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投稿要求及模板
为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编校时间、加快出刊速度，请您在向我刊投稿时，严格按
照附件中的模板格式完善各项信息，对照模板进行初步修改。
XXX 区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lenoco 2017-12-28 19:07
批注[l1]: 文章中文标题

陈某 1,朱某某 2

fj 2016-07-12 14:35
批注[l2]: 多位作者情况下，一级单位不同，以数

（1.四川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400067；2.重庆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重庆
400020）

字上标区分；二级单位不同以小写字母上标区
分；所有作者单位相同，则只写一个作者单位。

摘要：从重庆五大功能区划分入手，选取人均 GDP 为指标，采用泰尔指数法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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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系数法，利用重庆 2005—2014 年的数据，对五大功能区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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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区域内部经济差异在增大；组间差距对区域经济差异贡献率非常高，组内差距
对区域经济差异贡献率较低。要缩小重庆经济差距，实现协调发展，需要完善交
通网络、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
关键词：区域经济；五大功能区；泰尔指数；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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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five functional regions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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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dividing Chongqing into five functional regions and
selecting the per capita GDP as the ind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ic difference between one and another, as well as in eac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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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Theil index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Chongqing data of
2004-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ve functional areas exhibit an overall slowly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economic differences within one region show an increase.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has a very big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while the gap within one region has a small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order to narrow down the economic gap and
achieve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ongqing needs to improve the
transport network,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tie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the five functional regions; Thei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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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1]，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
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经济

[2-3]

差异过大，并非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带来诸多经济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如对
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产生负面影响 [4-5]。因此区域经济差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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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6]。关
①

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概念，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看法 ，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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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区域经济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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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化现象”[7]。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评估区域经济差异的方法越来越多，主要
采用“以专家知识为基础,以数据验证为手段”的分析模式,利用各种分析指标作
为区域差异的测度,如反映区域绝对差异的极差(绝对离差)、平均差、标准差、加
权标准差等,反映区域相对差异的相对比率、平均差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
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GE 指标分类法等。本文将用泰尔指
数法与基尼系数法对五大功能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各功能区内部差异及其演变过
程进行比较分析[8-9]。
严辉运用极值相对差、变异系数法等对重庆各区县间的经济差异进行了横向
与纵向分析[10]，姜峰、陈讯等运用泰尔指数对重庆“一圈两翼”三个区域间及内
①

脚注…………。

部的经济差异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1-12]。华娟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
结合 Arcgis9.3 空间分析功能，对重庆经济发展特征与趋势进行分析 [13]。仅郑婷
采用多指标对五大功能区进行经济差异分析及预测，但其采用的指标属于经济总
量[14]。笔者认为，地区之间由于地域面积、人口等因素影响，通过人均经济量反
映的结果更为真实，因此，本文将采用人均 GDP 这一指标对五大功能区之间及
内部经济差异进行分析。
一、研究区域概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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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大功能区提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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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重庆区域经济发展，从直辖至今，重庆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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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大经济区、四大板块”“一圈两翼”、五个功能区域等四个不断优化的时

批注[l14]: 二级标题

代。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召开，研究部署了
重庆市功能区域划分和行政体制改革工作，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人口、
资源、环境等因素，将重庆划分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
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五个功能区域。至此，重
庆区域发展战略迈入新时代。五个功能区域是在“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区县功能定位，确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中将“一圈”细化、深
化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是为了拓展空间格局，
在更大的空间格局和区域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以更好地推动重庆大都市区的发
展和建设。
（1）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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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经济概况
重庆近十年来经济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2005 年 GDP 总量为 3467.72 亿元，
2014 年为 14262.60 亿元，增 长了 311.30%。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 2005 年的
13.4:45.1:41.5 变为 2014 年的 7.4:45.8:46.8，第二三产业比重明显增加。2005 年
到 2014 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 1061.49 亿元增加到 5710.67 亿元，增加了
437.99%；全社会固定投资由 1621.92 亿元增长到 15480.33 亿元，增加了 8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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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储蓄存款余额由 2189.73 元增长到 10774.12 元，增加了 392.03%。
重庆 2008 年以前人口只统计了户籍人口，其研究意义不大，因此笔者只分
析了 2009 至 2014 年的数据。都市功能区人口增长较快，由 649.49 万人增长至
818.98，增长了 26.10%；城市发展新区人口略有增长，由 1030.77 万人增长至
1079.19 万人，仅增长了 4.70%；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与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
区分别由 851.39 万人、282.35 万人减少至 816.65 万人、276.58 万人，详情见表
1。
表 1 2009—2014 年重庆常住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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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都市功能区

城市发展新区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2009

694.49

1030.77

851.39

282.35

2010

745.76

1018.73

836.54

283.59

2011

772.31

1032.23

832.57

281.89

2012

795.36

1041.78

827.43

280.43

2013

808.53

1062.04

821.20

278.23

2014

818.98

1079.19

816.65

276.58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 2010—2015 年

近十年功能区的人均 GDP 也保持稳速、差异化增长（图 1），都市功能区由
43864 元增加到 155054 元，增加了 253.48%；城市发展新区由 10769 元增加到
44060 元，增加 75.56 了%；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由 6067 元增加到 30113 元，
增加了 396.34%；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由 5911 元增加到 28525 元，增加了
382.57%；都市功能区的人均 GDP 约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 3.5 倍、5.3 倍、5.5 倍。都市功能区增长速度快是因为
产业结构合理，交通区位处明显优势，其他三个功能区的增长趋势相似，但由于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与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基数较小，所以增长幅度也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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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2014 年重庆五大功能区人均 GDP 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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