市 ０３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１ １３３８ ５５６ ２３４４ ９７５ １３４１ ５５８ ２３４１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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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用水需求增加 需求拉动 总体经济影响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秦皇岛市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４７６ ２９０ ６１４ ３７３ ４７７ ２９０ ６１２ ３７２

唐山市 ０５ ００１ －０９ －００１ ２５９５ ２８６ ３７７０ ４１５ ２６００ ２８６ ３７６１ ４１４

石家庄市 －９２ －０１７ －３１７ －０５９ ５０４６ ９４７ ８４７８ １５９１ ４９５４ ９３０ ８１６１１５３２

保定市（除雄安） ６９ ０１８ ３４ ００９ ６２３９ １６２５ ８６２１ ２２４６ ６３０８ １６４３ ８６５６２２５５

沧州市 －１１７ －０３０ －３１６ －０８１ ２１９３ ５６３ ２４０３ ６１７ ２０７７ ５３３ ２０８６ ５３６

廊坊市 －１３１ －０６３ －３３５ －１６３ ９２５ ４４９ １５６９ ７６２ ７９４ ３８６ １２３５ ５９９

邯郸市 －１４７ －０３３ －４０３ －０９１ ４１４５ ９３５ ７２３８ １６３３ ３９９８ ９０２ ６８３４１５４２

邢台市 －１４８ －０７４ －３９５ －１９７ １９８８ ９９１ ３３１４ １６５２ １８３９ ９１７ ２９１９１４５５

衡水市 －１６０ －１４４ －４１３ －３７２ ４５０ ４０６ ６７３ ６０６ ２９０ ２６１ ２６０ ２３４

京津冀 －６６２ －００８－２２４６－０２６４１３６８ ４７６ ５９２９６ ６８２ ４０７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０５１６５７

　　注：表中变动数值为雄安新区建设时期最优 ＧＤＰ减去２０１２年 ＧＤＰ最优值，负数表示低于２０１２年 ＧＤＰ
最优值。

这一影响可从水资源约束与城市间经济联动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水资源约束

趋紧是城市最优ＧＤＰ下降的主要原因。其次，城市间的经济联动也会使得雄安新区
建设给周围地区经济带来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与雄安新区经济联系

密切程度相关，经济联系越紧密，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越大。承担雄安新区建设水资

源保障的城市中，保定市 （除雄安）与雄安新区的联系最紧密，城市间的经济联动

效应最强，足以弥补分摊用水需求增加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期和远期）。雄安

新区与其他承担新区建设水资源保障城市的经济联系较弱，城市间经济联动作用远不

及水资源约束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使得这些城市的最优 ＧＤＰ下降。未承担新区建
设水资源保障的城市虽未受到水资源约束的影响，但城市间经济联动会传导雄安新区

以及其他承担水资源保障城市的经济影响，从而引起其最优 ＧＤＰ的变动，具体表现
为中期略有上升，而远期略有下降。

雄安新区建设通过需求拉动给京津冀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

性。保定市 （除雄安）受到的经济影响最大，中期和远期的最优 ＧＤＰ将分别增长
６２３９亿元和８６２１亿元，增长幅度高达１６２５％和２２４６％。其次，北京市、天津市
的中期和远期最优ＧＤＰ绝对增量分别超过了６００亿元和８００亿元，其上升幅度分别
为２２５％、４０８％和２４４％、５６９％，这一变化可能是由雄安新区建设的直接需求
拉动和城市间经济联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雄安新区的基础薄弱，无论是中期建

设还是远期建设都将带来巨大的需求增量，这一需求增量通过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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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京津冀内部各城市，因此与雄安新区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具有较大的 ＧＤＰ增长
潜力。

综合来看，雄安新区建设对各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水资源需求增加带来的

负面作用，进而最终表现为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经济不同程度的拉动作用。京津冀地

区１３个城市中，保定市 （除雄安）受到的经济影响最大，中期和远期最优ＧＤＰ将分
别增长６３０８亿元和８６５６亿元，增长幅度高达１６４３％和２２５５％；其次为北京市
和天津市，其中期和远期最优ＧＤＰ的绝对增量分别超过６００亿元和８００亿元，增长
幅度分别为２２６％、４０９％和２４４％、５６６％。此外，石家庄市和邯郸市受到的影
响也较为明显，其中期和远期最优 ＧＤＰ的绝对增量分别接近或超过４００亿元和６００
亿元，增长幅度分别接近或超过１０％和１５％ （见表７）。

（三）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经济影响的部门差异

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需求增加给京津冀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具有明显的部

门差异性，且远期建设的影响大于中期建设。从整个地区来看，农业是受负面影响

最大的部门，中期和远期最优增加值将分别下降７２７亿元和１８３８亿元，下降幅
度分别为２６３％和６６４％。此外，食品制造业、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和金属冶炼
及压延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相对比较明显 （见表８）。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需求增
加导致的负面经济影响集中于上述部门，一方面说明这些部门生产过程中耗水量

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该地区资源型部门占比过高的产业结构。具体到城市层面，邯

郸、邢台、沧州、廊坊和衡水５个城市的农业最优增加值下降明显，其中期和远期
的绝对减少量分别超过 １０亿元和接近或超过 ３０亿元。此外，石家庄的食品制造
业、邯郸的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沧州和廊坊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等部门的最优增

加值在中期和远期也呈现下降趋势，且远期下降幅度大于中期；保定 （除雄安）的

农业、食品制造业、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的最优增加值均呈现

小幅上升 （见图１），这可能是雄安新区的产业带动作用超过了水资源约束产生的
影响所致。

表８　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各部门的总体经济影响

单位：亿元，％

部门

用水需求增加 需求拉动 总体影响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农业 －７２７ －２６３－１８３８－６６４－１１６４－４２０－２０３３－７３４－１８９０－６８３－３８７１－１３９８

采矿业 ３２ ００２ －４３ －００３ ２６２３ １８５ ４６５６ ３２９ ２６５４ １８８ ４６１２ ３２６

食品制造业 －１６ －００９ －７８ －０４２ －５６７ －３０７ －５８８ －３１８ －５８３ －３１５ －６６６ －３６０

轻工业 ０３ ００１ －１０ －００４ １０４８ ４１８ １７８５ ７１２ １０５１ ４１９ １７７５ 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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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用水需求增加 需求拉动 总体影响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中期 远期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变动量

变动

比例

石油炼焦及

化学工业
２０ ００４ －８６ －０１６ ５９２５ １０８２ ６２４８ １１４１ ５９４５ １０８５ ６１６３ １１２５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００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４ ７４５ ８４６ １８２２ ２０６９ ７４５ ８４５ １８１８ ２０６４

金属冶炼及

压延业
－０６ －００１ －４３ －００７ ４８８９ ７９７ ９１０４ １４８５ ４８８３ ７９６ ９０６１ １４７８

机械设备制

造业
００ ０００ －１８ －００５ ６９８６ １９６６ １２０２１ ３３８３ ６９８６ １９６６ １２００３ ３３７８

电气机械和

电子通信业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６２７５ １６８６ １０９６９ ２９４８ ６２７７ １６８７ １０９６７ ２９４７

其他制造业 ０５ ００２ －１１ －００４ ２１３４ ６８４ ３１４２ １００７ ２１３９ ６８５ ３１３１ １００３

电力、热力及

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１０ ００４ －１５ －００６ ３５３９ １５１１ ４４７１ １９０８ ３５４９ １５１５ ４４５６ １９０２

建筑业 ００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８７ ０３１ １１２ ０３９ ８７ ０３０ １１１ ０３９

交通运输业 ０３ ００１ －２２ －００４ ５８３０ １００８ ２８０５ ４８５ ５８３３ １００８ ２７８２ ４８１

批 发 和 零

售业
１１ ００１ －２４ －００３ ２３０５ ２８７ ３２３２ ４０３ ２３１６ ２８９ ３２０８ ４００

住 宿 和 餐

饮业
－０２ －００１ －０４ －００３－２８０５－２２８８－２８２７－２３０６－２８０６－２２９０－２８３１－２３１０

其他服务业 ０３ 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２ ３５１７ １５６ ４３７８ １９５ ３５２０ １５６ ４３３０ １９３

合计 －６６２ －００８－２２４８－０２６４１３６８ ４７６ ５９２９６ ６８２ ４０７０５ ４６８ ５７０４９ ６５７

　　注：表中变动数值为新区建设时期最优值减去２０１２年最优值，负数表示低于２０１２年最优值。

雄安新区建设通过需求拉动给京津冀地区各行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远期

建设影响程度高于中期。分部门来看，无论是在新区建设的中期还是远期，农业部门

最优增加值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最终需求的拉动会扩大产业调整的空

间，由于农业用水强度较高，在用水量约束和 ＧＤＰ最大化的目标下，生产规模会被
压缩。具体到城市层面，石家庄和邯郸的农业最优增加值下降最明显，中期和远期最

优增加值分别下降２４亿元、４５亿元和２３亿元、４１亿元，其次为唐山、承德、邢台
和沧州 （见图２）。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的住宿和餐饮业具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中期和远期最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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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用水需求增加影响的主要部门和城市

注：图中增加值变化为新区建设时期最优数值减去２０１２年最优数值，正值表示增加，负值表示减少。

加值分别下降３０９８亿元和３０９６亿元，且降幅超过其他１２个城市的上升总和，最
终导致整个京津冀地区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下降。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

一，根据北京市２０１２年各部门耗水情况，住宿和餐饮业是北京市继农业部门之后的
第二大高耗水强度部门 （１６３ｍ３／万元），其用水强度远高于众多工业部门，因此成
为优化过程中产出压缩的重点部门；第二，住宿和餐饮业属于服务业范畴，产业链较

短，不仅与其他制造业部门的联系相对较弱，而且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较弱，

受到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较小，所以在 ＧＤＰ最大化的目标下，高耗水强度的住宿和
餐饮业的增加值下降幅度较大。

除上述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最优增加值将明显上升，其中以机械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的最优增加值上升最明显，其次为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具体到城市层面，邯郸

市的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天津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的最优增

加值上升最明显，这些部门中期和远期的绝对增量分别接近或超过２００亿元和３００亿
元。此外，最优增加值上升较明显的部门还有北京市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石家庄

市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保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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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雄安新区建设需求拉动影响的主要部门和城市

注：表中增加值变化为新区建设时期最优数值减去２０１２年最优数值，正值表示增加，负值表示减少。

（除雄安）和唐山市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

业 （见图２）。
综合来看，雄安新区建设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部门差异性。

农业、食品制造业及住宿和餐饮业３个部门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中期和远期的增加
值分别下降６８３％、３１５％、２２９０％和１３９８％、３６０％、２３１０％ （见表 ８）。具
体到城市层面，保定市 （除雄安）以外城市的农业最优增加值在中期和远期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邯郸表现最明显，中期和远期将分别下降３５２亿元和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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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时，石家庄、唐山、邢台、承德、沧州、廊坊和衡水中期和远期的农业最优

增加值的下降幅度也分别超过１０亿元和２０亿元 （见图３）。除廊坊之外的其他城市
的食品制造业的最优增加值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以北京表现最明显。此

外，北京的住宿和餐饮业的最优增加值下降潜力较大，中期和远期将分别下降３０９８
亿元和３０９７亿元，其降幅超过了其他城市升幅之和，最终导致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住
宿餐饮业最优增加值下降。

图３　雄安新区建设主要影响的城市和部门差异

注：表中增加值变化为新区建设时期最优数值减去２０１２年最优数值，正值表示增加，负值表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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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３个部门以外，其他部门的最优增加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以机械
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表现最明显，其次为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金

属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见表８）。
具体到城市层面，中期来看，北京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和天津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以

及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的最优增加值上升最明显；远期来看，邯郸的金属冶炼及压

延业、北京的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天津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

业的最优增加值上升最快。此外，部门最优增加值上升较明显的还有北京和天津的其

他服务业，唐山、石家庄和保定 （除雄安）的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机械设备制造业

以及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业 （见图３）。

五、结论

本文采用定额法测算了雄安新区建设的用水需求，并利用京津冀城市间投入产出

优化模型模拟了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雄安新区建设中期需水量为７１亿ｍ３，用水缺口达４３亿 ｍ３，用水缺口
主要来源于生态环境用水需求，其次为生产用水，以服务业用水为主。雄安新区建设

远期需水量为１３７亿ｍ３，用水缺口为１０９亿ｍ３，用水缺口主要来源于生产用水需
求，其次为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第二，综合来看，尽管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水资源需求增加给地区经济带来一定

的负面影响，中期和远期的下降幅度分别为００８％和０２６％，但需求拉动效应足以
抵消这部分负面影响，最终给京津冀地区带来正面的经济影响，会使京津冀其他地区

ＧＤＰ在中期和远期分别上升４６８％和６５７％。
第三，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冀经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部门差异性。

综合来看，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保定市 （除雄安），其在雄安新区中期和远期建设时

的最优ＧＤＰ将分别上升１６４３％和２２５５％；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其在雄安新区中期
和远期建设时的最优ＧＤＰ上升幅度分别为２２６％、４０９％和２４４％、５６６％。在部
门层面，受负面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其在新区中期和远期建设时的最优增加值分

别下降６８３％和１３９８％；受到正面影响较大的部门是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
和电子通信业，其在新区中期和远期建设时的最优增加值上升幅度分别接近或超过

２０％和３０％。
水资源短缺是雄安新区建设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新区建设过程中务必要实施

水资源综合管理，实现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的转变；实行开源节流，在地区和产业间

科学调配水资源；加强新区与周边地区以水资源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雄安新区建设是我国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

措。为确保雄安新区建设充分、发挥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地区的带动作用，首先要完善

以雄安新区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实现新区与周边地市的产业衔接，促进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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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其次要合理规划新区与周边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更有效地促进产业协同；最

后要加大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在协商沟通、利益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最大限度地扫除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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