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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完 世 伟 汤 凯

摘 要：县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寻求新的动能、新的突破

口。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适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性要求，具有显著的动力先进化、投资

领域多元化、产品构成复合化等特征，短期内有助于县域对冲疫情冲击，长期内能激发县域新需求、催生新业态、带

动新投资，从效率变革、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等方面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新基建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的效应需进一步增加新基建的投资比例，放松准入、吸引多元资本参与、优化投融资机制，构建完善的新基建制

度保障体系，尤其是要基于县情、因县施策，适度超前推进县域新基建。

关键词：新基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5-0069-07 收稿日期：2020-07-22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点项目“推动县域经济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研究”（20A08）；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临空经济区重塑区域空间结构的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20YJC790124）；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临空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与优化路径研究”（2020M672240）；河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辐射带动能力研究”（2019CJJ088）；河南省软科学项

目“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重塑区域空间结构的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202400410173）；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博士后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完世伟，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郑州 450002）。

汤凯，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郑州 450002），郑州大学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郑

州 450001）。

县域经济是经济地理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县域兴，则国家兴”，

“县域稳，则国家稳”，新时代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局。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

入县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县一级处

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

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①，要“把强

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

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②，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

标准下贫困县全部摘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打造一村一品、一县

一业发展新格局”；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壮大县域经济。那么，在国家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区域协调等发展战略及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哪

儿？有哪些新动能、新业态能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和发展壮大提供强劲动力？本文认为，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在短期内有助于县域对冲疫

情影响，在长期内有助于激发县域新需求，催生新

业态、带动新投资，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为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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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运行载体和驱动引擎，是

现阶段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新增长

点和突破口。

一、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逻辑

新基建的内涵与特征分析是本文研究的逻辑

起点。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具备集约高效、经济适用、

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特征的一系列战略性、网络型、

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总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首次提出新基建，明确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

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入 2020年后，为应

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新基建更加频繁地出现在

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和决策部署中，如：2020年1月
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

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要统筹存量和增量、传

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

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2020
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2020
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强传统基础设

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等。

对新基建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一是基于国

家层面相关会议和决议，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指

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涉及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内容；

二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主

要指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等三方面③；三是中央电视台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主

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

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涉及众多产业链以及通信、电

力、交通、数字等多个社会民生重点行业④。整体而

言，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是动态变化的，与

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为主的传统基

建相比，新基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展动力

先进化，主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数字技术正成为

推动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

动力，而新基建正是伴随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形

成的。从国家层面提出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等概念中，

也能看出数字型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

而传统基础设施主要以道路、设备、建筑物等有形

设施为主，虽然也有部分数字技术产品，但整体上

规模偏低。二是投资领域多元化，以新兴领域为主

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基建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如：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2019年，我国

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3.9万千米，是1978年的2.7倍；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运营里程分别达到

3.5万千米、14.96万千米，均居世界第 1位；世界十

大港口中有 7个在我国。整体而言，我国传统基建

主体架构已基本完成，在部分领域和地区甚至出现

过剩现象。因此，传统基建的边际社会收益正不断

减弱，而新基建的主要任务是改造升级，建设重点

更多偏向新兴领域。三是产品构成复合化，以软件

和虚拟产品为主形态。物质产品是经济社会正常

运转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传统基建的主要产品形

态。虽然传统基建也常会涉及软件以及规则、规范

等制度性、虚拟性产品，但整体上比重不高。而新

基建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主动力，其发展虽也需要以

物质产品为载体，如：建设数据中心需搭建建筑物、

机器设备、传输线路等，但其硬件架构中需嵌入各

类软件，涉及海量的代码和数据，从而更表现出软

硬结合、以软为主的特征。同时，新基建运用的技

术具有先导性、颠覆性，需要构建并遵守新的行业

规范、创建新的制度体系等，如构建数据要素相关

的产权制度、标准体系、安全监管体系等，以应对新

技术带来的冲击，并突破新基建中的各种制度性瓶

颈，提升新基建的效率，从而体现出虚实结合、以虚

为主的特征。

二、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机制

“郡县治，天下安”，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环节和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因此，需结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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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探讨新基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机制。

1.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变革

机制

提升效率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

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总体规模有了显

著提升，截至2018年年底，其总量已达39.1万亿元，

约占全国GDP的 41%⑤。但是，县域经济发展效益

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为严重，如：我国县

域面积、人口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 90%、70%以上，

但其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总量的41%；对投资的

依赖度过高，2019年全国百强县中，仍有 7个县固

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 100%，51个县固定

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处于 50%—100%⑥。新时

代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需要推动由原先

依赖于物质资源投入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转

变。而新基建可提升县域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组

织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县域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使其在要素投入不变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提升产

出效益，实现效率变革。

新基建能提升县域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数

字技术是新基建的核心技术，其所形成的数字产品

往往具有生产上边际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消费上

非竞争性或小部分竞争性等特征。例如，5G网络、

数据中心等多是以数字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不

会像其他有形生产要素一样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

转换为其他最终产品而消失。因此，相对于传统基

建，新基建具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比。此外，数字技

术是一种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应用广泛、

改进持续、创新性强、溢出显著等特征，能提升整个

县域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并通过扩散效应改造升

级县域传统产业。

新基建能提升县域经济的组织运行效率。从

空间层面看，县域经济因涉及广大农村地区，在人

口和生产力空间分布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分散性

特征，从而为县域经济的组织运行带来较大的困

难，故要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显然需优化县域经济

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精准施策”，提升县域经济的

组织运行效率。这就对“精准施策”所依赖的数据

的精度、结构和维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5G、数据

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实现了对数据处理能力的几

何级提升，能以较低的成本为县域经济的良性运行

提供多元化、精细化、便利化的海量数据。同时，新

基建有利于县域政府职能的优化，通过搭建统一、

开放的县域经济数据分析平台，向社会提供县域数

据共享服务，既弥补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信息基

础设施关键短板，又能推动县域政府相关经济决策

实现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从而更好地发挥

县域政府的作用，提升县域经济的组织运行效率。

2.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

机制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和基石，

不但直接参与经济生产活动，而且对其投资建设也

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关联拉动作用。在我国

传统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

投资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08年为应对金融

危机，我国政府就出台了约 4万亿元的一揽子以基

建为主的投资计划，短期内对拉动全社会投资、逆

转经济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县域基础设施水

平也得到明显改善。但是，依靠以基础设施投资为

主的传统刺激政策也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

负面影响：一是导致楼市泡沫、库存严重。海通证

券研究发现，截至2016年10月，国内商品房库存面

积高达 39 亿平方米左右，其中市县一级占到了

80%；住建部将“县城去库存”分别列为 2017年、

2018年的重点工作。二是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县

域涵盖城乡，税源相对较少，投资拉动县域经济增

长的动力偏弱。在经济下滑背景下，县域政府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很大程度上只有依赖举债。截

至 2010年 12月，全国县级政府共举债 2.8万亿元，

占地方政府举债总额的26.5%，仅有54个县级政府

没有举债；到了 2013年 6月，全国县级政府举债规

模已达 3.96 万亿元，占地方政府举债总额的

36.35%，较 2010年债务额增加了 80.3%，若把乡镇

债务归于县级（2010年未计算乡镇债务），则全国县

级政府举债总额高达4.26万亿元，占地方政府举债

总额的 39.2%⑦。新基建既可像传统基建投资一样

直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又顺应了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可产生强大的投资溢

出效应，间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新基建可拉动县域经济有效投资。我国基础

设施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

城镇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达到 114万亿元。但是，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其整体存量

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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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成。尤其是在县域经济方

面，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管理水平、利用率等仍偏

低，可以说，“县域经济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

和发展动能所在”⑧。新基建社会需求大、投资多、

建设周期长、溢出效应明显，既能带动县域传统基

础设施的智能化提升，又能形成强大的投资带动效

应。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仅2020年新基建七大

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已达 1.2万亿元；招商证券估

计，2020—2025年新基建七大领域投资规模为 6.9
万亿—10.3万亿元，其中，高铁、城际轨交通年投资

额约 6200亿元，将为 2030年高铁实现县域基本覆

盖提供重要投资保障。新基建能更好地发挥消费

型投资的乘数效应。传统投资主要偏向于刺激制

造业、房地产业等“生产型”领域。但是，当前县域

楼市库存仍较为严重，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

手段”的基本原则下，房地产投资已很难成为拉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而制造业投资具有显

著的顺周期性，在当前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制造业供

应链、外贸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意愿明

显弱化。新基建投资则主要从消费入手，着眼于

“新型消费”，是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其赋能性、带动

性更强，能为以“绿色”“智能”为特征的新消费领域

提供重要支撑，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新消费

机会、提升新消费能力。

新基建能为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和保障。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农村电商，大

力推动数字乡村、“互联网+农业”等政策实施，电子

商务在县域普及度迅速提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商务部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显示，2019
年我国网络零售额约 10.63万亿元，增长率 16.5%，

其中，县域网络零售规模为3.1万亿元，增长率高达

23.5%，且县域非实物类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超过

65%。但需注意的是，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非网

民数量仍有 4.96亿人，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约占

59.8%。这意味着需进一步强化以县域为主的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域互联网普及率，拓

展“互联网+”、缩小数字鸿沟。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的新基建，使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

步向县域普及，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为丰富的

应用场景，有利于实现县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

享，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进一步重构

县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催生新技术、新

产品、新产业。

新基建能为后疫情时代县域经济实现换道超

车提供新契机。网上办公、网上购物、线上娱乐、远

程教育和医疗、智能制造、车联网、电子政务等数字

型消费逆势发展，并不断向基层、农村下沉，县域作

为“下沉消费市场”的主要载体，迎来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对新基建的需求也愈加迫切。疫情期间，4G/
5G和光纤网络的平稳运行就为“县长+直播+农产

品销售”的消费新模式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新基

建的深入实施，将推动 5G网络等信息设施进一步

向偏远地区深度覆盖，优化县域网络质量，构建形

成高速、安全、泛在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县域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中，县域

农村表现出了极大的宜居、宜业价值，2020年 6月

21日《华尔街日报》刊发的《逃往乡村——为什么城

市生活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正在失去吸引力》一文就

指出，“对疫情的担忧以及远程办公条件的改善，正

促使众多有孩子的家庭、退休人员以及一些年轻人

对城市生活的长远好处提出质疑”。5G、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城际铁路、新能源充电桩等新技

术、新设施的运用，既能提升县域农村与城市的交

通便利度，又能改善县域的数字化水平，为数字化

从工业制造业向农业服务业传递、人口及就业机会

从中心城市向县域城市的转移提供重要支撑，充分

激发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

3.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优化

机制

社会各界对高水平基础设施之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已形成广泛共识，2019年G20大阪峰

会达成的《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高度强

调“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

作用”，并将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作为全球共同的

战略目标。而对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外向度水平

偏低的县域经济而言，高水平基础设施尤为重要。

新基建除可以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条

件和直接动力外，还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技术改良、改善资源配置等路径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的动能转换。

新基建能够推动县域数字化产业的形成。以

5G基站建设为例，作为新基建的领衔领域，5G基站

本身具有极高的成长特性和乘数效应，其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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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可达 1∶6，产业链条涉及零部件、主设备、运营商

和下游应用等多个环节，在生产端能为工业互联

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提供有力支撑，在

消费端能有效激发以教育、游戏、音乐、短视频等内

容为驱动的新数字产业的形成，真正起到“一业带

百业”的作用。此外，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日益深化，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字化世

界——从边缘到核心》报告指出，到2025年，全球数

据总量将增长到175ZB，其中，我国数据总量将增至

48.6ZB，占到全球数据总量的27.8％，成为全球最大

的数据生产国。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阵地”，县域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其政府、企业、居民等的

经济社会行为产生了海量数据，能否充分利用这些

数据并将其产业化，将直接关系到县域现代产业体

系的构建。因此，建设大数据中心，对县域多元化、

碎片化的海量数据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挖掘、分

析，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应用，将其转化成为生产要

素或最终消费品，以实现其经济价值。在5G基站、

大数据中心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经

营模式创新，能进一步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最终构

建具有县域特色、涵盖工农、涉及城乡的数字产业

集群。

新基建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能推动高端生产

要素的聚集。高端生产要素及创造性的经济活动

往往高度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因此，为降低沟通

交流成本、获取集聚经济效应，这些生产要素及经

济活动更倾向于向大城市聚集。而县域往往距离

区域经济中心较远，区位条件较差，交通不便，市场

狭小，对高端生产要素、创造性经济活动、高收入人

群以及高端产业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从而常导

致资本供应不足的情况出现。新基建聚焦现代生

产生活“交通”“信息”“能源”等基本要素，通过城际

高速铁路和新能源充电桩等设施建设形成县域快

捷的对外交通体系，通过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设

施建设形成县域实时信息处理体系，既可以推动县

域经济补短板目标的实现，又可以压缩时空距离，

推动要素流动，吸引以时间节约为导向的高端生产

要素的集聚和高端产业链的形成，提升县域吸引、

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从而优化县域空间结构，增

强县域竞争力和区位优势。此外，从县域经济发展

经验来看，市场规模越大、一体化水平越高，其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也就越高。新基建通过发达的交通

系统、信息系统、能源系统等，能把分散的县域空间

连成网络，降低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信息成本，打

破县域边界，实现县域间市场的有机融合，从而有

效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新基建能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县域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过程。在县域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

入约束下，唯有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持续推动技术

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即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经之路。而新基建的特性适应了目前我国县域

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也决定了其能通过

发挥重构效应来促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

一，新基建具有显著的资本与技术偏好、高附加值

偏好等特性，能大幅度提升县域资本/劳动比，优化

县域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发展环境，提升县域资本

供给能力，促进县域传统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

价值链的高阶跃升。第二，县域经济“自身经济结

构在整体上处于较低层次，主导产业的现代化程度

较低，附加值也不高”⑨，而新基建本身就是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其独特的产业形态正符

合了县域产业升级的高层次、高成长、高溢出、高附

加值以及绿色低碳的方向性要求，能显著提升县域

高端产业的供给能力，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着重培育基于

县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优势。新基建能催生出

独特的产业体系，其产业带动作用是全方位、多层

次的，产业链条几乎可惠及所有产业，能有效推动

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融合，促进县

域产业结构高端化、特色化，起到“产业升级助推

器”作用。第四，新基建融合了多项具有通用特征

的信息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县域经济各行业，如农

产品深加工、城乡智能供应链体系、智慧旅游等，能

显著提升县域传统产业的研发、生产、交易等环节

效率，深化分工与专业化程度，重塑传统产业发展

模式。

三、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

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跃升，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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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基建能广

泛作用于县域经济发展，在效率变革、动能转换和

结构优化等方面对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深

刻影响。为此，进一步提出以新基建促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设计。

1.增加新基建的投资比例

2020年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将“六稳”“六保”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强调在受全球

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

口下滑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优选

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现阶段

县域经济发展对新基建有庞大的投资需求，既需要

用新基建来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网络信息化升级，

又需要努力实现新基建的规模化发展，以获取规模

经济效益。因此，在当前县域新基建的投资比重远

低于传统基建的背景下，应在实现传统基建投资规

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增加新基建在县域的投资占

比，为新基建快速推进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在“十

四五”规划，特别是县域“十四五”规划中，应明确新

基建的发展目标和落实措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在国家层面增加新型基础设施重大工程

项目数量，统筹融合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优化县域

基础设施结构；应基于县域经济特征，加强其新基

建发展趋势的研判，科学引导投资方向，制定新基

建投资指导性文件和规划，明确新基建思路、任务、

要求以及重点投资领域，推动新基建和新产业的协

调发展，充分激发民间的投资潜力。

2.优化新基建的投融资机制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大幅度放宽了市场

准入管制，但仍存在限制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

“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隐性障碍，在县域经

济中表现得尤为严重。传统基建多以政府投资为

主导，因融资渠道狭窄且缺乏畅通性，常导致基础

设施建设延滞、短期化行为严重等问题。而新基建

一定程度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仍需要充分发挥

政府的投资作用，同时，因投资规模巨大，也需要充

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吸引社会各领域资本特

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其中。新基建

一般周期长、难度大、资金回收较慢，政府可通过给

予税收减免、提供投资补助等措施，增强新基建对

民间投资主体的吸引力；要强化政府引导，放松准

入，着力消除新基建投资相关领域的体制性障碍，

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要构建完善的新基建扶持体

系，强化政策支持，对主营业务涉及新基建核心技

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鼓励县域金融

机构为新基建项目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在用地、用

电、用水等方面为新基建提供充分保障；探索设立

县域新基建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等；

探索向市场直接融资、混合融资工具、基金筹募、公

私合营、融资租赁等多元化融资方式。

3.强化新基建的制度性供给

新基建在我国县域范围内尚处于初期阶段，面

临着较高的市场风险与运营风险。因此，新时代充

分发挥新基建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必

须依托有效的制度供给，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促

进新基建的良性运行。要优化市场运行机制，构建

政府、企业及第三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基础设施协作

共建模式，协调好县城与乡村、经济与社会、城区建

设与自然保护、人口流动与空间布局等多种关系。

县域政府要统筹规划，优化新基建的制度安排，完

善与企业、第三方之间的协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

因势利导地给予新基建全方位扶持，提高新基建的

运营与管理效率。要建立一整套规范性的新基建

制度保障体系，并根据新基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对这一制度保障体系进行持续性地优化，如：在起

步期，重点是实施新基建研发补贴、投资鼓励等制

度；在成长阶段，重点是强化新基建多方协作制度、

责任制度；在成熟期，重点是落实新基建的监管

制度。

4.提升新基建的县域针对性

近年来，随着一些城市过度蔓延，大城市病等

问题逐渐凸显，县域对人口的集聚力有所增强。特

别是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下，县域经

济正进入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对资本、劳动力、

信息等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对新基建蕴含

着巨大的需求潜力。要充分释放新基建潜能，以新

基建核心技术筑牢县域经济发展基础，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模式创新，催生新业态、新产业，增强县域经

济韧性，多支点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合理

进行空间布局，优化新基建投资结构，吸取传统基

建投资效率偏低、投资浪费严重等教训，适度超前、

小步快走。要基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立足县

情、因县施策，根据县域现有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趋

势、人口流动、地理特征等情况，科学分析与估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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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需求规模、结构等。要以新基建为抓手，

以需求为导向，从解决当前制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最关键的问题入手，向社会提供经济、适用、先

进、高效的新型基础设施。

注释

①2015年 6月 30日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

话。②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调研兰考县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③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在新闻发布会

上的讲话。④2020年 3月 1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关

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题介绍。⑤数据来源于2019年7
月 19日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⑥2019年 7月 19日
中国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报告。⑦数据来源于审计署

2011年、2013年分别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

果》。⑧2019年 3月 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

中心主任黄勇在“新时代、新经济、新总部暨首届县域总部

基地创新定制合作发展大会”上的讲话。⑨2019年 3月 3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首届县域总

部基地创新定制合作发展大会上作的“发展县域经济要做

好五篇文章”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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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Wan Shiwei Tang Kai
Abstract: County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we need to seek
new kinetic energ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The new infrastructur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ore adapts to the directional requirements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or evolution of power，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 fields，and compound product composition. In the short
term，it can help counties reduce the impact of epidemic situation，and in the long run，it can stimulate new demand，promote
new formats and drive new investment for countie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from the aspects of efficiency change，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ffect of new infrastructur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propor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relax access to attract multiple capital particip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uild a sound new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system. In particular，the new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built ahead of tim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the county.
Key Words: New Infrastructure; County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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