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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崛起的原因与思考*

汤 正 仁

摘 要：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西南地区正在实现整体崛起，促使东快西慢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转变为南快

北慢。西南地区整体崛起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既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果，更

是该地区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拼搏奋进的结果。西南地区整体崛起对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战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但是西南地区崛起

不能过高估计，存在的短板不容忽视。保持西南地区崛起态势，需要从若干方面着力：国家应当持续深入推进西部

大开发战略。西南地区应当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着力打造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绿色发展示范区；构建

“钻石”型城市群落，着力打造中国区域经济第四增长极；拓宽“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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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由东快西慢向南快北

慢整体转变，转变的关节点是东南沿海继续保持稳

健发展的同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发展缓慢的西

南地区正在实现整体崛起。研究西南地区整体崛

起现象，探索其原因、意义、问题和对策，无疑具有

重要价值。

一、西南地区正在整体崛起

西南地区整体崛起不仅体现在重庆、成都这些

基础较好的特大城市迅速跻身于中国新一线城市

行列，更体现在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状态的贵州、云

南、西藏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贵州连续 8年经济增

速处于全国前3位，其中3年居全国第1位；西藏近

年来经济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2018年与贵州并列

全国经济增速第 1位；云南连续几年经济增速位居

前列，2019年上半年超越贵州，名列全国第1位。

为了更充分地展现西南地区从长期落后到整

体崛起的脉络和图景，我们将进行更长历史时期、

更多数据变化的对比分析。鉴于西藏经济规模小、

人口少，两者占比均不到西南地区的2%，其在国家

战略中所处重要地位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加之历史上习惯将云、贵、川称作西南3省，重庆转

为直辖市后变为云、贵、川、渝3省1市，这里对西南

地区经济数据的分析将不包括西藏，这显然不会影

响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的研究结论。

西南地区与全国比较。对表1中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整个西南地区经济

基础薄弱，发展起点很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赤

贫状态；西南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发展基础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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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又各有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完

成，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只有 679亿元，这个全球

第1人口大国人均GDP仅有119元，全球倒数，而西

南地区人均GDP只有 65元，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54.6%，是极贫国家中的极贫地区。西南地区内部，

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不同，赤贫状态也存在明

显差异。其中，重庆由于抗日战争期间陪都地位余

留的工业基础，是西南经济较好地区，人均GDP刚

过100元，不过也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其

次是云南，人均GDP为 69.5元，超过西南地区平均

水平，为全国平均的 58.4%；贵州人均GDP为 57.4
元，排在西南地区第 3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7.9%，在西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最小，相当于四川的

34.7%，重庆的48%，云南的72.6%；四川经济总量虽

排名西南地区第 1位，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GDP
只有53.2元，排名西南地区倒数第1，相当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 44.5%。在西南地区内部，贵州和四川的

人均GDP只相当于重庆的57%和53%。

第二，改革开放前，西南地区得益于国家沿海

与内地均衡增长战略，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

平，与全国差距有所缩小；西南地区各省市发展态

势各异，内部差距也在缩小。在 1952—1978年的

26年间，全国名义GDP增长 4.34倍，西南地区则增

长了 4.8倍。在此期间，西南地区人均GDP提高到

234 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由 54.6%提高到

62.3%。其中，四川增长最快，名义GDP总量增长

6.5倍，人均达到 261元，从全国平均水平的 44.5%
大幅提升到 69.4%，提高了 25个百分点；云南增长

次之，名义GDP增长了 5倍，人均GDP达到 223元，

从全国平均水平的 58.4%提高到 59.3%；贵州增长

了 4.5倍，增速排名第 3，人均GDP为 173.5元，从相

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7.9%下降到 46.1%（经济增

速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导致人均下

降）；重庆增长不到 3倍，不仅增速慢于西南地区其

他省份，而且慢于全国平均速度，致使其人均GDP
只达 255元，从相当于全国 84%下降到 67.8%。这

样一来，西南地区各省区人均GDP格局发生了重大

变化，四川从西南地区倒数第1变成正数第1，超过

重庆；重庆不仅失去西南地区人均GDP第 1宝座，

而且对于云南和贵州的优势也大大降低。

第三，改革开放后至实施西部大开发前，西南

地区在国家“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先富带后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没有赶上全国步

伐，增长略有滞后，与全国水平发展差距有所扩大；

但由于发展基础、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等多方面影

响，西南地区各省市呈现出相当大的发展差距。在

表1 西南地区各省市GDP、人均GDP数据变化及与全国比较

地区

四川省

重庆市

云南省

贵州省

西南地区合计

全国

类别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1952年
24.61
4629
53.2
17.85
1777
100.45
11.78
1695
69.5
8.55
1490
57.4
62.79
9591
65.47
679

57482
119

1978年
184.61
7071.9
261
67.32

2635.56
255
69.05
3091.5
223
46.62
2686.4
173.5
362.97

15485.36
234.4
3624.1
96259
376

2000年
4016.8
8329
4823
1589.6
3090
5144
1955.3
4288
4560
993.3
3525
2818
8555
19232
4448

89403.5
126583
7063

2018年
40678.13
8302
48998

20363.19
3048.43
66799

17881.12
4800.5
37248

14806.45
3580
41359

93728.89
19730.93
47504
900309
139538
64521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贵州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等资料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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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全国名义GDP增长 23.7倍，西南地区名义

GDP增长 22.3倍。由于在此期间劳动力向东南沿

海的大量转移，常住人口减少，西南地区人均GDP
相当于全国的水平没有下降，维持在62.9%。其中，

云南增长最快，增长了 27.3倍，比全国快 3.6倍，人

均 GDP 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9.3%提升到

64.6%；重庆次之，经济总量增长了 22.6倍；四川总

量增长了20.7倍；贵州不仅基数小，增速也最慢，只

增长了20.3倍，从而使其人均GDP水平从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 46.1%下降到 39.9%，成为全国人均

GDP长期倒数第1的省份。

第四，21世纪以来，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超过了全国平

均增长速度，正在实现整体崛起，改革开放前期与

全国发展差距拉大状况得到根本扭转；西南地区各

省市间的发展也更加均衡。2000—2018年，全国名

义GDP增长了 9倍，西南地区名义GDP增长了 10
倍，人均 GDP 从全国水平的 62.98%显著提升到

73.6%，提高了 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重庆人均

GDP达到 66799元，超过了全国 64521元的平均水

平，从全国平均水平的 72.8%大幅提升到 103.5%，

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以上，经济总量排位也从全国第

23位上升到第 17位；四川经济总量排位则从第 10
位上升到第6位，人均GDP也从占全国水平的68%
提升到76%，提高了8个百分点；贵州一改改革开放

以来的颓势，经济总量增长了13.9倍，高出全国4.9
倍，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也从2000年的39.9%
大幅提升到 64%，提高了 24个百分点；云南因改革

开放前期的高速增长垫高了基数等原因，21世纪以

来的增长幅度明显要小些，经济总量只增长了 8.1
倍，但近年也出现了高速增长势头，经济增速位列

全国前列。

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比较。与东北地区比较，

西南地区整体崛起态势更加明显（如表2所示）。

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地区属于我国经

济发达地区，西南地区属于我国相当落后地区，两

地区发展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1952年，西南

地区人口总量是东北地区的2.33倍，但经济总量只

是东北地区的 75%，人均GDP仅仅是东北地区的

32%。东北地区人均GDP水平不仅远远高于西南

地区，相当于后者的３倍以上，而且也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

第二，改革开放前，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

总量增速大体一致，由于在此期间东北地区人口增

长快于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重有所

提升。1978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仍然相当于东北

地区的75%，但由于东北地区人口增幅大于西南地

区，西南地区人口总量从期初相当于东北地区的

2.33倍下降到 1.8倍，西南地区人均GDP与东北地

区相比提升了9.8个百分点，达到41.8%。东北地区

人均GDP仍然相当于全国的1.49倍。

第三，改革开放至 20世纪末，西南地区经济增

长快于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量都在明显提

高。2000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从相当于东北地区

的 75%大幅提升到 87.7%，人均量也从 41.8%上升

到48.6%。

第四，21世纪以来，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崛起，东

北地区则相对衰落。2018年，西南地区经济总量达

到93729亿元，东北地区56752亿元，西南地区经济

总量相当于东北地区的 165%，人均则从 20世纪末

相当于东北地区的48.6%提升到91%，提高了42个
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倍和改革开放前的1.49
倍，下降到2018年的81%。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远远落后于

东北地区、两者完全不在同一层次的话，那么到

表2 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GDP和人均GDP变化趋势比较

地区

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

类别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GDP（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GDP（元）

1952年
84

4108
204.5
62.79
9591
65.47

1978年
486

8672.3
560.4
362.97

15485.36
234.4

2000年
9751.4
10655
9152
8555
19232
4448

2018年
56751.59
10875.03
52185

93728.89
19730.93
47504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贵州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等资料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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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由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的崛起和东

北地区的相对衰落，西南地区已经与东北地区处于

相同层次了。

二、西南地区崛起的原因

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

大转变是西南崛起的外部因素。上述分析让我们

看到，西南地区崛起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与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历史上

西南地区远离中原地带，大多属于封闭落后之地，

近代以来又由于远离中国工商业中心沿海地区，加

之云贵高原、喀斯特山区地形地貌，经济基础非常

薄弱，交通设施异常落后，发展环境相当恶劣。如

果任其与其他区域自由竞争，各种资源配置将因

“马太效应”而很不利于西南地区发展。随着社会

主义改造的完成，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

系》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的关系”，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

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中国通过更好发挥沿海工业

的作用，更多地支持内地发展，从而使区域经济发

展变得更加协调。加之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

围堵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战略需要，大量军

工企业迁入西南，相应配套企业建成，交通、能源等

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和投入使用，西南地区在新中

国成立后获得了第一波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的发展，

使得 1952—1978年间西南地区缩小了与全国的发

展差距。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期，国家实施沿海优先

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扩大了西南地区与沿海和

全国的发展差距。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

区的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优惠，上海浦

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的建立，其特

殊优惠政策吸引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各地区大

量人才、技术、企业，大量资源流失使西南地区业已

形成的良好发展态势显现疲态，尽管有改革开放活

力的增强，但是发展还是不仅远落后于沿海，也赶

不上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西南 3省 1市除云南外，

其他省市都落后于全国水平，更难与沿海地区相提

并论。在此期间云南的异军突起有其特殊背景和

原因：一是国家“财政分灶吃饭”政策为云南这个全

国第一烟草税大省带来强大活力；二是国家“沿边

开放”政策使云南这个全国边境口岸城市最多的省

份之一获得了强大活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强有力地推进了西南

地区的发展，使该地区与全国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改革开放后的前20多年间，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拉越

大对经济发展全局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不良影响日益显现，为此，国家在 21世纪推进了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为解决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的发展疲软问题，并继续调动东部地区积极

性，国家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概括为：实施西部

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支持东部优先发

展。这样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尽管各区域都强

调，但由于西部大开发摆在第一位，并赋予强有力

的实施，整个西部地区发展得以加速。西南地区与

西北地区相比，因人口多体量大，使得西南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更加突出。

西南地区抢抓机遇、顽强拼搏、创新发展、奋力

后发赶超是西南地区崛起的内在原因。同样的宏观

环境，相同的发展机遇，主观努力不同，发展结果迥

异。有利的国家宏观战略固然是西南地区崛起的重

要原因，但这仅仅是外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

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外因必须通

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西南地区崛起的内因，是西南

地区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抢抓西部大

开发机遇、脱贫攻坚机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团结

奋进、顽强拼搏、科学发展、奋力赶超的结果。

曾经是贫穷落后代名词的贵州实现华丽转身，

是内外因相互转化在西南地区崛起中的生动写

照。贵州自身奋力后发赶超的主观努力主要体现

在：一是构筑精神高地。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

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贵州省委高举“发

展、团结、奋斗”的旗帜，“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

洼地”，解放思想“十破十立”，广大干部群众打开了

眼界，开动了脑筋，树立了信心，凝聚了力量，强化

了行动。二是抢抓发展机遇。贵州不仅抢抓西部

大开发机遇加快电力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

抢抓《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意见》即国发﹝2012﹞2号文件机遇加快全

面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部门全面对接中

央和国家各部委，全面对接中国几大银行及各央

企。突出体现在国发﹝2012﹞2号文件发出后的3年
内，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贵州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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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各部门领导，都会齐

聚北京，对接中央、国家部委和央企领导，汇报工作

情况，提出思路方案，拿出发展项目，寻求相关支

持，取得显著效果。三是补齐基础短板。制约贵州

发展的短板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为此，贵

州以长远战略眼光埋头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贵州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县县通高速公

路”的省份，“天堑变坦途”“高原变平原”的理想得

以实现，加之贵州“一干十支”机场体系建成和国际

航线的陆续通航，贵州长期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状

况得以根本改观。四是明确奋斗目标。2012年 4
月的中共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三高于、

一达到、五翻番”的五年奋斗目标。2017年 4月召

开的中共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又提出了“决胜

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

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奋斗目标。五是确立战略行

动。只有目标没有战略行动，目标就会成为空中楼

阁。与奋斗目标相适应，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

出的与奋斗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是“工业强省”和“城

镇化带动”两大战略；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的与三大奋斗目标相适应的则是三大战略行动，即

“大扶贫战略行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和“大生态战

略行动”。六是实施工程推进。区域发展中观念、

目标、战略层面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

将它们落在实处。贵州在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的目标和战略时，提出了以“五个100工程”为抓手，

即在全省集中力量建设 100个产业园区、100个现

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旅游景区、100个示范

小城镇、100个现代城市综合体；在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的目标和战略时，提出了产业精准扶贫工

程、易地搬迁扶贫工程、深入推进“小康水、小康电、

小康路、小康讯、小康房、小康寨”六个小康行动计

划等。七是打造产业支柱。白酒、烟草是贵州的传

统产业支柱，在 21世纪发展中不仅没有被抛弃，而

且做得更加扎实，“贵州茅台酒”不仅火遍全国，而

且走向世界，成为重要民族品牌；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打造了“水火互济”的电力能源支柱产业，一度使

贵州成为“西电东送”的主战场，为贵州的后续发展

打下了重要基础；勇立潮头打造大数据产业，吸引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苹果、华为、腾讯、

富士康等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将数据中心建在贵

州，成为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将绿水青山

转变为金山银山，旅游发展“井喷”，生态旅游业成

为重要产业支柱；绿茶种植面积全国第1，生态绿色

有机农业规模日益壮大。八是营造干事氛围。贵

州省为改变惯性思维，确立开拓创新意识，从江苏、

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引进优秀县委书记、县长，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形成“鲶鱼效应”，搅动官场静

水。同时，不断加大干部下基层力度，挑选精兵强

将深入基层第一线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乡村振

兴中发挥重要作用。贵州的努力和奋斗，使其成为

西部大开发 19年来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增速最快的

省（区），也成为中国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贵州的开拓奋斗是西南地区整体开拓奋斗的

一个缩影。重庆、成都积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3年以来成都稳居新一线城市榜首，重庆从 15
个新一线城市第 7名进到第 3名，昆明则从二线城

市进到2019年的新一线城市，成渝城市群正在崛起

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的我

国第四经济增长极，无不体现重庆、四川、云南抢抓

机遇、拼搏奋斗、创新发展的主观努力。

重庆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遇，依托

中（中国重庆）新（新加坡）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牵头中国西部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

疆、云南、宁夏、陕西、四川10省（区、市），共建“西部

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通过

区域联动、国际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多重经济效应的

战略性通道。

四川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的重要指示，解放思想，苦干实干，组织实

施“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

略部署，聚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5大支

柱产业，努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经济增长成效显著，增速连续名列全国前10，经济总

量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国第6名，稳居西部

第1名。

云南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发展 8大重

点产业，全力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推动数字经

济快速萌芽，落地一批工农业精深加工大项目，全

面启动“旅游革命”，打造“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慧旅

游标杆，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五网建设”。2018年经

济增速排名全国前三，2019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跃居

全国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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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南地区崛起关乎中国发展全局

西南崛起对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至关重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

的十八大明确、党的十九大重申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消除绝对

贫困人口，打赢脱贫攻坚战。西南地区是中国贫困

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2011年，该地区农村贫

困总人口按照2300元（2010不变价）新标准为3731
万人（云南 1468万人，贵州 1149万人，四川 912万

人，重庆 202万人），占全国比例接近 30%。贫困人

口大多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发展条件

极差，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西南地区不彻底

消灭贫困，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南地区减少贫困人口3000多万人，年均减贫400
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到 2018年的 420
万人（其中四川70余万人，重庆13万人），占全国比

重从接近30%下降到25.3%。以西南地区多年来的

减贫速度，观其正在整体崛起的态势，2020年彻底

消除贫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全可

期的①。

西南地区崛起对保持全国宏观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西南地区经济是全国宏观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经济衰弱会拖累全国宏

观经济，西南地区经济强势崛起是全国宏观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正是西南地区经济的强

势崛起，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以成渝城市群为中心

的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正是西南地区经济强势

崛起，才会使中国东快西慢格局转变为南快北慢

格局。

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优化了国家区域经济

布局。西南地区是中国的资源大区。水能资源、矿

产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三线”资源无出其

右。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军工转民用，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极大地推动了西南

地区崛起。同时形成了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原材

料基地，矿产品加工基地，生物资源基地，烟、酒、茶

为代表的食品工业基地，以军工转民用为特色的制

造业基地，利用地理气候资源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产

业基地，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的中草医药基地，全国

重要旅游基地等。这无疑大大丰富和优化了全国

的区域经济布局。

西南地区经济整体崛起拉动全国生产资料市

场需求，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西南地区的高铁

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机场建设、电力建

设、企业建设、房地产投资等，都会强有力地拉动全

国生产资料市场需求，促进全国钢铁、建材、机械制

造等产业的增长。由基本建设引发的投资需求，形

成的投资乘数促使经济以倍数增长。

西南地区经济收入水平提高拉动全国消费市

场。西南地区人口近 2亿人，经济崛起提高收入水

平，是一个正在增长中的庞大消费市场。西南地区

人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对全国稳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经济需求无疑具有重

要拉动作用。

西南地区崛起对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至关重

要。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重大区域可持续发展

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是一个极具长远眼

光的战略定位，关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

益。水资源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命脉。长江是

中国最长、水量最大、流域最广的第一河流，滋养着

全国 40%以上的人口。长江的污染将是中华民族

的巨大灾难。处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究竟是作

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还是成为长江污染的灾

难之源，关键在于其能否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摆

脱历史以来的长期贫困落后状态。如果贫困落后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砍伐森林、破坏生态、污染环

境将不可避免，将危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

生存环境。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的崛起，充分

证明该区域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条崛起之路

不仅没有破坏长江上游的生态，而且保护和建设了

长江上游生态，使整个长江流域山更青，水更绿，天

更蓝，地更洁。西南地区也在保护青山绿水中将其

变为金山银山，成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

之一。

西南地区崛起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

至关重要。西南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处于特殊位

置。“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先开通的中欧班列由重庆

始发，从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波兰至德国杜伊斯堡站。截至 2018年底，

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开行累计超过 2630

西南地区崛起的原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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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欧班列（成都——罗兹）始发于成都城厢站，

从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

斯，至波兰罗兹站，至 2018年，累计开行 3088列。

2018年，全国中欧班列共开行 6300列，其中由重

庆、成都始发的中欧班列 3029列，占全国开行中欧

班列数的 48.1%。随着重庆至贵阳动车开通，连接

此前开通的贵阳至广州的高铁，珠三角地区也能通

过陆路快速进入欧洲大陆，而无须历经 1月海上航

行才能到达欧洲；长三角地区也能通过沪昆高铁

进入南亚印度洋，而无须海路耗时费力。西北地

区也可经西南出广西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可

见，西南地区在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处于

一个枢纽地位。随着西南地区高铁网络加快建设

和不断完善，尤其是云南昆明至东南亚铁路的开

通，西南地区经济崛起引发的连锁效应，将使该地

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四、保持西南地区整体崛起态势的思考

西南地区的整体崛起，具有明显补课性质，不

能过高估计。总体上说，西南地区目前的崛起仍然

在补课，而这种补课任务远没有完成。一是西南地

区经济水平与全国还有明显差距。尽管新中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获

得了高速增长，巨大差距得以缩小，但人均GDP还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3/4，甚至还没有达到发展迟

缓的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跟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

距更大。二是西南地区仍然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

的地区。2018年贫困人口超过400万人。尤其是云

南贫困人口181万人，贵州贫困人口155万人，贫困

发生率均在 4%左右，明显高于全国 1.7%的平均水

平。且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处于生存环境恶劣地区，

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还有数十个县未达脱贫摘

帽标准。三是基础设施仍然不能与发达地区比较。

2018年，高铁通车里程除贵州超过1200千米外，云

南、四川、重庆都不到 800千米，在全国排名分别为

第 18位、第 19位、第 22位，甚至低于西北地区的陕

西、甘肃、新疆；全国“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有10
个，西南地区只有贵州，重庆、四川和云南都未进

入。四是开放程度也远不如发达地区。2018年重

庆市进出口总额 5222亿元，外贸依存度 25%，远低

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四川对外贸易依存度14%；

云南对外贸易依存度11%，与其沿边开放省份地位

极不相称；贵州对外贸易依存度更是只接近4%。这

些数据充分说明，西南地区对外开放任重道远。

要保持西南地区持续崛起态势，还需从以下几

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国家应当持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

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是

西南地区整体崛起的宏观经济背景，同时也是西南

地区保持持续崛起态势的前提条件。西南地区自

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

活艰辛，正是近 2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才从根本上

改变长期贫困落后状况，获得长足发展。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西部地区摆

脱贫困、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更在于促进广大西

部地区与全国一样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南地区不仅具

有丰富的有待开发的自然资源，还有丰富的有待开

发的人力资源，更有近 2亿人口的充满潜力的巨大

市场资源，还拥有“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

要枢纽。因此，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

略，不仅对于西南地区保持崛起态势是完全必要

的，而且对于全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

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落

实和实施同样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西南地区应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着力打造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绿色发展典

范。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上游，是国家长江经济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其持续崛起态势，应当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

求，站在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坚守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致力于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同时争当绿色发展的典范。一是坚守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走出西南地区后发赶超的崛起之路。

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摒

弃先污染后治理、高速低效的发展方式，强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运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

在“赶”中“转”，“转”中“赶”，奋力实现经济发展速

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后发赶超。二是坚守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进西南地区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西南地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森林覆

盖率高，云南达60.3%，贵州达57%，重庆达48%，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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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达38.83%，远远超过全国22%的平均水平。推进

西南地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生态型

产业，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绿色发展。贵州在

良好生态下发展了举世瞩目的大数据产业，云贵川

渝3省1市借助于良好生态发展了具有全球影响的

重要生态旅游基地，发展了大健康产业、生态有机

农业、中医药业、酿酒业、烟草业等，这一系列生态

产业化实践应当深入推进，做大做强。三是坚守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

要积极加强对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汽车等传统

产业的生态化改造。能源产业转向可再生能源，冶

金采取新的生产工艺大量减少污染排放，化工推行

循环经济模式，建材采用节约、环保型新材料，汽车

制造大幅度增加新能源汽车产量。四是坚守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利用。西南

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小流域治理、水体修复、矿区修

复、土地修复，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良好生态

具有重要意义，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具有

重要意义，需要扎实推进。

第三，西南地区应构建以成渝为中心、以昆贵

为副中心的西南地区“钻石”型城市群落，着力打造

中国区域经济第四增长极。重庆、成都，作为直辖

市和副省级城市，同时又是国家正式明确建设的中

心城市，其功能作用不仅要带动本市、本省经济发

展，还具有在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

带动作用。当然，专靠两个中心城市也难以辐射广

大西南，昆明、贵阳成为近年城市“黑马”引人注目，

完全具备西南地区发展副中心的资格。连线重庆、

成都、昆明、贵阳，在西南地区版图中呈“钻石”状城

市群，“钻石”状城市群初始发力点在重庆，成都和

贵阳是“钻石”群的另外两个发力点，它们都共同指

向昆明并连接中南半岛和南亚，在这个“钻石”状城

市群周围，汇聚了西南地区上百个中小城市，它们

都或多或少受“钻石”型两大中心城市和两个副中

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重庆至成都 300千米、至贵

阳370千米、至昆明718千米(预计2022年渝昆高铁

通车里程）；成都至昆明850千米、至贵阳640千米；

贵阳至昆明 510千米。目前，这个连线为“钻石”型

的 4个中心和副中心城市之间，高铁或动车已全部

连通，虽然渝昆高铁和成昆高铁要到 2022年才开

通，成贵高铁在 2019年底开通，但目前通过沪昆线

上的贵阳北站连接重庆和成都，走成都—重庆—贵

阳—昆明高铁或动车线，四大城市之间时空距大大

缩短，贵阳至昆明、至重庆均在 2小时到达，贵阳至

成都也只需 3.5小时。更为重要的是，两大中心城

市和两大副中心城市都带动着周边若干中小城市

的发展，通过高铁、动车、高速公路连接，开始形成

有机联系的城市群落。要将这一“钻石”型城市群

落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还需在多方面作

出极大努力。一是加速建设成贵高铁、渝昆高铁、

成昆高铁和渝贵高铁（重庆和贵阳之间，在已经通

车时速 200千米动车基础上，新建时速 350千米的

新高铁），形成西南地区城市群落高铁运输大动脉；

同时，加快各省市间的高速公路建设，完善高速公

路网络系统，消除省市之间的高速公路断头路。二

是尽快形成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

副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发挥优

势，错位发展，增强合作，减少竞争，形成健康有序

的竞合关系。三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化省与省之间

和市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割

裂这种经济联系。

第四，西南地区应联合西部其他省区拓宽“西

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我国西南地区内陆开放

新高地。西南地区地处内陆，开放远不如沿海。“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愿景的提出，使得西南地区对外

开放机遇大增。先有重庆率先开通中欧班列，近有

重庆发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10省（区、市）合作。

2019年8月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

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

〔2019〕67号），印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到国家层面，获得国

家大力支持。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对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由重

庆向南经贵州，再通过广西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

岸，到达新加坡等东盟主要物流节点，与通过中国

东部地区出海相比，运行时间节约10天左右。截至

2019年3月31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国际

班列累计开行901班，铁路联运国际班列（重庆至越

南河内）67班。目的地覆盖了新加坡、越南、澳大利

亚、日本、德国等全球 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6个港

口。显然，对于广大西部地区而言，这仅仅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发挥巨大效用的开始，还需在深度和

广度上不断拓展，使其成为保持西南地区持续崛起

态势、将西南地区打造为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最重要

西南地区崛起的原因与思考

63



区域经济评论 2020年第2期
抓手之一。一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联运

高铁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时速350千米的渝

贵高铁建设，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贵阳的运行时间将

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加快时速350千米的贵南高

铁建设，通车后贵阳至南宁的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5小时 13分缩短至 2小时以内；加快昆明至中老边

境磨憨段高铁建设，推进中老、中泰、中缅、新中缅、

中缅印、中越等6条中国——东南亚、南亚国际高铁

建设。二是丰富“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内容。各

方不应拘泥于国际联运合作，而应以国际联运为契

机，发挥各自优势，促进错位发展，深化产业合作，

提升我国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国际竞争

力。三是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机制。按照

共建、共担、共享原则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充分调动

10省（区、市）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注释

①对于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家庭贫困问题的解决，通常办法

是纳入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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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Rise of Southwest China

Tang Zhengren
Abstract：Southwest China, which has been in a backward state for a long time in history, is realizing its overall rise, which has
prompted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to change from fast in the east and slow in the west to fast in the South and slow in
the north. The overall rise of Southwest China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promoting and transforming
each other. It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western region, but also the result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seizing opportunities,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and striving hard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The overall rise
of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untry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maintain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acro-economy, bring the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Belt and Road”.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overall rise of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a rather long process. The rise of the southwest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and the
shortcomings that exist cannot be ignored. To maintain the rise of the southwest, we need to focus on several aspects: the stat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western region; the southwest reg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two bottom
lines of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and strive to build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protective screen and green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to build“diamond”city clusters and strive to build the fourth
growth pol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to broaden the“new land-sea channel”of the“Belt and Road”and creating a new
highland of inland opening.
Key Words：Rise of Southwest China；Unbalanced Development；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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