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第 1 期《发展研究》

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
*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成悦 王 腾 周 勇
［内容提要］ 文章以县域为单位，
以人均 GDP、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三个评价指
标，
研究了 2000 年到 2011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差异。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的方法，
对湖北省
2000 年以来，
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
县域相互位置关系和经济结构因素是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同时地形、
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等自
然社会因素也对其变化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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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空间视角，
借助于 GIS 等分析技术，
展现了地理对于区域

随着“中部崛起”和“两圈一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

经济的影响。比如蒲英霞等运用 ESDA 方法，
对江苏省县

施，
湖北省的经济实力正在不断提升。但由于历史和现实

域总体和局部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
特征与成因进行了初

等原因，
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
地区间经济差异

［2］
步探索 。

较大。正确分析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对湖
北省经济快速、
协调、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有变异系数法、

目前对于湖北省区域经济已有不少研究，
但研究主要
存在两处不足： 第一，
研究尺度过大，
基本研究单元几乎都
是地市州，
省内经济差异表现不够微观； 第二，
现有研究主

泰尔指数法、
基尼系数法和洛仑兹曲线法等。近年来，不

要是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进行研究，
很少对经济差异的

少学者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
并做了很多新的研究。一部

原因进行分析。基于此，
本文选用湖北省 83 个县市区为空

分研究从指标的全面性角度出发，
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

间研究区域，
以 2000 年 － 2011 年为时间断面，
研究了湖北

法，
并用因子分析等方法避免指标变量间信息交叉重叠以

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差异，
同时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

及人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比如，
赵莹雪运用主成分

测器的方法，
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做了探讨。

分析方法，
将众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主成分，分析了当

二、
数据和研究方法

前广东省县市（ 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其空间差异特

1． 指标与数据来源

［1］
点和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

人均 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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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但考虑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要让

病形成的原因，
随后在城市化形成机理和复种指数影响因

人民共享，
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要实现同时增长，
所以本

素等领域得到了应用

［6］～［8］

文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与人均

PD，U = 1 －

GDP 一起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

自国际科学数据平台。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考虑到数据的
一致性，
本文县域按照 2000 年行政区划为准（ 如 2008 年后

1
m
2
∑t － 1 nD，i σU
nσ2U

D，
i

PD，U 为湖北省区域经济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
式中，

主要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0 年 － 2012 年） ，小部
分数据来源于地市州年鉴和相关专业年鉴。DEM 数据来

，
具体模型如下：

nD，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
m 为次级区域的个数，
整个区域
2

2

σU 为湖北省区域经济的方差，
σU D，i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
2
1］，
PD，U = 0
PD，U 的取值区间为［0，
假设 σU D，i ≠0，
模型成立，

随州市的随县和曾都区的数据合并为随州市的数据） ； 另

PD，U 值越大，
时，
表明湖北省区域经济呈随机分布，
说明分

外，
地级市市区不包括远城区（ 如襄阳市不包括襄州区） 。

区因素对湖北省区域经济的影响越大。

2． 研究方法

三、
湖北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化

选取 2000 年 － 2011 年各县市区人均 GDP、城镇居民

1． 湖北省区域经济现状时空演化

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三个评价指标，
经过对

（ 1） 2000 年，
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县市在全省

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利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客观权

所占比重较大，
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

重，
再用德尔菲打分法得到主观权重，根据王明涛 提出

域主要集中在武汉、
宜昌和十堰周围地区，
成点状分布，
综

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权系数确定方法，得到最终权系数，计

合评分在 0． 5 以上； 除北部外，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低水平

算得出各县市区各年份的经济综合评价值，并依据 C． L．

地区呈三面包围状分布，
综合评分在 0． 15 以下； 在湖北省

Hwang 和 K． Yoon 提出的 Topsis 分析法对经济综合评分进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周围集中分布了经济发展

2006 － 2011 年和
行重新定义。同时计算出 2000 － 2006 年、

水平较高的县，
包括黄陂、
新洲、
鄂州、
老河口、
钟祥等县，
平

2000 － 2011 年三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
与综合评分进行对

均经济发展水平在 0． 3 － 0． 5 之间；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

比分析，
归纳出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的特征。然

主要在较高等级的外围，
将其连接成片，
形成被发展水平

后利用空间自相关原理和地理探测器来分析湖北省区域

低的县域包围的态势，
综合评分在 0. 15 － 0. 3 之间。

［3］

经济格局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文中分析结果利用 Arcgis

（ 2） 2006 年，
湖北省中等发展发展水平的县域发展明

软件平台进行制图表达。

显，
区域经济较 2000 年差异减小。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县

（ 1） 空间自相关

域数量明显增多，
从原来主要集中于中部向湖北省四周边

空间自相关是指地理事物分布不同于空间位置的某

缘地区扩展，
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面状分布格局； 而低经济

一属性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反映了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

发展水平县域原来的半环状分布格局变为分散式分布，
主

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临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

要集中于湖北省西部和东部边缘地区，
包括恩施市、黄冈

属性值的相关程度，通常距离越近的两值之间相关性越

市和十堰市的大部分县域，其中，大部分县域的综合评分

［4］～［5］

大

。空间自相关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域自相关，
本文

值在 0． 15 以下； 鄂西及鄂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较低

分别用 Moran’sI 和 LocalMoran’sI 进行测度。由于空间自

水平增长到较高水平，主要包括襄州区、宜城市、随州市、

相关方法较为常见，
关于空间自相关的具体步骤和相关指

京山县等县域，
综合评分值主要集中在 0． 3 － 0． 5 之间。

标含义本文不多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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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1 年，
湖北省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发展水平的

（ 2） 地理探测器

县市都有增加，中等发展水平的县市减少，区域间经济差

“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首次应用是在探测地方性疾

异较 2006 年加大，但小于 2000 年。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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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鄂西和鄂东部分地区，
主要包括十堰市

3． 现状与增长率对比

周围县域、
恩施周围县域、
神农架地区，
阳新县、
通山县、
红

分别以 2000 年经济现状和 2000 － 2011 年增长率平均

安县和团凤县，
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在 0． 15 以下；

数为断点，
将 2000 年经济现状和 2000 － 2011 年增长率分别

由图 1 可以明显看出，
宜昌市周围地区如夷陵区、
枝江市、

分为两类，
然后两两组合形成四种经济发展类型： 高低型

当阳市、
当阳市、
荆门市、
宜都市等县跻身高经济发展水平

（ 高经济基础低增长率） 、
高高型（ 高经济基础高增长率） 、

的行列，
武汉市周围的鄂州市也发展较快，综合评分值主

低高型（ 低经济基础高增长率） 和低低型（ 低经济基础高增

要集中在 0． 5 以上； 枣阳市、
谷城县、
沙洋县等县域的经济

长率） 。可以发现，
有14 个县市区属于高低型地区，
除了位

发展水平上升一个台阶，
使得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地区连成

于鄂西北的丹江口市，
它们较为分散地分布在鄂中地区，

一片； 同样的可以看到，
恩施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下降，

此类地区倾向于在原有较好经济基础之上，
更注重经济结

降低发展水平一类。

构和质量的优化； 高高型地区县市区的数量为 27 个，
主要

2． 湖北省区域经济增长时空演化

集中分布在湖北中部地区，与高低型地区交错分布，此类

（ 1） 2000 － 2011 年，
湖北省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13% ，
不

地区属于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低低型地区县市区

同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分异很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县市

的数量也是 27 个，
分布在湖北省外围地区，
尤其以鄂西南

在东部和西部两大区域集中分布。其中，
东部主要集中在

地区最为集中，
此类地区由于位置偏远等原因一直是湖北

武汉市中心辖区以东和以南的蔡甸、
汉南、
江夏、
嘉鱼和大

省经济发展的洼地； 低高型地区包括 15 个县市区，
在湖北

冶。西部偏北地区集中了湖北省高经济增长率的大部分

省东部和西北部均有分布，
但以鄂西北地区最为集中，说

地区，
尤其是宜昌和襄阳两市。东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

明鄂西北地区过去 11 年间发展势头良好。

率相对较低，
其中武汉市周围县市将武汉市辖区围合成一

4． 分析

个较明显的经济增长“洼地”，
而鄂西南地区集中了大部分

2000 年到 2011 年，
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由两极分化

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县市。
（ 2） 2000 － 2006 年，
湖北省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8． 7% ，

的不均衡格局向中等发展水平占主导的较均衡格局再向
高水平发展区域增多新的不均衡格局进行变动，
反映了湖

各县市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布上极不均匀。各地市都存在

北省经济的成长历程。2000 年，湖北省整体发展水平较

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县市，
但同时大部分地市也都存在经济

低，
武汉等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差，湖北省不发达的县市

增长率较低的县市。在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布总体不均的

所占比例很大，
这是区域发展初期的特征； 随后发展的过

同时，
黄石、
咸宁和孝感各县市经济增长率普遍较高，
从方

程中，
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开始显现。中心城市通过产业

位上看它们分别位于武汉市的东南、南部和西北。黄冈、

转移等措施实现了经济向周围地区的辐射与扩散，
大量不

荆州和随州、
恩施各县市经济增长率普遍较低。

发达县市逐步发展为中等发达的县市，
与原来的较发达县

（ 3） 2006 － 2012 年，
湖北省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17% ，
各

市共同构成了湖北省经济的主体； 但中心城市同时在自身

县市经济平均增长率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且与 11 年间总体

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开始培育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

经济增长率的分布较为一致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县市集

业，
总体经济增长速度较低，
其外围县市则普遍处于经济

中分布在武汉以东以南地区以及以宜昌、
襄阳为中心的西

高增长阶段。经过多年发展，
中心城市的新兴产业日益成

部两大区域，
且西部经济增长率明显较东部高。经济增长

熟，
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道路。原来中等发达县市经

率最低的地区依然集中分布于鄂西南地区。武汉、黄石、

过十余年的发展，
逐渐开始分化为发达县市区和不发达县

宜昌、
荆门和十堰等地市的中心区经济增长率明显比附近

市区。同时，
湖北省边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经济

县市低。

始终难以实现快速发展。所以，
到 2011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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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又有所拉大，
但同时湖北省区域经济已开始向更高水

高低型县市区数量较少且变化不大，
其中各个年份十堰市

平发展。

市辖区、
赤壁市、
云梦县和武穴市始终属于高低型区域，
这
些县市区主要出于极化阶段，
自身发展水平较高却始终无

四、
影响因素分析

法带动附近县市的发展，
而个别县市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

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相对下滑，
则从高低型变为低低型。低低型县市区不同年

从前面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湖北省经

份数量变化较大，
但分布区域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鄂西

济的区域性差异明显，
各县市区存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相

和鄂东山地丘陵区，
而且数量始终较大，这说明湖北省区

关性。为了揭示湖北省县域相互位置与湖北省区域经济

域经济发展依然很不协调。低高型县市区分散分布于高

时空格局的相关程度，
本文借助于 Geoda 软件，
采用空间自
相关的方法进行分析。

高型县市区周围，
在不同年份变动较大，部分县市区滑落
为低低型地区，
而部分县市区则进步变为高高型地区。
2．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影响因素分析

（ 1） 全局自相关

区域经济除了受区域自身相互位置的影响外，
还受到

2006 年和 2011 年的 Moran’sI 统计量
湖北省 2000 年、

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选取自然、
社会和经济结构三

0． 39462 和 0． 47941。可以看出湖北省区
分比为 0． 506224、

大类共 10 个指标，
研究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因素，

域经济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性，
即经济发展程

具体指标如下：

度相似的县域（ 高水平或低水平） 分布较为集中。同时全
局自相关指数先降低后增长，
这与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先
下降后增长的变化是一致的，
表明了各县市区间的相互位
置关系对的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表 2 湖北省区域经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经济结构因素

（ 2） 局部自相关

X1 地形
X2 人口密度、
X3 城市化率、
X4 人均邮电业务
X5 货运周转量、
X6 客运周转量
总量、
X7 非农产业比重、
X8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X9
X10 对外开放程度
人均消费额、

根据 Moran’sI 散点图，
可以将湖北省各县市划分为四
种不同的类型，即高高型（ 自身与相邻区域发展水平都

首先，
借助于 Arcgis 平台分别对 10 个要素进行自然

高） 、
高低型（ 自身发展水平高但相邻区域发展水平低） 、
低

聚类分级分区，
然后根据公式，
借助于地理探测器软件，
分

低型（ 自身与相邻区域发展水平都低） 和低高型（ 自身发展

2006 年和 2011 年三年各要素对湖北省区
别得到 2000 年、

2006 年
水平低但相邻区域发展水平高） 。下面是 2000 年、

域经济的影响权重如下：

和 2011 年三年的不同类型县域的数量：

2006 年和 2011 年各指标权重
表 3 2000 年、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2006 年和 2011 年不同
表 1 2000 年、

2000 0． 391 0． 441 0． 596 0． 498 0． 42 0． 445 0． 491 0． 552 0． 707 0． 175

自相关类型县域数量

2006 0． 488 0． 52 0． 633 0． 355 0． 463 0． 418 0． 494 0． 564 0． 791 0． 32

年份

高高型

高低型

低低型

低高型

2000

32

6

32

13

2006

29

6

39

9

根据以上权重值及湖北省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湖北省

2011

31

5

33

14

区域经济格局主要受到地形、
人口密度、
城市化率、
非农产

2011 0． 516 0． 504 0． 613 0． 232 0． 274 0． 288 0． 562 0． 551 0． 676 0． 24

业比重、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消费额等因素的影响。
高高型县市区不同年份变化较小，
大体上分布在湖北

（ 1） 自然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中地形在湖北省

省中部以武汉、
宜昌和襄阳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形地带。这

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尤为显著。总体来讲，
鄂西山区和

一地带经济基础较好，
集中了湖北省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鄂东低山丘陵区等海拔较高、
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不利于

经过多年的发展，
该地区目前已经进入了经济扩散阶段。

进行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也不利于对外经济联系，
所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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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也是湖北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是鄂西山

3．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地域差异、
主体功能

区，
这里集聚了湖北省经济最不发达的几个县市。但同时

的不同，
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武汉市、襄阳市和宜昌市

地形最为平坦的江汉平原腹地，如荆州各县市，却并不是

及其邻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应该进一步整合资源，

湖北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这主要是由于江汉平原作为我

加快产业集聚步伐，
集约利用土地，
形成经济的增长极； 湖

国粮食主产区，
限制了工业经济的发展。

北省边缘地带和地处山区的县域，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2） 拥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稳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和生态补偿制度，提高

定充足的劳动力，
城市化可以有力推动地区工业化和现代

居民生活水平； 过渡地带则要充分利用好经济增长极点的

化进程。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人口密度

带动作用，
利用区内优势资源，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

和城市化水平都较高，
能够吸引更多的要素参与到本地区

转移，
促进区内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中，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进一部发展。而区域经济发展

4． 本文着眼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通过湖北省区域经

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口密度较低，
城市化进程缺乏有力推动

济的综合测度与定量分析，
分析了湖北省县域尺度上区域

力，
其人口和其它经济要素倾向于涌入要素集聚水平更高

经济时空格局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但由于数据可获

的地区，
这导致了边远落后地区在湖北省区域经济格局中
处于长期不利地位。
（ 3） 经济内部构成对于区域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
非农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通常经济发展水平也较
高，
而且非农产业比重的权重从 2000 年的 0． 491 增长到
2011 年的 0． 562，
表明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投资、
消费和出口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有着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中，
消费影响最大，
投资次之，
出口最小。这主要是
由于湖北省位于内陆地区，
对外出口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较低； 同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县市区拥有较高的人口和
经济密度，
使得内需消费成为区域经济最主要的一个内部
影响因素。
五、
结论与建议
1． 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显著，经济发展呈加速之势。
大致以武汉、
襄阳和宜昌为顶点的三角形区域构成了湖北
省县域经济的“高地”，
且随着“一主两副”政策的实施，
逐
渐呈加强之势。紧邻“三角形”架构的外围和中心是湖北
省经济次发达区，再外围的边缘地区是湖北省经济落后

得性所限，
本文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影响因素研究仍属于初
步研究。实际上，
湖北省区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远不止表 2
中列举的因素，
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
如区域经济发展政
策和地域文化等，也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另
外，
湖北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省份，
周边省份的经济对湖
北省区域经济也产生着较深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边缘县
域，
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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