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競爭力前三名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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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2006年為基準，2010年部分省、市、區經濟綜合
競爭力排名升降變化位次， 「+」 表示排位上升， 「
─」 表示排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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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指出，通過採集2006 至2010 年港澳台地區和內地31
個省級區域的指標數據。從綜合排名結果來看，香港、澳門、台
灣地區分別處於第3位、第9位、第1位。從變化趨勢看，香港地
區從2006年第二位到2010年第三位，澳門從2006年第四位下降
到2010年的第九位，台灣地區則始終處於第一位。

產業經濟競爭力墮至30位
黃茂興表示，導致香港地區經濟綜合競爭力排位升降的動因

，是受各級指標排位變化共同影響的。在八個二級指標中，宏觀
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和統籌協調競爭
力排位都出現了下降，尤其產業經濟競爭力相比 2006 年下降了
21位，宏觀經濟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和統籌協調競爭力分別
下降了兩位、一位、四位，可持續發展競爭力、發展水平競爭力
分別上升了八位和四位，綜合多種評價因素的影響，使其經濟綜
合競爭力下降了一位，但仍處於強勢地位。

藍皮書介紹，香港產業經濟競爭力指標在全國的排位處於劣
勢。從綜合排位的變化看，201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產業經濟競爭
力綜合排位處於第 30 位，與 2006 年相比，排名下降了 21 位，
在全國處於劣勢地位。總的來看，2006至2010年期間呈波動
下降趨勢。尤其是從三級指標所處區位及變化趨勢看，服務
業競爭力處於上游區，農業競爭力和工業競爭力都處於下
游趨勢。農業競爭力和工業競爭力指標排位處於波動下
降趨勢，服務業競爭力指標排位處於持續下降趨勢。

香港處於優勢競爭力是可持續發展競爭力，藍皮
書指出，從綜合排名變化看，2010 年香港可持續發
展競爭力綜合排位處於第5位，與2006年相比，排
名上升了8位，在全國處於優勢地位。總的來看
，2006至2010年期間呈波動上升趨勢。在指標
排位變化上，環境資源競爭力指標排位保持不
變，人力資源競爭力指標排位處於上升趨
勢。

內地與台港差距明顯縮小
黃茂興表示，總體而言，港澳台

地區的經濟綜合競爭力沒有太大的
變化，特別是與內地 31 個省份相
比，排位相對比較穩定。但是，從
相差分值來看，內地處於上游區的省市與香港、
台灣的差距在明顯縮小。上游區內部的省域經濟分值不斷上升
，香港、台灣的分值下降，差距比較大。例如，2006年廣東的分
值43.8分，台灣的分值63.3分，相差19.5分；到2010年廣東的分
值 49.7 分，與台灣的分值 56.4 分相差 6.7 分，五年內差距縮小了
12.8分。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發現在 「2006-2010年全國包括香港、
澳門、台灣在內的34個省級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評價比較表」中
，廣東趕超香港躍居總榜第二位。

藍皮書指出，從對廣東經濟綜合競爭力及其九個二級指標在
全國的排位變化和指標結構的綜合判斷來看，處於上游區的指標
有九個，為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
力、財政金融競爭力、知識經濟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政府
作用力競爭力、發展水平競爭力和統籌協調競爭力。由於沒有處
於下游區的指標，在全國處於強勢地位。

黃茂興表示，這說明經濟綜合競爭力不只是經濟總量的競爭
，還是經濟總量、增長速度、人均水平和顯現優勢、潛在優勢等
各種力量的綜合較量。他預計， 「如果按照這一趨勢發展，未來
幾年廣東的經濟綜合競爭力將會趕上甚至超過台灣」。

今日上午舉行的 2012 年《中國省域競爭力
藍皮書》發布會上，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
長、《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主編之一李閩
榕報告指出，2011 年底，全國已有 23 個省市
（不含港澳台）成為萬億 GDP 俱樂部成員，其
中東部有9個省市，中部6個省和東北3個省均
已進入，西部有5個省進入。廣東、江蘇和山東
繼續穩居三甲，廣東的 GDP 首次突破 5 萬億元
，達到 5.3 萬億元；江蘇、山東分別為 4.9 萬億
元和4.5萬億元。

廣東首次突破5萬億元
李閩榕表示，GDP 總量突破萬億大關，是

觀察省域經濟發展水平、發展能力的一個重要
指標。 「GDP 萬億俱樂部」也被稱為 「財富俱
樂部」，意味着地區財富積累將由此步入一個
新的快速增長區間，經濟發展將由此跨上一個
新的發展平台和階段。

他認為，對於一個省域經濟來說，GDP 總
量突破萬億大關，不是簡單的數量概念，而是
預示通過經濟增長通過量的積累已達到一個質
變的臨界點，表明經濟發展正迎來一個質的飛
躍。從這一意義上講，GDP 總量突破萬億大關
是觀察省域經濟發展水平、發展能力的一個重
要指標。 「很多人批判 GDP，其實這是一個比
較科學的評價體系，GDP 的財稅收入和稅收密

切相關，沒有 GDP 談稅收無從談起，這是緊密
掛鈎的」。

GDP 超萬億表明提升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
是推動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選擇。23
個省份的 GDP 超過 1 萬億元，其總量約佔全國
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不僅表明地方財富總量
在增加，而且還表明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在增
強，特別是在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後，
世界經濟形勢十分嚴峻複雜的形勢下，中國各
省域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有湖北
、湖南、安徽、陝西、內蒙古、黑龍江、廣西
、江西、重慶、山西等 10 個省市的經濟總量突
破1萬億元。 【本報北京二十九日電】

今日在北京發布2012年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
《 「十一五」 期間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
。藍皮書指出，2010年包括內地31個省市區和香港
、澳門、台灣在內的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中，
台灣列第一，廣東升至第二，香港居第三位，與
2006年相比，香港排位下降了一位。對此，福建師
範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藍皮書副主編黃茂興接受
大公報採訪時表示，香港地區經濟綜合競爭力排位
升降受多種評價因素影響，使其經濟綜合競爭力下
降了一位，但仍處於強勢地位。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二十九日電】

上海、湖南、湖北、福建、
北京、安徽、內蒙古、黑龍江、陝西、
天津、廣西、山西、江西、重慶、吉林

浙江、河南、
河北、遼寧、四川

江蘇、山東

廣東

萬億俱樂部擴容至23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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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茂興 2 月 29
日表示，雖然香港
經濟綜合競爭力排
位升降受多種評價
因素影響下降了一
位，但仍處於強勢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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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財經廣州 29 日
報道，廣州市物價局局長羅家祥 29 日
在廣州表示，當前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
並沒有根除，綜合分析海內外價格形勢
，今年廣州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仍將呈
上漲態勢。

2012 年廣州市物價工作會議於 29
日舉行。羅家祥在分析當前價格形勢時
指出，今年世界經濟形勢仍十分嚴峻複
雜，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
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也很突出，尤其是
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並沒有消除，而且
一些影響是長期的、剛性的，穩定物價
的壓力依然較大。

羅家祥表示，今年農產品價格將呈
上漲趨勢，要素價格成本也將繼續上漲
，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

的累積效應，將成為今後一段時間推動
廣州價格總水平上漲的主要因素。

此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持續
走高，中國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石油、鐵
礦石、食用植物油等重要商品價格面臨
的持續輸入性通脹壓力不可低估。而廣
州今年還將擇機推進城市供水、停車場
收費等改革，都將對相關領域及產品價
格產生拉動作用。

據了解，去年廣州CPI上漲5.5%，
構成CPI的八大類商品（服務）價格呈
「七升一降」格局，漲價面達 87.5%，

其中食品類上升幅度最大，達到 12.2%
。根據廣州市此前公布的價格調控預期
目標，今年廣州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
比漲幅要控制在4%左右。▲全球 「代工巨頭」 富士康鄭州基地已擁有10多萬名員工，未來富士康在河南的員工估

計達到30萬。春節剛過，該公司已開始在鄭州大規模招賢納士 中新社

◀總部位於廣
州市番禺區的
廣東東升農場
大力發展 「公
司＋基地＋農
戶」 的生產經
營模式，積極
發展周邊農民
成為簽約合作
農戶，東升牌
蔬菜已覆蓋至
珠三角各大超
市及港澳台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鄭州29日報道，河南
省2011年進出口總值突破300億美元，創下了
歷史新高，其中，富士康鄭州公司外貿額佔據
近三成。

河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29日對外通報稱，
2011年該省全年生產總值達到27232億元人民
幣，其中，該省進出口總值達到326.42億美元
，比2010年相比增長83%，同比提高51.1個百
分點。

據知，河南省 2010 年外貿進出口總值為
177.9 億美元，相比較而言，2011 年河南省的
外貿總額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這也使得該省
在中國中部六省排序中躍居第二位，其中進出
口、進口、出口增速在中部地區均為第一。

河南省統計局數據顯示，對外貿易佔據較
大比例的主要包括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
出口額分別是84.09億美元和57.09億美元。

富士康創收逾94億美元
全球 「代工巨頭」富士康入駐河南一年多

後，給該省帶來了豐厚的外貿收入。據鄭州海
關統計，2011年鄭州富士康公司進出口為94.7
億美元，佔河南省進出口總值的29%。

除此之外，2011年河南省全年新批准外商
投資企業 355 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100.82億美元。全年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
和設計諮詢業務新簽合同額 29.34 億美元。截
至 2011 年年底，該省已有 98 家境內外上市公
司，發行股票100隻，募集資金總額達1034億
元人民幣。

豫外貿額破300億美元大關
創歷史新高 富士康佔三成

農產品價格趨漲 輸入性通脹持續

穗今年CPI仍呈上揚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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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湖南

山西

吉林

黑龍江

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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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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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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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

甘肅

貴州

西藏

2010年34省域
綜合競爭力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