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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战略新布局中国区域战略新布局

与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侯永志
2015年6月

内容纲要

 新常态下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

 区域发展新布局下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新机遇

 如何抓住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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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关于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明确地用“新常态”来

概括中国经济新的阶段性特征。

 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对“新常态”进行了

系统的阐述。

 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台阶式下降。对于新 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台阶式下降。对于新

常态，也可作进一步分析。

 应对新常态，需要新的区域战略布局：国民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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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
超过

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为100）

3000 0GDP超过63
万亿。30多
年来，
按照可比价
格计算，年
均 增 长 近
10% ， 创 造
了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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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世行划分各国发展阶段所依据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标准
（单位：当年价格美元，按照汇率法衡量）

国家分类 1987 1990 1995 2000 2005 2012 2013

低收入 <=480 <=610 <=765 <=755 <=875 <=1035 <=1045

中低收入 481-1940 611-2465 766-3035 756-2995 876-3465 1036-4085 1046-4125

中高收入 1941 6000 2466 7620 3036 9385 2996 9265 3466 10725 4086 12615 4126 12745

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左右。
6

中高收入 1941-6000 2466-7620 3036-9385 2996-9265 3466-10725 4086-12615 4126-12745

高收入 >6000 >7620 >9385 >9265 >10725 >12615 >1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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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质基础的变化：
可以下图为据（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
数均已低于40%。 说明：

人们有更多的钱，也有更
多的可能，进行非食物消费。

7

关于技术基础的变化：
仅以下图为据（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2013年，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60%左右。2013年，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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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区域发展的新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致框架

（1）2013年9月7日，习总书

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3

日，习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

演讲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构想；丝绸之路的构想；

（2）涉及国家60多，总人口

44亿左右，经济总量约21万亿

美元，人口占全球的63%，经

济总量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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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致框架

（1）2014年2月26

日，习近平在北京

召开座谈会，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

（2）覆盖国土20

多万平方公里，人

口1亿多。

长江经济带的大致框架

（1）2014年4月28

日，李克强总理在

重庆召开座谈会，

研究依托黄金水道

建设长江经济带。

（2）覆盖11省市，

面积约205万平方

公里，人口和生产

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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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大致框架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大致框架

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指标数据 

（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数据绘制）（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数据绘制）

类别  指标   

基本情况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31.7 

年末总人口（亿）  1.21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元）  6 万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9700 

三次产业结构 10 2:52 4:37 4

14

三次产业结构 10.2:52.4:37.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510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2000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5.5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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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新布局下的发展新机遇

普适机遇

 市场增进效应

 知识累进效应

 效率改进效应

 协同共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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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之一——市场增进效应（普适机遇）

 在常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供大于求），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决定于

需求的规模及其增长的前景。需求的规模及其增长的前景。

 市场的规模，从长远来看，决定于一个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所及的人

口规模，决定于这些人口的收入。

 一个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所及的人口规模决定于这个地区内部的连接

性及其与其他地区联系的便利性。

 各种战略的实施将增强各地区内部的连接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性，

将有条件与有着40多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密切接触。

区域新战略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

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

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

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

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

际骨干通道建设。 

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

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

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

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 

长 江 经 济

带 

加快打造长江黄金水

道，扩大交通网络规模，

率先建成网络化、标准

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

1、强化铁路运输网络 

2、优化公路运输网络 

3、拓展航空运输网络 

4、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18

交通走廊。 

长 江 中 游

城市群 

合力构建分工合理、功

能完善、保障有力的基

础设施体系，加快武汉、

长沙、南昌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 

1、打造紧密协作的水运网络 

2、完善互联互通的陆运网络 

3、建设高效便捷的空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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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之一——市场增进效应（普适机遇）

日益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将便利各地走向全球

机遇之二——知识累进效应（普适机遇）

 新增长理论揭示，知识对于增长至关重要（为什么会有边际收益递增现

象？）；知识直接贡献于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期（潜在增速下降、结构转型、前期政策消化），

继续发展要靠方式转变。

 任何一个地区，不管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如何，都要转变方式，而转变

方式的根本基础在于技术进步。

 每一种新战略都重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意义：获得新知识的渠道拓宽、速度加快

 研发和人才培养也有助于知识的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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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战略中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一带一路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

络建设，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

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

项目。 

长江经济带 推进信息化与产业融合发

展 

完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

成都等骨干节点，进一步加强网

间互联互通，增加中上游地区光

缆路由密度。推进有线和无线宽

带接入网建设，扩大 4G（第四代

21

带接入网建设，扩大 4G（第四代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范围。 

长江中游城市

群 

共建信息网络设施；共享

信息资源与服务；共保信

息网络安全 

推动武汉、长沙、南昌等建设现

代化智慧城市，支持云计算与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融合发展，

加快统一的信息传输、应用和管

理平台建设，打造智慧城市群。

 

区域新战略中的的研究与开发

 构想 措施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合作开展重

大科技攻关。 

长江经济带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发展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统筹考虑现

状和优化整合科技资源的前提下，布局

一批国家工程中心（实验室）和企业技

术中心。 

长江中游城市

群

协同开展产业技术

创新

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协同创新

组织，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

22

群 创新 组织，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

创新。加快推进武汉、襄阳、宜昌、长

沙、南昌、景德镇、萍乡等国家创新型

城市试点工作，积极推进长株潭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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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战略中的人才培养

 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一带一路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

作办学，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

流合作。 

长江经济带   

长江中游城市

群 

 共同建立一批劳动力资源基地，

依托现有技工院校、就业训练中

心、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等培

训资源建设一批职业技能培训基

23

地，提高劳务输入输出的组织化

程度和劳动力技能水平 

 

机遇之三——效率改进效应（普适机遇）

 新战略的实施：将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扩大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提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扩大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提

高基础设施网络化、一体化服务水平。

 意义：竞争的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分工。（斯密的分

工）

 新战略的实施：促进生产要素集中，发展产业集群。新战略的实施：促进生产要素集中，发展产业集群。

 意义：生产要素集聚将带来效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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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战略中的市场体系建设

 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一带一路  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

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

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

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加快丝路基金

组建运营。 

长江经济带 推进一体化

市场体系建

设 

进一步简政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

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统

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推动劳动力、资本、

25

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 

长江中游城市

群 

完善统一市

场机制 

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建立城市群企

业信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协同

保护。规范发展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性产权

交易市场 

 

机遇之四——协同共进效应（普适机遇）

 新战略的实施：将加强国家层面协调指导，统筹研究解决区域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各地共同研究解决区域合作中的重大事项。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各地共同研究解决区域合作中的重大事项。

 意义：政策沟通，减少政策摩擦。

 意义：1+1〉2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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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战略中的政策沟通

构想 措施

一带一路 积极利用现有双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强一带一路 积极利用现有双
多边合作机制。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强
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 加强规划统筹和
衔接，形成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
生态环境联防联
治的机制。

统筹研究解决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
长江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之间协商合作机制。

长江中游城市群 加强对规划实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27

长江中游城市群 加强对规划实施
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的具体措施。江西、湖北、湖南省人民政府要加强
对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完善定期会商机制和工作
推进机制。完善省际联席会议及工作协调机制，强
化联席会议办公室和专责小组职能，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

为航空运输业提供的特殊机遇

 随着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潜在的客、货运需

求将变成规模庞大的现实市场求将变成规模庞大的现实市场

 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所带来的增长极效应，将放大“经济增长的航空市

场需求效应”

 何谓“经济增长的航空市场需求效应”；

 放大效果的体现：人口和产业越聚集，为航空业创造的发展机遇就越多

 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品结构的轻型化，也会放大“经济增

长的航空市场需求效应”

 为什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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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住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新机遇

 进行科学的前瞻性强的规划

 在航空运输业，实现企业之间的“蓝海合作”

 妥善处理与其他运输方式、运输工具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加强与各国、各地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深度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要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要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29

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带一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

尤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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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尤为严峻

 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以陆上丝路的情况来说明）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

的内陆亚洲地区。其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

 这里有广阔无垠的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

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

因其生态脆弱，一带一路整体上对于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的 因其生态脆弱，一带一路整体上对于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的

承载力也不够强。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尤为严峻

 发展任务艰巨：

 发展水平整体比较低，在沿线的65个国家中，只有18个国家的人均

国民收入超过了12,615美元（2012年数据，当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

家低线标准），尚有7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35美元当年（世

界银行低收入国家低线标准）

 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带一路”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形成强

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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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是（更主要地是）社

会过程

 生产方式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

 生活方式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

 分配结构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

 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以此来说明）

 应思考：航空业在其中应起到什么作用？

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之间的分工日益深化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依托日益增强的交通便利化，

 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的趋势日益明显；

 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工

生产的不同环节所产生的环境成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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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格局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达国家处在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处在价值发达国家处在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处在价值

链的低端

 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能力不足

 有理由推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的地位，

有助于减轻全球生态环境压力

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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