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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工业支撑是黄山市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胡迅雷
(黄山市统计局，安徽黄山245000)

摘要：黄山市坚定不移地执行“工业支撑”战略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有利于政府创建“现代国际旅游

城市”的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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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黄山市正处于“十一五”规划发展的关键

时刻，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纵向与横向之比较深深感

到。强化工业支撑作用，时不我待，是“十一五”黄山市

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工业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

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从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特点

及其递次关联情况看，相对于农业经济来说。工业经济

具有高财富积累率、高就业率、高税费率、高利润率和

高产业关联度。工业经济对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第三

产业的提升和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和发达国家、先进地区经济

发展的进程都说明，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改

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进而实现工业化逐步升级的

发展过程。按照钱纳里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一个国家和

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在600美元以下

为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当入均GDP超过600美元则

开始步人工业化初级阶段，当人均GDP超过1200美

元则步人工业化中级阶段，入均GDP超过2400美元

以后逐步成为后工业化和发达经济社会。Itl按照这样

的标准来衡量黄山市经济发展的水平，黄山市2005年

人均GDP为1257美元，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

业化中级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个过程是一个地区

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最大、经济增长的可塑性也最大的

发展时期。抓住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遇

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大踏步发展，否则将在产业结构调

整和区域经济布局中继续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因此

黄山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旅游经济为中心、以工业

经济为支撑”恰逢其时。加快黄山市工业化进程顺应了

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二、加快黄山市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必须强化“工业支撑”的作用

客观地说。黄山市工业化进程既推进了城乡经济

。二元”结构的转化，也不断提高了各级党委、政府及社

会各界对发挥工业支撑作用的认识水平，特别是2003

年的“非典”给旅游业带来的冲击，使人们更加清楚地

看到了黄山市经济结构中工业“腿短”这一弊端，从而

更加坚定了实施“工业支撑”战略的决心。然而，壮大工

业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涉及地方经济结构性

调整的一项系统工程。分析黄山市工业发展的现状。纵

向看，工业经济的地位、作用日益显现，工业发展呈现

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横向比，全市工业经济无论在总

量、结构、质量、效益上差距明显，强化工业支撑作用势

在必行。

(一)从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要求看，必须发挥

“工业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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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黄山市工业经济曾有过长足发展，

尽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波折，但就总体看工业经济星曲线型上升的发展态势。

从九五、十五时期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看，全市工业

增加值在“九五”时期由1995年的9．79亿元发展到

“九五”末的19．03亿元，年均递增15．0％，再到“十五”

末期的38．66亿元，5年平均递增11．5％，工业经济总

量实现了10年翻二番的良好业绩。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也由2000年的149家发展到2005年末的209家，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总量的比重由2001

年的42．5％上升到2005年末的49．3％。工业经济的较

快发展有力地支撑了黄山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工业

占经济总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看，工业占

GDP的比重稳中有升．由1995年的占23．9％上升到

2005年占24．2％．上升了O．3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也呈逐步增强之势，特别是2003年“非典”

旅游重创导致第三产业增长减缓的情况下。工业与投

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凸显。其中2003年工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8％。

然而横向比，黄山市工业经济无论在总量规模和

发展的速度上都有明显差距。从总量及产业结构看，产

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是在经济发展到工业化后期

时，第三产业应占主导地位，但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

段第二产业应占主导地位。2005年安徽省工业化程度

较好的芜湖、马鞍山两市三次产业比例分别为7．5：

53．2：39．3和4．7：“．8：30．5，其中工业占GDP比重分别

达45．9％、60．5％，讶即使是旅游业相当发达的苏州、杭

州与山东泰安市，三次产业比重均呈“二、三、一”分布，

其中工业占GDP比重分别达64．O％、45．6％、49．0％。相

比之下，黄山市三次产业比例为18：39：43，其中工业

占GDP的24．2％，这种“三、二、一”的结构实际是黄山

市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反映。翻

当前，正处在“十一五”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从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要实现“十一五”期间

黄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4％的跨越式发展目

标，必须提高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工业总

量，在壮大工业实力。培植经济总量上有所突破。

(二)从培植财源、增强财政实力的迫切性看，唯有

发挥“工业支撑”作用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工业对财政增长的作用伴随

着农业税的取消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从“九五”、“十五”

时期黄山市工业对财政的贡献情况看，由于全市工业

总量不大，规模以上工业伴随企业改制及其生产经营

的波动，工业所提供的利税也出现了相应的波动，但从

总体趋势看，工业所提供的税收由2001年的2．08亿

元，到2005年的2．77亿元，年均增长7．4％，星逐步增

长的态势。从工业占GDP的比重与工业所提供税收占

财政收入的比重关系分析。全市工业对财政贡献所占

的份额与全省及周边地区并没有差距。但问题在于，全

市工业总量小，导致了黄山市地方财政收入源头也少。

现行的税种和税制结构中工业的高税费率决定了工业

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对财政总量和增量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可以说，工业强则财源足，工业弱则财力薄。因

此．做大工业盘子，提升工业占GDP的比重，进而提高

工业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三)从提升产业递次关联度、优化经济结构、促进

就业再就业看，离不开发挥“工业支撑”作用

工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一、三产业

的关联度相当密切。就黄山市的实际情况看，农业产业

化需要工业及其主导产业、骨干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提升以旅游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同样也离

不开工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发挥工业支撑作

用，是今后相当长时期黄山市提升产业关联度，优化经

济结构，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关键所在。

(四)从黄山市工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看，毖须真正

重视发挥“工业支撑”作用

黄山市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逐步增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塑料软包装材料、汽车

零部件加工、机械制造、农产品深加工、精细化工等支

柱产业。体现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工

业整体效益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和周边地区乃至全省平均水平相比，黄山市工

业总量小、企业少、布局散的问题十分突出，即使是有

一定规模优势的行业也因为产业关联度配套不够，产

业链不够长，产业优势不强，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

力，若这些问题不引起重视，势必削弱黄山市工业领域

难得的一些行业优势。因此，切实把握工业发展的规律

性特征。培植工业自身的产业优势，是切实落实“工业

支撑”的根本所在。

三、充分认识和把握有利条件。

切实把强化“工业支撑”落到实处

强化工业支撑作用，顺应了黄山市经济发展的实

际．尽管黄山市工业总量小、底子薄，发展工业的基础

也有待进一步改善，但应当认识到，按照工业化进程的

一般规律，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级阶段提升

的过程是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起眺时期，这是推进黄

山市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应当

看到。随着黄山市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工业发展

的主客观环境已大大改善。

从客观环境看，黄山市强化“工业支撑”作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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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1．基础条件大大改善。全

市“大交通、大发展”的格局已初步显现；2．区位优势日

益显现：3．工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平台效应得以体

现：4．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政策及省委、省政府明确把

“工业强省”作为“十一五”发展的战略任务机遇良好。

从发展氛围看，这几年，市、区县各级党委、政府着力在

体制环境、政策扶持和舆论导向上强化工业支撑战略

的地位作用，并切实付诸行动，全市上下大力发展工业

的氛围日渐浓厚。

强化工业支撑是市委、市政府跨入“十一五”所做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黄山市

“十一五”既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关系到黄山市能否

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实现“率先

崛起”。为了进一步强化工业支撑。可以考虑在以下几

个方面加以关注：

(一)进一步加快园区建设，形成“三大效应”。黄山

市要按照“建设重大项目、壮大核心企业、构建产业链

条、培育产业集群”的思路，加大园区建设力度，重点在

数量上增加规上工业企业。质量上做大做强规上工业

企业，主动融人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合作，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着力构建以农副产业精深加工产业、机械电子产

业、新型印刷包装产业、新型精细化工产业、生物医药

产业、茧丝绸服装产业、旅游工艺品产业等产业为龙头

的工业经济体系，真正实现以园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

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链条效应，强力打造黄山市

经济的“增长极”。

(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

产业，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

用，它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

的关键环节。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

的支柱产业。其占全部服务业已达50％以上，而黄山市

现代服务业仅占全部服务业四成不到，生产性服务业

更是比例非常小。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拓展的现代服

务业中的现代物流业、国际贸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

保险业、现代会展业、中介服务业等六种生产性服务

业，黄山市应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宏观环境，加快高

铁、高速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筑畅达的物流服务圈

和物流服务通道。以黄山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为基础，

以数字黄山建设为平台，发展总部经济、科研基地和信

息服务业。同时引导银行增加投入，提高中小企业贷款

比例，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扩大保险市场，形成与制造

业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大力提高工业投资比重，积蓄工业发展后劲。

从目前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除去交通、市政等

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外，房地产投资比重偏大，接近总

量的1／4，而工业投资比重偏小，不到20％，在全省17

个地市中居末位。这种现象的存在将使全市工业未来

的持续发展缺乏支撑。

因此，黄山市要努力调整投资结构，在继续加大基

础设施投入的基础上。特别要注重工业投资项目的引

进，提高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积

蓄工业发展潜力。

(四)加快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形成“双轮驱动”。

目前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5．7％，全省为40．5％，黄山市

为39．6％，较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6．1和0．9个

百分点，黄山市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

而按一般规律．城市化发展与工业的发展互为支

持。一方面工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另一方

面城市化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因为工业发展

离不开城市化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化有

利于降低企业的基础设施成本。下一步黄山市要加快

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形成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

。双轮驱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实现黄山市建设现

代国际旅游城市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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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Huangshan City：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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