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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东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 东北

经济格局总体呈集聚趋势， 不同空间尺度下东北地区发展特征有所差异， 城

市群带动作用也有待加强。 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东

北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发挥辽

宁在东北振兴中的带动作用。 同时， 要提高城镇化质量， 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 促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 提升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的带

动能力， 搭建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平台； 拓展东北地区发展新空

间， 为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为此， 需要在构建新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中小城市功能、 畅通要素流通渠道、 深化区域合作等方

面着力， 培育区域发展新动力。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东北振兴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 －８５１Ｘ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０３１ －１８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 “长城学者培养计划” 资助项目 “新型城镇化与

产业集聚： 格局、 过程与机理” （批准号： ＣＩＴ＆ＴＣＤ２０１８０３３６）。
【作者简介】 李瑶 （１９９４ －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安树伟 （１９６９ －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通讯作者， 邮

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 当然文责自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东北地

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与农业基地， 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 ２００３ 年，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出台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东北振兴战

略的正式实施。 ２００９ 年，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的若干意见》， 提出东北地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提升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等意见。 ２０１６ 年， 为适

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 《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与上述

意见相配套，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振兴东北地区的政策与规划，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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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区域合作、 基础设施、 财税等多个方面。 东北地区经过十几年的振兴， 各

方面发展取得进步， 但近年来经济出现持续下行， 如何实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对东北经济振兴至关重要。 本文在阐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

涵的基础上， 从区域视角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从不同空间尺度

研究了东北地区发展的特征， 分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东北地区发展的意义， 提出

了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及推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对策建

议。

一、 研究综述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在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 经济结构优化、 新

旧动能转换、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过程， 以高效率高效益生

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２０１９）， 其关键是要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任保平、 李禹墨， ２０１８）。 高

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是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是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也是评价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准则 （金碚， ２０１８；
王永昌、 尹江燕， ２０１９）。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多种维度，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 以

区域一体化发展为核心， 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 可从 “基点线面体” 五个方面

入手 （蔡之兵， ２０１８）， 涉及区域空间结构优化、 城镇化质量提升以及区域合作深化

等方面。 目前， 学术界基于区域视角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 关于东北地区空间结构的研究。 东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

“南密北疏、 南强北弱” 的分布格局， 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 （廉晓梅、 吴金

华， ２０１８； 孙平军等， ２０１３）。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 东北的经

济重心持续南移 （谭俊涛、 张平宇， ２０１３）， 整体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内

部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 东北经济发展呈现集聚性， 主要表现为核心 －边缘、 轴带

集聚发展以及沿海 － 沿边等空间分异模式 （王姣娥、 杜德林，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３ 年以

来， 东北地区人口重心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移动， 人口密度增长缓慢， 人口集中指数

不断增大 （贾占华、 谷国锋， ２０１６）， 以省会城市为主的多中心 “Ｔ” 型人口分布

空间格局越来越明显 （于婷婷等， ２０１７）， 人口的迁移流动对人口空间格局重塑起

到决定性作用， 经济动能不足是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刘志敏等， ２０１７；
戚伟等， ２０１７）。

第二， 关于东北地区城镇化的研究。 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

性， 东北地区的南部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北部， 东北地区的西部、 北部以及东

部沿边始终处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 “低谷” （高雁鹏、 袁家冬， ２０１６）。 人口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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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 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 由北向南逐渐升高

（郭付友等， ２０１５）。 东北地区城镇化共有四种动力机制， 分别为中心城市的极化

与扩散、 政策推动和工业化驱动下的城镇化、 投资驱动下的中心城区空间扩张、 新

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规划推动下的城乡发展 （宋艳、 李勇， ２０１４）。 撤县 （市） 设

区一定程度上拔高了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 造成城镇公共资源短缺， 从而降低了城

镇化质量 （孟延春、 谷浩， ２０１７）。 推动东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要加快城市群建

设， 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化城镇建设路径和资源型城市多元化发展路径 （祝滨滨

等， ２０１６）。
第三， 关于东北地区经济合作的研究。 东北地区经济合作研究主要涉及东北三省

之间的合作、 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合作、 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以及

东北亚的区域合作。 近年来， 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东北

地区如何实现区域合作的问题。 东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开发力度， 积极推进

“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 建成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 实现东北地区再崛

起 （安树伟， ２０１５）。 探索扩大东北地区开放合作的新路径， 要科学布局通道网络，
构筑东向出海、 南联内陆的大通道； 以产业创新提升为核心， 加快富余优质产能走出

去； 以国际合作园区为抓手， 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创新对外开放模式， 建立多层

次区域合作机制 （陈耀， ２０１５）。
综上所述， 关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单一空间层次的某一

方面进行的， 虽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缺乏不同空间尺度的分析， 难以全面地

了解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 也没有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析东北地区发展问

题。

二、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基本特征

以东北地区、 省级层面、 城市层面、 城市群等不同空间尺度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

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镇化水平、 城乡收入、 要素集聚等角度分析东北地区发展情

况， 对实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经济集聚和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

东北地区的经济格局总体呈集聚趋势。 以东北三省 ３６ 个地级市 （自治州） 为研

究单位， 使用标准差椭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ｌｉｐｓｅ， ＳＤＥ） 方法对东北地区的经

济空间格局进行刻画 （见图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 ＧＤＰ空间分布呈现东北—
西南格局。 在标准差椭圆内部的城市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主体， 辽宁省在东北地区经济

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与 １９９２ 年相比， 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标准差椭圆的面积有所减小，
说明位于标准差椭圆内部的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外部城市， 经济发展呈明显的空间集聚

趋势。
２０１３ 年东北地区的 ＧＤＰ空间重心位于辽宁省铁岭市， 其余年份均位于吉林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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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及经济重心演化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平市， 总体呈现向东南移动态势。 其中，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东北地区的经济重心大幅向

西南移动；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东北地区的经济重心向东北移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东北地区

的经济重心向西南移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的经济重心向东北移动。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的 ＧＤＰ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方位角在波动中有增大的趋势， 空

间分布椭圆呈顺时针旋转， 表明位于椭圆内部西南或东北方向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相对较快 （见图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的 ＧＤＰ 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长轴和

短轴总体都呈减小趋势， 短轴的减小幅度大于长轴， 说明东北地区经济在东北—西

南和西北—东南方向上均呈集聚状态， 且西北—东南方向的集聚趋势强于东北—西

南方向 （见图 ３）。

图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 ＧＤＰ 空间分布方位角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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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 ＧＤＰ 空间分布长短轴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二）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省际差异显著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 ＧＤＰ 持续上升， 辽宁省的 ＧＤＰ 在 ２０１６ 年

出现短暂下降后 ２０１７ 年再次上升； 吉林省的 ＧＤＰ占东北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缓慢上升，
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 ＧＤＰ占比呈现此消彼长态势； 辽宁省的 ＧＤＰ占东北地区 ＧＤＰ的

比重均保持在 ４０％以上， 个别年份接近 ５０％ （见图 ４）。 可以说辽宁省的经济占据东

北半壁江山， 推动东北振兴需要发挥辽宁省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带动

作用。

图 ４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东北三省 ＧＤＰ 及占东北地区 ＧＤＰ 的比重

资料来源：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黑龙江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 和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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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东北三省的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 其中， 辽宁省的城镇化水平

始终高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见图 ５）。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在缩

小。 辽宁省城乡收入比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低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在 ２００８ 年及之后高

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吉林省城乡收入比在 ２０１４ 年之前高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在 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低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黑龙江省城乡收入比在 ２００７ 年之前与东

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在 ２００７ 年及之后低于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见图 ６）。
从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来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 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投

入不断增加， 辽宁省 Ｒ＆Ｄ经费大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且与二者之间的差距总体上

呈扩大趋势 （见图 ７）。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东北三省城镇化水平与东北地区的比较

资料来源： 同图 ４。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比较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１）

资料来源： 同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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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所得。

（三） 产业结构相似、 居民收入差异明显

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 ３６ 个地级市 （自治州） 的产业结构相似， 可以分为四类， 分

别为 “三二一” 结构、 “二三一” 结构、 “三一二” 结构和 “一三二” 结构， 其中以

“三二一” 结构的城市为主 （见表 １）。 对 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 ３６ 个地级市 （自治州）
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行排序， 可将其分为高收入水平、 中等收入水平和

低收入水平三类。 可以看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城市以辽宁省居多， 收入水平低的

城市以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居多 （见表 ２）。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各地级市 （自治州） 产业结构分类

产业结构类型 地级市（自治州）

三二一
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吉林、通化、松原、延
边、哈尔滨、齐齐哈尔、七台河、牡丹江

二三一 抚顺、辽阳、盘锦、长春、四平、辽源、白山、白城、大庆

三一二 鸡西、鹤岗、双鸭山、佳木斯

一三二 伊春、黑河、绥化、大兴安岭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各市 （州） 统计公报整理得到。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各地级市 （自治州）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类

类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收入水平

地级市（自治州）
沈阳、大连、盘锦、营口、鞍山、本溪、锦州、抚
顺、长春、大庆、哈尔滨、牡丹江

大连、盘锦、营口、沈阳、鞍山、本溪、锦州、
牡丹江、鸡西、哈尔滨、大庆、佳木斯

中等收入水平

城市（自治州）
辽阳、葫芦岛、丹东、阜新、吉林、松原、通化、
四平、辽源、齐齐哈尔、佳木斯、黑河

丹东、辽阳、铁岭、抚顺、长春、吉林、四平、
黑河、鹤岗、齐齐哈尔、双鸭山、伊春

低收入水平

城市（自治州）
朝阳、铁岭、延边、白山、白城、双鸭山、七台

河、绥化、鸡西、大兴安岭、伊春、鹤岗

阜新、朝阳、葫芦岛、辽源、通化、松原、白
山、延边、白城、绥化、七台河、大兴安岭

　 　 资料来源： 同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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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和核心城市的集聚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 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带动作用有限。 东北地区共有两个城市群， 即

哈 （尔滨） 长 （春） 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哈长城市群①和辽中

南城市群②人口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比重都有小幅下降， 其中， 哈长城市群的人口比

重由 ４３ ７％下降到 ４２ ６％， 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口比重基本稳定； 哈长城市群 ＧＤＰ占东

北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在波动中上升， 辽中南城市群的 ＧＤＰ比重在波动中下降 （见图 ８）。
东北地区城市群核心城市仍处于以集聚为主的阶段。 哈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哈尔滨

和长春， 辽中南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沈阳和大连， 这些核心城市仍处于以集聚为主的

阶段， 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还需要加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哈尔滨和长春、 沈阳和

大连的人口和 ＧＤＰ 占所在城市群的比重均总体呈上升趋势， 沈阳和大连的人口和

ＧＤＰ占所在城市群的比重始终高于哈尔滨和长春的比重 （见图 ９）， 说明沈阳和大连

的集聚能力强于哈尔滨和长春。

图 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及 ＧＤＰ 占东北地区的比重

资料来源：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

统计公报。

综上所述， 东北地区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 总体格局呈集聚趋势， 城镇化水

平较高。 无论从省级层面还是城市层面来看， 辽宁省的综合实力都较强。 目前， 东北

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辽宁省经济总量大幅度下降， 使得东北

地区整体实力减弱；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化质量不高； 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

似， 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 城市群带动作用不强， 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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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哈长城市群包括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大庆、 齐齐哈尔、 绥化、 牡丹江， 吉林省的长春、 吉林、 松原、
四平、 辽源、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共 １１ 个地级市 （自治州）。

辽中南城市群包括辽宁省的沈阳、 大连、 鞍山、 抚顺、 本溪、 营口、 辽阳、 铁岭、 丹东和盘锦， 共 １０
个地级市。



图 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哈尔滨和长春、 沈阳和大连人口及 ＧＤＰ 占所在城市群比重

资料来源： 同图 ８。

三、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 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满

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 高质量发展对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释放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强调调整结构、 提高效率，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可以通

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也可以通过企业间、 产业间、 所有制间、 地区间和

城乡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实现。 高质量发展将使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方向边际生产

率高的地方再配置。 同时， 高质量发展也将更加关注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 注重内涵

式的发展， 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资源再配置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为东北地区发展

释放动能， 尤其是在去产能方面， 高质量发展将从以往的 “计划压减” 转向解决资

源型产业的生产低效问题， 通过总量控制下的产能结构优化释放有效资产的价值， 提

高资源型产业的生产效率， 为东北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动能 （王一鸣等， ２０１８）。
高质量发展要求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 不断增强经济

活力和竞争力， 这有利于解决东北地区产学研脱节、 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不高等问

题， 从而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二） 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城市功能提升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由量转质的过程， 修正了考核指标上 “唯 ＧＤＰ
论” 的发展观， 为东北地区城市功能提升提供了多种路径。 在高速增长阶段， 城市

为了追求 ＧＤＰ的快速增长， 往往会盲目跟风、 重复建设， 造成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
城市分工不明确， 城市功能不突出。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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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需要， 城市发展追求的目标必须是多元化的， 东北地区各城市能够根据自身不

同区位条件与资源优势，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符合本地特色的产业体系， 形成合理的

城市分工， 避免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 凸显城市特色。
（三） 有利于拓展东北地区发展新空间

高质量发展旨在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解决区域发展中不平衡问

题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加快发展各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消除东北地区一体化发

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前已述及， １９９２ 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总体呈集聚态势，
北部城市发展比较缓慢。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差距的缩小， 将带

来运输成本的降低， 有些城市发展速度将有可能加快， 也将有可能出现若干区域发展

新空间， 成为东北地区未来人口和产业增长的主要载体。

四、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辽宁省的振兴是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推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 应该大力发挥辽宁省在东北振兴中的带动作用。 提高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 促进

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带动能力， 搭建东北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平台。 拓展东北地区发展新空间， 为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一） 大力发挥辽宁省带动作用

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的南部， 是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 区位条件优

越， 交通便利， 是东北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和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门户， 全省面

积 １４ ８ 万平方千米， 占东北地区的 １８ ３％ 。 １９９２ 年以来， 辽宁省 ＧＤＰ 占东北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均保持在 ４０％以上， 个别年份接近 ５０％ ， 是东北地区城市最密集的省份，
也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 经济综合实力均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２０１１ 年之后辽宁省经济增速放缓， 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占全国的比重下降， 虽然在

２０１７ 年出现回升现象， 但在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仍然缺乏动力， 东北地区发

展缓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辽宁， 所以促进辽宁振兴是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 从空间角度看， 要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依托， 大力推动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 高水

平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 整合港口资源， 形成合理的空间分布格局。 积极构建更

高水平、 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产业发展方面， 加快传统工业转型

升级， 优先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 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营造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环境； 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

集中的优势， 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 （吴殿廷等， ２０１７）， 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 促进辽宁全面振兴。
（二） 提高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是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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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增长速度缓慢， 与全国差距在逐渐缩

小。 ２０００ 年， 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就已达到 ５２ ２５％ ， 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阶

段。 但是， 东北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 突出表现为城市市政

公用设施的各项指标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３）。 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的城镇化

率达到 ６１ ７％ ， 未来更应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

表 ３　 ２０１６ 年东北地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与全国比较

指标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东北 全国

供水普及率（％ ） ９８ ９６ ９３ ４０ ９７ ２５ ９７ １４ ９８ ４２

燃气普及率（％ ） ９６ ０７ ９３ ００ ８６ ６６ ９２ ５４ ９５ ７５

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ｋｍ ／ ｋｍ２） １４ ０５ ７ ９７ ８ ０１ １０ ８０ １３ ９３

人均道路面积（ｍ２） １３ ０１ １４ ９８ １３ ７１ １３ ６８ １５ ８０

建成区路网密度（ｋｍ ／ ｋｍ２） ５ ８６ ７ ４８ ７ ０４ ６ ６０ ７ ０４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ｋｍ ／ ｋｍ２） ６ ５３ ５ ９２ ５ ９２ ６ ２１ １０ ６１

污水处理率（％ ） ９３ ６１ ９１ ７６ ９１ ４２ ９２ ６９ ９３ ４４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 １１ ３３ １３ ３７ １１ ９１ １１ ９８ １３ ７０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３６ ３５ ３４ ９７ ３５ ３５ ３５ ７２ ４０ ３０

生活垃圾处理率（％ ） ９４ ９９ ９４ ７９ ８９ ２１ ９３ ３８ ９８ ４５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整理所得。

提高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 一是要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 高度重视大数据与移动

互联网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应用， 创新城市治理体制， 改进城市治理方式， 保证各

类治理主体力量的正常发挥， 构建新型、 综合、 高效的风险防控和公共安全管理体

系， 推动由事后处置型应急管理向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体系转型， 由以部门管理

为主向以服务需求为主的转型， 实现区域善治。 面对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政府应在大城市内部均衡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过度

集聚， 提高城市的环境承载力。 二是要建设和谐宜居的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和

谐城市建设的核心和精髓， 在城镇化过程中， 只有更好地保护自然， 营造人与自然和

谐的生态空间， 才能引导城市建设走上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人与自然良性循环

发展的道路 （王战等， ２０１６）。 “３Ｍ”① 方面的成本降低， 是城市在集聚中和谐发展

的秘诀。 清洁空气和舒适空间对城市居民健康尤为重要， 要保证空气质量优良健康，
大大减少汽车、 轮船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增加城市的舒适度。 加大社区级公园绿地建

设力度并配备充足的休闲设施。 同时， 要保障公共健康、 公共救济、 公共安全、 公共

福利等方面高质量的供给。 构建亲近自然、 便捷、 友好的社区生活空间， 为居民提供

优质的居住环境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拥有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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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较为突出， 乡村振兴是东北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东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
未来应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按照 “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的要求， 加快补齐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

短板。 要坚持 “走出去” 与 “引进来” 相结合， 从根本上破除 “小富即安” 的传统

理念， 增强农民参与建设的主体意识。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需要 （郭连强等， ２０１７）， 加快科技创新，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精深发展 （朱宇

等， ２０１８），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构建东北乡村旅游合作机制， 共同打造乡村旅游

品牌。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障， 提高农村居

民生活质量。 挖掘乡村特色文化， 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提高村干部管理水平， 引进应

用型人才， 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动农户、 对接企业、 联结市场的功能 （邵汉明

等， ２０１６），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全面推进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
（四） 提升城市群带动能力

辽中南城市群位于辽宁省内， 哈长城市群涵盖黑龙江省西南部和吉林省中部， 辽

中南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哈长城市群， 比哈长城市群更加成熟。 但是， 作为东

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 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对东北地区的带动作用

明显不足。 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相比， 二者在综合经济实力、 要素集聚能力和产业

结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７ 年辽中南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与沿海三大城市群基本情况

指标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辽中南 哈长

面积（万 ｋｍ２） ２１ ６ ２１ ２ ５ ５ ９ ６ ３２ ２
人口（万人） １１２４７ １ １５１９５ ０ ６１５０ ５ ３１０７ １ ４６３２ ３
ＧＤＰ（亿元） ８２５５９ ８ １６４９５９ １ ７５８０９ ７ ２１２０４ ５ ２６６４６ ５

人均 ＧＤＰ（元） ７３４０５ ４ １０８５６１ ４ １２３２５７ ８ ６８２４５ ３ ５７５２３ ３
人口密度

（人 ／ ｋｍ２）
５２１ ７１７ １１１８ ３２４ １４４

经济密度

（万元 ／ ｋｍ２）
３８２２ ２１ ７７８１ ０９ １３７８３ ５８ ２２０８ ８０ ８２７ ５３

核心城市 北京、天津 上海、南京、杭州 广州、深圳 沈阳、大连 哈尔滨、长春

产业结构 ４ ７︰３６ ７︰５８ ６ ３ ２︰４３ ４︰５３ ４ １ ６︰４２ １︰５６ ３ ７ ４︰４０ ９︰５１ ７ １２ ０︰３９ ５︰４８ ５

主导产业

高端制造业、信
息服务、金融、生
物医药、航运物

流、航天航空等

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钢 铁、 石

化、汽车、纺织服

装、现代金融、物
流、商贸、创意等

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现代金融、
总部经济、港口

物流、商贸等

装备制造、石油

化工、造船、钢铁

精深加工、汽车

及零部件等

装备制造、汽车、
石化、能源、医药、
农产品加工等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城市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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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带动能力是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第一， 要提

升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沈阳应发挥现有产业优势，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

化， 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优化整体服务功能， 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大连则应发挥港口

优势， 依靠港口发展现代服务业， 带动腹地经济发展 （李崇峰， ２０１７）； 哈尔滨要强化

对俄开放合作、 物流集散等功能， 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商贸城市 （姚士谋等，
２０１６）， 依托城市特色， 发展特色旅游业； 长春可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 建设世界级汽

车产业基地，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 先进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马克， ２０１５）。
第二， 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 核心城市要着重发展公司总部、 研发、 设计、 培训以及营

销、 商标广告管理、 技术服务等环节， 提高这些环节在产业链上的比重， 把一般加工制

造环节转移到周边或者其他区域， 由此形成两头粗、 中间细的 “哑铃型” 结构； 核心

城市郊区和其他大中城市侧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由此形成两头小、 中间

大的 “菱型” 结构； 而周边其他城市和小城镇则专门发展一般制造业和零部件生产，
由此形成中间粗、 两头细的 “棒型” 结构 （见图 １０）。 在这种新型区域分工格局下， 核

心城市因公司总部、 研发和设计中心、 营运中心等的集聚而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控制中

心， 而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功能逐步强化， 从而有效提高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

图 １０　 城市群产业协作的产业链分工模式

资料来源： 魏后凯 （２００７）。

（五）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区域经济的空间接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区域接力发展， 梯次推进新空间的

优势产业， 有助于实现经济在更长时间内健康可持续发展 （安树伟、 肖金成，
２０１６）。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是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三个方面， 对东北地区 ３６ 个地级市 （自治州） 进行综合分析，
辽宁沿海经济带、 吉林市、 松原市、 齐齐哈尔市、 牡丹江市拥有较高的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较快的 ＧＤＰ增速、 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良好的区位条件， 可以作为东北地区

经济发展新空间 （见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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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２０１７ 年东北地区各地级市 （自治州） 主要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黑龙江统计年鉴》、 《吉林统计年鉴》 和 《辽宁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公报。

辽宁沿海经济带基于港口优势， 要以大连为核心， 发展海洋经济， 做强具有基础

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 加快对外开放合作， 力争成为促进东北地区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吉林市和松原市要发挥邻近长春的区位优势， 推动传统装备制造

业转型升级， 建设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 医药健康产业园、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齐

齐哈尔市要在哈尔滨的辐射带动下， 提高电力、 轨道交通、 高档数控机床、 农机装备

等制造业的技术含量， 发展新材料、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牡丹江市重点发展高端木材

加工、 生物制药、 绿色食品等产业， 建成竞争力强、 特色鲜明的产业基地和物流中

心， 形成对俄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五、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发展， 关键是要树立区域协调的发展观， 转变区域发展导向，
创新区域发展机制，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提升区域空间功能 （孙久文， ２０１８）。 对于

东北地区而言， 需要培育新动力， 新动力的形成应破除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构

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 厘清政府与市场、 企业及居民的关系， 提高市场化

程度； 要进一步完善中小城市的各项功能， 畅通要素流动渠道， 增强东北地区经济发

展的内生动力； 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加快对外开放， 深化不同层次的区域之间

的合作； 补齐乡村振兴的短板， 释放乡村发展新动力。
（一） 创新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滞后是阻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 根本

性地破除体制障碍， 创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建立区域政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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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市场开放机制、 资源整合机制以及科技创新机制。 建立区域政策互动机制， 要

正确处理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制定新的发展政策时， 除了考虑本地已有政策外，
还应关注其他地区的相关政策， 避免出现区域政策之间的矛盾， 在顶层设计上加强区

域间的合作。 建立市场开放机制， 主要是通过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 打

破东北地区各地之间的市场分割， 加快推进市场之间的融合 （赵弘等， ２０１７）。 建立

资源整合机制， 主要是对东北地区各地的资源进行整合， 尤其是对钢铁、 石油化工、
汽车等重工业进行资源整合， 提高东北地区产业竞争力。 建立科技创新机制， 要基于

东北地区已有的科研资源， 加快调整科研机构， 构建新的科研体系， 缩短科研成果转

化周期， 增强东北地区创新活力。
（二） 转变政府职能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企业、 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 能够为东北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继续简政放权， 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

的管理 （邹东涛、 王再文， ２０１６）。 以法律的方式确定政府的权力边界， 对于政府是

“法无授权不可为”； 对于企业和居民则是 “法无禁止即可为”， 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提高居民参加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政府除了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进行调控外， 更应提

高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同时， 还应转变政府调控手段， 以经

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 辅以行政手段， 加强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监督与评估， 充分

发挥区域政策的作用。 提高东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为民营企业

营造良好的发展与竞争环境， 加强市场监管， 推动市场的有效运转， 创造有利于创

新、 创业的条件， 为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三） 提高中小城市的功能

东北地区城市群带动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发展缺乏活力， 不能

有效吸纳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大力提高城市群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功

能、 吸纳就业功能、 人口承载功能以及公共服务功能， 培育中小城市发展活力。 完善

东北产业分工体系， 优化中小城市产业结构， 提高中小城市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的能

力， 基于当地产业基础与优势， 避免中小城市产业间趋同化竞争， 强化中小城市产业

发展功能。 提高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经济发展动力， 促进经济集聚能力的

提升， 从而加强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功能。 优化中小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 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 提高政府城市管理水平， 构建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的发展平台， 完善

中小城市的人口承载功能。 加大对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支持， 改善提供公

共服务的方式， 提高东北地区中小城市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 优化中小城市公共服

务功能。
（四） 畅通要素流动渠道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 要畅通要素流动渠

道， 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 一方面， 要构建现代综合交通网络， 强化国家级综合

５４

李　 瑶　 安树伟： 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交通枢纽， 提升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方创琳等，
２０１６）， 缩小东北地区各地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 为要素流动提供保障。 另

一方面， 要消除阻碍要素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改革土地配置模式， 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 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 建立覆盖城乡从业人员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 推进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 此外， 还应大力推进产品市场一体化、 金融市场一体化、 产权

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建设， 多角度、 多方位地促进东北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五） 加快对外开放， 深化区域合作

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坚持开放发展。 面向国内， 重点加强东北三省与内蒙

古自治区东部以及与环渤海地区之间的合作， 尤其要加强与北京、 天津等地科研机构

之间的交流合作， 促进科研资源的共享和技术、 成果及人才的交流对接； 深化东北地

区内部之间合作， 发挥东北三省各自优势， 打破行政壁垒， 进行资源整合。 面向国际

市场， 搭建面向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平台， 积极吸纳资源， 加快招商引资， 提高利

用外资的水平， 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马克， ２０１５）。 积极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 倡

议， 发挥地缘优势， 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和技术方面的合

作， 扩大产业合作的范围和提高层次 （赵弘等，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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