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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基于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探讨

张可云 朱春筱

［摘 要］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老”，在同时面对人才流失、城市收缩和创新力

不足等问题时，如何实现从“老”向“现代化”、从“传统型增长”向“系统性发展”的转变，

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维分析框架下，测度东

北地区多组结构性数据发现: 辽宁省表现为外向型的双循环格局，且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创新

体系，但其空间体系存在明显不足; 吉林省的现有经济体系表现较一般; 黑龙江省表现较差。根据

实证分析结果，应从东北地区产业关联体系再造、空间布局体系重塑和动力支撑体系优化三个方面

入手，寻找东北地区方向型、结构型和动能型转变与调整的突破口，为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提供整体思路和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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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

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

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①。区域经济学理论与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区域问

题中，“老” ( 即老化，或称萧条) 是最难治疗的顽症。从实践角度看，我国老工业基地数量多，

分布范围广，遍布中国四大板块。从区域生命周期理论 ( regional cycle theory) 看，随着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推进，未来老工业基地还会增多。研究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增强区

域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化与现

代化起步最早的地区，因而是老工业基地最集中的地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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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

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以下简称 《建议》 ) 明确提出 “推动东

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并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十四五”时期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① 以全面系统的思维建设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可以推动东

北振兴取得新突破，还可以给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那么现阶段东北地区的

经济体系建设处于什么阶段? 存在何种问题? 在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动东北地区全方位振兴?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产业—空

间—创新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就这些现实问题作出回答。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与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维分析框架

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 “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来，学术界对其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高

培勇等运用多学科方法，构建了一个新的逻辑框架，把社会主要矛盾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认为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决定了产业体系特征和经济增长阶段，进而引起社会主

要矛盾的转变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1］洪银兴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概括为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和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三方面的现代化。［2］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涵盖

“多领域”“全视角”“宽维度”且 “具有内生动力”的开放的动态系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得

以实现的具体途径。其中，“多领域”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涵盖了产业、空间和创新环境等多

方面。“全视角”体现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有国内和全球、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视角，不仅要

对标国内经济的现代化，还要瞄准国际经济与技术的潮流，把现代化经济体系充分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中; 不仅要实现区域内的地区发展，还要与其他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整个

经济体系的全面提升。“宽维度”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全过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要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还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具有内生动力”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组织性，即产业体系通过关

联性、空间体系通过外部性、创新体系通过官产学合作培育体系的内生动力，把政策助推器内化

在经济体系中，推动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实现产业体系的协同、空间体系的协调和创新体

系的协作，共同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空间体系和现代化创新体系三个方

面，需要用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自组织性的 “系统观念”来综合平衡

并统筹推进 ( 见图 1) :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关联产业的再造，通过挖掘区域内产业优

势，建立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关联体系; 现代化空间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协调空

间的重塑，充分发挥各地区域优势，建立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体系; 现代化创新体系

的重点是有效利用大学、企业、政府三个创新主体，促进三者的合作优化与资源共享，推进优势

学科、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深度融合，实现动力变革。其中，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核心，是整个经济体系抵抗冲击、化解风险、实现良性循环的基础，更是把中国经济融入全

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 现代化空间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空间载体，是各地区发挥空间

结构红利、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 现代化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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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政府网，http: / /www．
gov．cn /zhengce /2020－11 /03 /content_5556991．htm，2020 年 11 月 3 日。



这三个子体系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空间体系中，产业体系通过

产业的尺度特征影响着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而影响空间体系; 同时，空间体系内不同区域存在分

工与合作，邻近区域通过空间溢出影响着彼此的产业体系。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创新体系

中，产业链和创新链相互交织，产业体系给创新体系提供研发基础，创新体系引领产业体系现代

化的方向并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现代化空间体系和现代化创新体系中，空间体系内不同

区域通过交流互动，实现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促进创新体系的形成; 同时，创新体系通过知识

溢出，加深不同区域联系，进而影响空间体系。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子体系是联系和发展

的，子体系可以通过自组织性产生内生动力，自发实现经济循环和发展升级;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子体系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子体系相互配合可以共同推进整体经济迈向现代化。

图 1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三维框架图

近些年，东北地区将智能制造作为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主攻方向，围绕制造业智能化

转型升级不断发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3］然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存在结构性和系统性障

碍，从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角度研究东北振兴，可以更好地挖掘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盘活东北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本文在产业—空间—创新环

境三维体系框架下，测度多组结构性指数，以系统观念分析东北地区产业体系、空间体系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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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特征，比较东北三省内部及其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异①，挖掘三个子体系的内在潜力，找

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为谋划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思路。

三、东北地区产业关联体系再造: 从传统向现代融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有全球和国内两个视

角: 对外有效承接全球价值链转移，弥补产业链中缺失的关键环节，形成龙头产业和关键部门，

以“修环”的方式壮大东北地区产业链合力，提高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对内优化产业链在产业

空间和区域空间的布局，一方面向产业内和产业间延伸，锻造产业链长板，提高产业基础能力;

另一方面将产业向区域内和区域间延伸，以 “串环”的形式将散落于东北不同区域的产业串成

产业链，提升产业协同能力，提高产业链水平，推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 一) 拓展邻近空间市场，差异化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过程也是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向一国或

地区内部不断延伸的过程。［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其更加接近国际市场的优越区位

条件，积极融入外循环，实现了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延伸。而在转轨时期，东北地区受传统体制

和内向型发展战略的束缚，其融入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优势不断弱化，发展动力丧失［5］，在 “外

部有新”“内部缺新”的双重影响下，具有良好制造业基础的东北地区逐渐 “老化”［6］。当前，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国鼓励制造业回流，逆全球化浪潮凸显;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全球化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

下，审视东北地区在全球和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潘文卿和李跟强的方法［4］，我们利用 2012 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 《全球投

入产出表》，把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整合到统一的框架中，构建涵盖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区

域投入产出表，从外循环的视角分析东北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研究发现，2012 年辽宁

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直接或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时获得的增加值分别为 13 571 亿元、2 794 亿

元和 6 011 亿元，列全国第 9 位、第 23 位和第 18 位; 在这个过程中，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

省带给全球其他地区的增加值分别为 23 563 亿元、8 905 亿元和 7 691 亿元，列全国第 9 位、第

19 位和第 21 位。这表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较少; 同时，吉林省在参与全球

分工中获得的收益与提供给他国的收益不匹配。从结构上看，东北三省在与欧盟、北美、东亚地

区的全球分工中获益最多，分别约占全部收益的 23%、22%和 20%，与全国其他省份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获益结构相似。东北三省与俄罗斯地理邻近，但在与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得的增加

值仅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及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与俄罗斯的价值链参与度。
从内循环的视角分析东北三省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发现，辽宁省在与江苏省、黑龙江省、

北京市、吉林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位居前列; 吉林省在与黑龙江省、辽宁

省、北京市、河南省和上海市的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位居前列; 黑龙江省在与辽宁省、江苏省、山

东省、浙江省和吉林省的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位居前列。对比其他省份发现，东北三省在彼此合作

与分工中获益较大，其中吉林省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辽宁省和黑龙江省与华东地区的分工更

为密切，而在参与邻近的华北地区的分工时收益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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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数据缺失，本文后续的全部分析仅使用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 30 个省 ( 直辖市、自治区) 的数据，简称

30 个省份。



分析表明，东北三省的双循环格局表现不同，辽宁省双循环格局相对较优，表现为外向型的

国际循环和外向型的国内循环; 吉林省表现为内向型的国际循环和内向型的国内循环; 黑龙江省

表现为内向型的国际循环和外向型的国内循环。无论是国际循环还是国内循环，东北三省在与经

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时获益最大，而在与其地理邻近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分工中没有看到

明显的优势。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看，东北三省不仅应该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分工

与合作，还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向地理邻近的华北、俄罗斯等地拓展国内国际市场，以更高

质量的开放与合作融入全球和国内价值链中。同时，结合东北三省在双循环格局中的不同表现，

实行差异化的开放战略，如具有良好双循环基础的辽宁省，可以以 “转环”的形式不断升级产

业链水平，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地位;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则应以 “修环”的形

式，加深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不断强化分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实现东北地区

产业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融合。
( 二) 增强产业的空间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提高产业基础能力

历史的产业格局会影响未来的产业格局。［7］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凭空植入先进的高附加

值产业，而应该结合地区产业优势，利用产业关联性，搭建凸显本地特色、具有内生动力的产业

体系。通过整理《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 2018 年全国 30 个省份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的就业数据

发现，在包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 64 个二位数产业中，东北地区的渔业、农业、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等产业的区位商位居全国前列，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吉林省、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分

别有 11 个、12 个和 14 个产业的区位商位居全国前五。参考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高技术产业

( 制造业) 分类 ( 2017) 》和《高技术产业 ( 服务业) 分类 ( 2018) 》发现，东北三省的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这类高技术制造业具有突出优势。辽宁省的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吉林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医药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但

其他具有区域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占比较少。这表明东北地区在资源型和重化工型产业方面具有发

展基础，但这类产业科技含量较低，处于产业链低端; 东北地区并非没有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

业，只是具有区域优势的高技术产业较少。
拥有较大规模的产业基础不等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能力。判断产业基础能力不仅要分析地

区的产业规模，还要关注产业的结构特征，寻找内生动力，推进体系的自我优化和良性发展。这

种在结构上的自组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实现集聚经济，即彼此地理

邻近的企业通过共享、匹配、学习等渠道相互作用，以外部性形成规模经济，推动经济体系的自

我良性循环; 二是通过认知或技术邻近性带来产业升级，这源于演化经济地理的思想，即一个区

域新兴经济活动可以视为已有能力的新组合［8］，产业在种类上的彼此关联同样构成了产业体系

的内生动力，成为区域突破路径依赖、推陈出新的系统性方式。
在认知和技术邻近性方面，Frenken et al．用熵值法测度了产业之间的非关联多样性 ( Unrelat-

ed Variety，UV) 和关联多样性 ( Ｒelated Variety，ＲV) 。［9］我们通过整理 64 个二位数产业就业数

据发现，2018 年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产业非关联多样性程度分别列全国第 1 位、第 7
位和第 8 位; 仅分析 31 个制造业结构发现，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制造业的非关联多样性

分别列全国第 5 位、第 13 位和第 29 位。这一结论与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化”的判断不同。
实际上，从省域层面看，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二位数产业结构，产业门类齐全，多样化程度较

高; 而仅从 31 个制造业的产业构成看，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制造业多样化程度处于全国中下等水

平。学术界关于非关联多样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果没有统一的观点，一般认为非关联多样性可

以增强区域复原力，增强抵抗外界冲击的能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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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的角度看，我们整理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41 个二位数和 556 个四位数

工业就业人数，测度不同二位数工业的非关联多样性 ( UV) 和同种二位数工业内四位数工业的

关联多样性 ( ＲV) ① ( 见图 2) 。研究发现，2013 年辽宁省城市的工业非关联多样性水平较高，

吉林省城市的工业非关联多样性差异较大，黑龙江省城市的工业非关联多样性相对较小。从关联

多样性看，东北城市的工业关联多样性水平差异较大，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

市、铁岭市、鞍山市、抚顺市，吉林省的吉林市，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的工业关联多

样性较好，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鹤岗市、鸡西市、七台河市的工业关联多样性程度处于全国后

列。从空间邻近性看，我们参考 Ellison et al．的方法［10］，测度两两工业在空间上的结对集聚程

度，并以《中国投入产出表》中两两工业的上下游关联程度作为其权重，分析城市内存在上下

游投入产出关联的工业的空间集聚情况 ( 见图 2) 。研究发现，2013 年黑龙江省城市的工业空间

邻近性较好，居全国前列，辽宁省城市的工业空间邻近性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城市的工业

空间邻近性相对较差。

注: ＲV2013 和 UV2013 分别表示 2013 年东北地区城市的工业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Ｒank_ＲV13、Ｒank_

UV13、Ｒank_CX13 分别表示 2013 年东北地区城市的工业关联多样性、非关联多样性、空间邻近性在全国 301

个城市中的排名。

图 2 2013 年东北地区城市的工业认知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

分析表明，东北地区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多种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从产业体系的内

部结构看，不同省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黑龙江省的产业以资源型产业为主，这类产业的空间布

局依赖于特定的地理资源，因此其产业的空间邻近性相对较大，但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相对单

一。吉林省产业的认知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都处在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能

力，不仅拥有大量具有全国优势的传统产业，还在部分高技术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 同

时，辽宁省部分城市的产业构成较为丰富，产业的认知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较好，为地区经济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内在动力。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技术人口流出的现象。在生态文明发展

理念下，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现阶段采取快速淘汰旧产业、 “腾笼换

鸟”发展新产业的方法实现产业重构是行不通的。这只会加速大量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缩减和

失业率提高，而产业在种类上的纵向延伸和在空间上的地理集聚将成为东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的突破口。在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应该结合东北地区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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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析关联多样性需要更细分的产业就业人数，因此选用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就业数据予以补充。



实行差异化的产业重构战略。如黑龙江省应把重点放在纵向扩展优势产业的种类上，丰富同类产

业的多样化，提高原有产业的认知和技术邻近性。这不仅可以增强产业间的 Jacobs 外部性①，加

速区域创新，还为本地产业工人提供了大量技术相近的就业岗位，推进地区繁荣，保障社会稳

定。吉林省的产业应该更加关注空间邻近性，如通过搭建产业园、工业园等平台，鼓励存在上下

游关联 的 企 业 地 理 邻 近 布 局，在 原 有 产 业 的 基 础 上 丰 富 产 业 种 类，强 化 产 业 的 自 我 派 生

( branching) 能力。辽宁省的产业基础能力较好，可以适时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产业技术

先进性上实现新突破。
( 三) 优势传统产业长链化，优势高技术产业成链化，提升产业链水平

产业链现代化不是碎片化的产业的简单构成，而是注重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保证产业链的系

统性。本部分参考 Dietzenbacher et al．的方法［11］，以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包含全

国 30 个省份的《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数据②，测度了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不同产业的

相互依存关系 ( 见图 3) 。一个产业通过需求增加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产业的程度可以用后向

需求拉动的平均波及步数来测度，记为 BA; 一个产业通过成本增加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产业

的程度可以用前向成本推动的平均波及步数来测度，记为 FA; 而所有产业的这种彼此波及程度

就构成了这个经济系统内复杂的产业链体系，这种复杂程度被定义为经济复杂度 ( complexity
index) ，记为 CI。CI 越大，该经济系统越复杂，经济体内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越频繁，产业链

越长。

注: CI2017 表示 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经济复杂度大小，以全国平均水平 3．37 作为横坐标轴; CI17－07 和

CI17－12 分别表示 2007 年到 2017 年和 2012 年到 2017 年的各省份经济复杂度的变化值。

图 3 2007—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经济复杂度及其变化

比较全国 30 个省份的经济复杂度可以发现，东北地区的经济复杂度处于全国中下等水平，

产业间的彼此联系较小。在东北三省内，辽宁省的经济复杂度相对较高，在 2002 年、2007 年和

2012 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列全国第 14 位、第 11 位和第 8 位，而在 2017 年，辽宁省的

经济复杂度降为 3．2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3．37) ，列全国第 16 位。吉林省的经济复杂度次之，

2012 年列全国倒数第 3 位，2017 年有所提升，列全国第 17 位。黑龙江省的经济复杂度在东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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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acobs 外部性认为，推动创新的核心知识和技术来自存在一定共性但又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其他产业，即差异性和多样

性的产业结构更有助于创新发明。
该研究根据省级投入产出表计算，目前仅有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的省级投入产出表。



省中最低，在全国排名一直变差，2012 年列全国倒数第 2 位，2017 年列全国倒数第 1 位。从经

济系统中的产业链构成看，在东北地区具有区域优势的产业中，除了农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与其

他产业的相互波及程度较大外，其他产业对产业链的波及程度较小，即东北地区的产业多为

“短链条”产业，缺乏主导性、支柱性的“长链条”型关键产业部门。
通过跨省对比细分产业发现，东北三省除了“金属矿和非金属矿采选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两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处于全国省份的中等水平外，其他产

业在产业链上的波及程度居全国中下等水平。金属矿和非金属矿采选业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开

采，处于产业链上游。东北地区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从短期看，受突发疫情影响，供应端趋

紧，国内经济复苏带来钢铁需求增长，给东北地区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采选业迎来了发展的机

遇; 从长期看，国内外矿山加速复产，随着国际四大低成本矿山产量持续扩张，国内下游用钢行

业对其需求拉动作用有限，金属矿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的行业竞争加剧; 同时，国内环保督察趋

紧，粗放式的开发模式不可持续。这些都给黑龙江省的优势产业金属矿和非金属矿采选业带来了

挑战。上游产业内部存在较强的 “价格自循环”效应［12］，在推进资源型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的

背景下，应弱化“价格自循环”效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谨防能源矿产采选业等上游产业成

本变动对下游其他产业的经济影响。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高技术制造业，也是 “长链条”产业，与其他

产业之间有密切的上下游关联。从产业链的波及方向看，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发达经济区

内，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都较大; 而在东北三省内，该产业对其他产业

的后向需求拉动力处在全国中上等水平，对其他产业的前向供给推动力处在全国中下等水平。这

反映了东北地区该产业的下游产业及产业链发展还不完善。《建议》强调要推动新兴产业同各产

业的深度融合，就东北地区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言，应该增强该产业与

其下游产业的融合，形成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循环动力，以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链的高

级化、智能化，提升经济体系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间的波及影响不仅发生在各省内部，还存在于全国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对比全国市场的

产业特征发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处在全国产业链的下游，但该产业在东北三省的

省内产业链中处于上游。分析发现，东北三省的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程度都

较小，表明东北地区尚未形成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产业链。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处在全国产业链的上游，但这两个产业处在黑龙

江省产业链的下游，表明这两个产业的需求变动对其他产业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反映了黑龙江

省的产业体系较为传统，经济体系受资源型产业影响较大; 另一方面表明该产业链较短，这两种

产业的下游产业链缺失。可在黑龙江省拓展这两种产业的下游，丰富产业结构，增强产业链的复

杂度，实现传统产业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改造。
东北地区尽管有着较为完整的产业基础，但是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视角看，东北地区的

产业链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从产业类型上看，东北地区具有区域优势的产业大多属于

“短链条”产业，这类产业彼此波及较少，产业间的关联带动能力较弱; 二是从省际比较上看，

东北地区的产业链长度仅处于全国中下等水平，产业链水平较低; 三是从产业链的阶段上看，东

北地区的优势传统型产业的产业链较短，优势高技术产业未形成产业链。整体上，辽宁省和吉林

省的产业链处在全国中等水平，黑龙江省的产业链水平较低。这一方面是由其 “短链条”型产

业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产业对上下游的影响较小，未形成产业间密切的分工和配合。在一个

区域内围绕优势产业延长产业链，不仅可以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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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可以增强产业链复原力，使其在开放合作时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在对比东北地区

和全国的产业链后发现，对于优势传统型产业，应该培育并延长与其关联的上下游产业，并推动

传统产业链的绿色化改造。对于初具发展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应补齐相关产业链短板，

巩固具有区域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使其以更大的规模、更丰富的产业链形态加入到全国和全

球市场中; 另一方面应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把新技术应用在不同产业，培育出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把新技术应用在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提

高产业链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竞争力，使东北地区的优势产业在国内国际双循

环中实现突破。

四、东北地区空间布局体系重塑: 从孤立向协调发展

现代化空间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载体，建设现代化空间体系要有区域间和区域内两

个视角，在区域间增强东北地区与全国其他区域的交流和协调，打破市场分割，促进要素市场的

有效配置，畅通东北地区区域性循环，更好地参与国内大循环; 在区域内不仅要以增强区域发展

动力为重点，做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区域，实现区域发展的高质量，还要兼顾保障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重要战略，强化区域功能保障，实现区域协调的高质量，以促进不同

城市合理分工，形成竞争有序、优势互补、共享共赢的空间布局体系。
( 一) 统一东北三省区域市场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尽管中央政府一直鼓励商品和要素市场

的一体化发展，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但地方保护主义动机一

直存在，市场 分 割 也 成 了 区 域 空 间 格 局 的 常 态。参 考 Parsley ＆ Wei 的 方 法［13］，我 们 采 用

201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数据，以价格法测度两两省份之

间、每个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每个省份与邻近省份的市场分割情况。对比 30 个省份的市场分

割程度发现，整体上，吉林省、黑龙江省与其他省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但辽宁省与其他省

份的市场分割程度较大。从变化趋势看，黑龙江省与其他省份的一体化程度逐渐增强，从 2017
年的全国第 24 位跃升至 2018 年的全国第 9 位; 而吉林省和辽宁省与其他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在

加剧，分别从 2017 年的全国第 2 位和第 14 位下降到全国第 7 位和第 25 位。其可能的原因是，

辽宁省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比较接近国际市场，在外循环中获益较多，有较强的动机利用国际

贸易的规模经济收益来弥补放弃国内市场规模经济的损失; 而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在国际市场中获

益较小，它们放弃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的动机较小。
对比各省份与其地理邻近省份的市场分割结果发现①，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与地理邻近的其他

省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且都有一体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分别从 2017 年的全国第 14 位、第

19 位，提升至 2018 年的全国第 11 位、第 5 位; 辽宁省与其邻近省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差，从

2017 年的全国第 23 位降至 2018 年的第 29 位，而与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发达省市的一体

化程度在加强。从东北三省内部看，黑龙江省与辽宁省、黑龙江省与吉林省在 2018 年的市场分

割程度较小，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且有进一步减小分割程度的趋势; 但 2018 年吉林省和辽宁

省彼此的市场分割程度较大，且这种市场分割程度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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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与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邻近。



从全局来看，整合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但是在省份之间的博弈时，

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却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14］东北三省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以外循环为主

体的经济格局下，东北三省的区位优势较弱。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外循环放

缓，国内市场更加开放，国内经济循环增强，新发展格局不断形成。东北三省应重点增强辽宁省

和吉林省间的市场一体化发展，畅通三省彼此间的市场通道，打破市场分割; 同时，减少与华北

地区等地理邻近区域的市场封锁，扩大内循环经济活动半径，不断向经济邻近区域和地理邻近区

域拓展，畅通东北地区区域性循环，把东北三省的区域性规模经济融入国内大循环中，参与国内

更大空间范围的竞争与合作，推动市场整合，实现国内市场整体的规模经济。以更大的一体化市

场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可以促进东北地区自发形成区域分工的产业格局，并以产业体系影响

空间体系，推进空间体系协调发展。
( 二) 做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

城市之间的竞争未来将会成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区域内大量要素不断向城市群集聚，城市

群成为承载区域发展、激活创新创造的重要载体; 同时，城市群内部由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大

中小城市网络构成，城市通过彼此间互联互通形成 “核心—边缘”结构。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

的区际交流中形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特征，发展城市化经济，承担着 “苗圃”城市 ( nursery
city) 的功能; 邻近地区接收从中心城市转移来的产业后不断扩大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最终

形成地方化经济。一般而言，城市群内的不同城市在规模分布上会呈现一定的规律。首位度

( S2) 接近 2 和四城市指数 ( S4) 接近 1 是理想的城市规模结构。东北地区有哈长城市群和辽中

南城市群两个城市群，我们加总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得到

2016—2018 年的两个城市群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 整理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各城市市辖

区地区生产总值，得到 2016—2018 年两个城市群的市辖区经济规模。研究发现，这两个城市群

的人口和经济向首位城市集聚较少。从人口规模看，这两个城市群常住人口总规模相近，约为

1 500万人，且总人口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这两个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一直都是哈尔滨和沈阳，且

人口不断增加，同时，人口规模第 2 位的长春和大连也保持追赶态势。辽中南城市群中仅有一个

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沈阳，而哈长城市群还没有特大城市。从经济规模看，这两

个城市群大致相同，年总产值约为 1．64 万亿元，且保持增长。尽管哈长城市群的哈尔滨常住人

口较多，但其年产值不及长春，且长春的经济规模一直居哈长城市群的首位。在辽中南城市群

中，大连的年产值在 2017 年超过了经济规模首位城市沈阳后，一直维持在首位。
分析表明，在哈长城市群中，哈尔滨的规模优势正在减弱，长春的规模优势正在增强，在辽

中南城市群中，大连和沈阳分别在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上表现出增强的趋势，但这四个中心城市

的发展都不突出，对城市体系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小。这两个城市群都表现为双中心的

空间格局，且这两个中心分别在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上具有优势。双中心的城市群虽然拥有两个

具有竞争力的中心城市，但双中心之间若合作不畅也会产生恶性竞争，最终影响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的发展。根据核心—边缘理论 ( 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一个地区的偶然性的发展增强将

会通过资金外部性 ( pecuniary externality) 实现循环累积，最终形成 “核心—边缘”的空间格

局。从城市群内部的空间格局看，哈长城市群的双核边界相邻，地理邻近，若这两个城市产业同

构，同一产业的就业者会因工资差异向该产业发展更好的地区转移。这种 “用脚投票”的方式

会促进产业分工，但所有产业过度地集中于某地区会导致该地区出现 “拥堵” ( congested) ，也

可能造成其他区域的城市萎缩，甚至萧条 ( depressed) 。要素向优势区集聚是不可控的，因此，

在建设现代化空间体系时应该遵循经济规律，尽可能增强其他区域与中心城市的交通便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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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域互通，扩大市场潜能，实现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加速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的专业化、
差异化发展，最终形成城市群的竞争合力，推动东北经济振兴。

( 三) 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2020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城市发展不

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5］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

占有全国 15．8%的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占全国 20%，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其

中黑龙江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常年居全国第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从农业产业链发展看，尽管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最高，其区位商在不同省份间和省内不同产

业间都位列第一，但分析 2017 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发现，黑龙江省的农林牧渔业对上下

游产业的影响力都较小，分别列全国第 27 位和第 28 位。这表明，尽管黑龙江省有着较大的农业

产业规模，但其农产品的产业链水平较弱，应该适当拓展其上下游产业链，补齐短板，增强粮食

产业链竞争力，化解“三农”领域重大风险，确保农业现代化顺利推进。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农

林牧渔业对本省内其他产业的影响力分别列全国第 11 位和第 15 位，表明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农业

产业链相对较长，具有较好的产业链水平。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粮食的产销距离增加，运输成本提高，加之北方生态压力增

加，很可能会影响国产粮食的价格竞争力。［16］《建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东北现代化经

济体系时应该把保护粮食安全看作发展的基线。一方面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促进人口集聚，纵向

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农业产业化的方式“留住人”，防止粮食主产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 另一

方面，注重粮食主产区的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增强经济发展的复原力，提

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保障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五、东北地区动力支撑体系优化: 从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创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现代化创新体系不仅要有优质要素的组合、外部资金的

支持，更要有具备“造血功能”的内在动力机制。在三螺旋创新理论中，政府、企业和大学是

区域创新系统的主体并担负不同职能。政府是制度创新系统的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

系统的主体，而大学是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系统的主体; 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在各自独立功能

的基础上，叠加其他两个主体的功能，衍生出新功能，在长期的频繁互动与反复交流中形成密切

的合作关系，即“三螺旋动力”，以此推动创新体系的螺旋式进步。
我们手工整理 2009—2018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所有期刊的作者单位信息［17］，采用 Leydes-

dorff et al．提出的“三螺旋算子”［18］，从互信息的角度测度了政府、企业、大学三者互动关系的

紧密程度，以反映我国不同省份的官产学三者的协作创新环境 ( 见图 4) 。研究发现，全国仅有

广东省、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官产学三维互信息为正，表明这三个省市的创新协作环境较好，三个

创新主体之间不仅存在两两的功能叠加，还存在三者功能的共同叠加，官产学三个创新主体有较

密切的互动和联系。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官产学三者创新协作程度分别列全国第 10 位和第 11 位，

处在中上等水平; 而黑龙江省的官产学三者协作较为松散，主要表现为两两创新主体的彼此协作

形式，官产学三者创新协作程度列全国倒数第 4 位。从两两协作看，东北三省的大学与政府的协

作互动相对较多，企业与大学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协作互动较少，而像广东省等发达地区，企业与

其他两个主体的协作互动相对密切。从省际比较看，黑龙江省三种两两互动都处于全国前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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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大学与其他两个主体的互动在全国排名靠前，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两两协作处于全国中等偏下

水平。

注: Tuig18 表示 2018 年各省份的官产学三维互信息，Tuig09－18 表示 2009—2018 年的 Tuig 的变化量，对应于左

轴刻度。Ｒank_Tui18、Ｒank_Tug18 和 Ｒank_Tig18 分别表示大学和企业、大学和政府、企业和政府的二维互

信息在全国的排名，对应于右轴刻度。

图 4 2009—2018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三螺旋算子及其变化

一般而言，企业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企业在日常生产中参与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然而，在

传统重工业企业高度集中的东北地区，企业创新相对较少，且企业与其他两个创新主体的协作较

少; 再加上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向高效率城市类分 ( sorting) ，导致东北地区人才流失，从企业

层面推动创新难度较大。东北地区拥有着丰富的大学资源，东北三省共有 11 所原 “211”高校，

其中“985 工程”高校 4 所，均占全国的 10%。尽管东北地区存在大量技术人口外流现象，但其

优质的大学资源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流入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东北地区现代化创

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是大学，具体方式是东北地区的大学向 “创业型大学” (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本土化变革。“创业型大学”是伯顿·克拉克 ( Burton Ｒ． Clark) 与亨利·埃兹科维茨

( Henry Etzkowitz) 于 20 世纪末提出的概念，国内多所高校都参与了 “创业型大学”的本土化探

索［19］，旨在充分发挥大学的学科优势，从优势学科展开，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实现科研成

果的转化，从而服务于社会，以大学的革新推动区域的创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大学改革不应

成为新的双轨制的产物，而应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且遵循教育规律的一种革新。

六、结论与讨论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 “体系”，体系不是孤立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层层嵌套、环环相

扣，在封闭和开放的条件下都有良好的自我循环和修复能力的系统。“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其

运转不能过度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是在政府资助减少时，依然可以通过双循环，畅通经济发

展血脉，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体系的良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在内循环中，现代化经

济体系要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变，保持体系的自组织性，把外生推力内化在体系中，转化成内生驱

动力，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 在外循环中，现代化经济体系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体

系的开放性，抓住国际变革中的机遇，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增强体系抗冲击能力，提高经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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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力，维护经济安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不断调整以适应新情况的过程，在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维分

析框架下，我们试图探讨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并为东北地区下

一阶段的发展寻找方向型、结构型和动能型转变与调整的突破口。研究发现，东北三省表现出不

同的发展阶段和格局特征: 辽宁省的现有经济体系表现较好，产业关联体系相对完善，但其空间

体系存在明显不足，与全国、地理邻近区域和东北三省内的市场分割都较为严重，同时缺乏引领

性的增长极，这种空间格局不利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也不利于城市体系的功能分工。吉林省

的现有经济体系表现较为一般，仅在省内形成了复杂的产业关联体系，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程度较小，同时吉林省城市层面的产业非关联多样性和关联多样性有待提高，这有利于丰富其产

业结构，提高产业基础能力。黑龙江省在国内大循环中表现较好，但较少参与国际大循环，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较差，应该着重增强关联多样性产业的构建。从区域间看，黑龙江省与吉

林省都有较好的一体化发展基础，但从区域内看，这两个省份缺乏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对其他地

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小。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外部有新”是东北地区挥之不去的竞争压力，重振往日辉煌

需要革除“内部缺新”的痼疾。
第一，在产业关联体系方面，应充分利用其与俄罗斯、韩国、蒙古、日本地缘接近、处在东

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以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盘锦港、锦州港和葫芦岛港六大港口为节

点，打通连接“一带一路”的通道，助力东北三省尤其是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参与全球产业合作，

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以园区建设为突破口，配套生产性服务业，纵向延伸

优势产业，在产业基础能力上培育、派生新产业，实现优势传统产业长链化和优势高技术产业成

链化，培育“长链条”型关键产业部门，锻造产业链长板，把产业优势转化成区域优势，助推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东北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要注重重化工业的绿色化转型，在全国

工业转型时期，东北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改革，实现重化工业的弯道超车，推动无废城市和循

环经济的构建。
第二，在空间布局体系方面，应以中心城市、港口沿线、铁路沿线、经济发展轴等区域为重

点，做强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中心城市，打造东北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增强区域发展

动力; 以都市圈为突破口，加速内部交通一体化，提升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功能，壮大经济腹

地，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一体化的区域合力破除藩篱，以分工与合作重构经济的内在活力，推

动国内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同时，还要注重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建立战略性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增强城市体系的功能保障，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
第三，在动力支撑体系方面，有效利用东北地区充沛的高校资源优势，以 “创业型大学”

本土化改革为突破口，一方面，开展优势学科的学术创业，把源源不断的入学人口转化为专业人

才，再通过工作岗位把其转化为高技术就业人才，开发出适合年轻人工作的岗位，增强区域吸引

力; 另一方面，通过官产学的长期合作，培养专业人才，提升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率，改善东北地区的创新协作环境，形成创新体系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产业体系和空间体系

的现代化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良好的动力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大蓝图，本文仅从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个维度进行探讨，这

种分析只是方向性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把企业、人才、土地等微观主体和要素纳入三维分

析框架中，并用更小的空间尺度、更细分产业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为建设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

·71·

张可云等 东北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基于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探讨



体系提供更具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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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ndustry－Space－Innovation Environment

ZHANG Ke－yun，ZHU Chun－xiao ( 5 )
Abstract: Suffering from the loss of talent，the shrinking of city and the lacking of innovation capacity，the core of

Northeast China’s economic plight is the problem of“the outdated”． It is necessary for Northeast China to construct a mod-
ern economic system，which means a transformation from“outdatedness”to“modernization”and from“traditional growth”
to“systema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dustry－space－innovation environ-
ment，we have measured multiple structured data． The paper shows that Liaoning province follows a good“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with a relative complet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the spatial system of Liaoning prov-
ince is not good enough． Compared with Liaoning province，the economic system of Jilin province is rather mediocre，and
tha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the worst． Accordingly，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rebuilding industrial chains，reshap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optimizing developing motivation，to find a directional，structural breakthrough and provide us a
with a general framework and an optimal path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r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ree－dimensional a-
nalysis framework; system concept

On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WU Hao，LYU Xiao－ting ( 19)

Abstract: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adopted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s out the basic direction for China to modernize e-
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which is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
tem，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core issue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reform
lies in how to properly balan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while industrial policy closel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not
only increases the urgency of industr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but also points out the basic direction for its transformation．
To make it more clearly，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coordinate with the new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put into practic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facilita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open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ccordingly，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needs to undergo an in－depth and sys-
tematic transformation． First，the func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number reduced．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focus on sol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deficiency caused by market failure． Second，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indus-
trial policy should be transformed． Latitudinal policy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jor industrial policy，while longitudinal poli-
cy should target at certain economic practic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be regulated to impro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
vironment． Third，industrial policy instruments should be changed to a market－friendly style，be innovated and optimized，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flexibly via different means．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 governance; industrial policy; market economic system; policy transforma-
tion; policy instruments

Ｒ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China’s Gra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ssoci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XU Chuan－chen，JIANG Han ( 3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trend of gra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Based on the grain interna-

tional trade data from 2010 to 2019，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grain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and us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pattern and community distribution of China’s gra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ld food trade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and the food trade network has become an inseparable component; the base of
network density and reciprocity index is low，but it shows a small upward trend，and China ha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
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ood resources． The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network has obvious centr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differences of grain trad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weak，but the grain trade relations
are much closer．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has been consolidated，and it has undertaken more
“bridge”functions in the grain trade network．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associations presents certain re-
gional characteristics，but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prominent to break regional restric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and ensuring China’s food secu-
rity．

Keywords: grain trade; trade pattern;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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