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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and hot issue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Detecting the influence of each factor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each factor will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that question, the

previous studies were lacked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impact factors between poor counties and affluent coun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also ignored the interactive and combined influenc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we synthetically detected the influence of terrain, landform, land

use, traffic lo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economic differences among typical poor counties and affluent coun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interaction and instru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9 select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economy of poor counties

and affluent counties, and different facto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and the dominant factors ar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untries. (2) Poor counti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ffluent counti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resource abundance and traffic location. (3) Comparing the dominant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unties, we find that from the needy areas to the affluent areas, dominant factors

gradually change from natural endowments and other uncontrollable factors to traffic, technology and other controllable

factors. (4) According to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 strategies on different county types. At the same tim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hanced interaction-factors will play obviou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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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环境因子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及热点问题，探究各因子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力，科学揭示各因子的作用机制，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重要指导依据。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

法,综合探测了地形、地貌、土地利用、交通区位等因子对江西典型贫困县及富裕县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深入对比分析了各

因子的影响力、交互作用及指示作用，总结主导影响因子及其在2类县域的演变趋势，提出分类精准施策的建议，进一步深化

了对该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所选的9个地理环境因子均对贫困县及富裕县县域经济产生影响，不同类型县域的主导影

响因子及不同因子对同一类型县域的影响力均存在差异；② 从主导影响因子来看，贫困县主要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的影

响，而富裕县主要受资源丰度、交通区位的影响；③ 对比2种县域经济差异的显著影响因子，发现由贫困地区到富裕地区主导

影响因素逐步由自然禀赋等不可控因素向交通、技术等可控因素变化；④ 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根据区域经济主导影响因子因地制

宜，分类精准施策。同时，利用影响因子的强交互作用性，注重对该类因子的改善，对促进经济发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县域经济差异；影响力；地理探测器；地理环境因子；江西省

1 引言

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区位、经济

发展基础、社会人文政策等条件的差异，导致经济

发展的水平与速度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在空

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即区域经济差

异[1-2]。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差异是各国学者关注的

热点问题，针对该问题主要有以下研究：区域经济

差异的时空现状分析[3]、实例验证分析[4]、格局演化分

析[5-6]、影响因素分析[7-8]以及分析方法的改进发展[9]。

追溯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过程

可知：在研究尺度上，逐步由大层面向小层面细化，

即由国家、省域尺度向地市、县域尺度转变；在研究

方法上，由最初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向计量经济学

方法最终到现在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演变。例如，

Barro等[10]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对美国经济增长差

异做了实例验证，结果表明当人均收入低于稳态位

置时其增长速度越快；Chen等[11]用索洛经济增长模

型对中国各省自 1978-1993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

析，得出短期内中国省域间的经济差异可能会适度

下降，而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差异可能会

增大；刘彦随等[12]充分考虑了经济差异的空间异质

性，在传统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地统计、地理探

测器等地理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 1990、2000 和

2008年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点及成因。

多年来，各国学者对经济差异影响因子进行了

大量研究。Krugman[2]提出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

2大要素：自然地理要素和交通区位要素。自然地

理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资源等，它对区域

经济发展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个区域的生产

发展离不开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其资本累积速度及

产业发展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

因此区域间地理环境的差异可导致经济差异。

Amarasinghe[13]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该理论，表现为

自然条件越恶劣的农村地区贫困率越高。另外，交

通区位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交通的便利

性以及区位的优越性影响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生产

资源的流动、分布、调用，直接影响第二、第三产业的

分布规模和范围[1]，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差异。针对

这一影响要素，曲玮等[14]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探测了

甘肃农村地区贫困状况与交通区位的关系，结果表

明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贫困发生率，

往往越贫困的地区越偏远，交通越不发达；同时，其

研究根据回归方程得到，县域公路密度每增加

0.1 km/km2，农村贫困发生率就能降低1.2个百分点。

除了以上2大要素，学者发现人力资源、政府经

济政策等因素也会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影响[15-16]。

刘清春等[1]指出当劳动力投入数量维持稳定时，劳

动力质量对生产率提高有极大的影响，即人力资源

要素可促进生产发展从而影响经济水平。另外，韩

德军等[17]、张佰林等[18]的研究表明，土地作为区域资

源要素的载体，其利用方式及变化形式将直接影响

区域经济水平，合理的土地利用可充分发挥区域资

源优势加速经济发展，与之相反对土地功能不合理

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经济发

展、形成经济差异。

目前，虽然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已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但对江西地区来说多数分析局

限于单个因子或少量因子组合，忽略了因子之间的

联系及因子之间作用的交互性，更缺乏影响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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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展水平县域经济影响力的对比分析，这将会

影响分析结果的全面性及准确性。针对以上问题，

为探讨江西贫困县和富裕县县域经济差异影响因

子的异同，本文选取江西有代表性的12个贫困县和

9个富裕县为典型案例，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土地

利用、交通区位等地理环境因子，结合空间化表达、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分析

各地理环境因子对贫困县、富裕县经济差异的影响

力及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对比分析影响因子

对 2类县域影响力的相同点及差异性，总结贫困县

和富裕县的主导影响因子及演变趋势，并提出分类

施策措施，对制定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指

导及借鉴意义。

2 研究区和数据源

2.1 研究区

江西省（24°29′14″ ~30°04′41″ N、113°34′36″~

118°28′58″E）北部鄱阳湖地区较为平坦，东西南三

面环山，属江南丘陵地区，省内地理环境复杂，区域

差异大。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

供应基地，第一产业发达，二三产业加速发展。但地

处革命老区，江西省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

北部平原地区发展迅猛，南部山区经济滞后，省内

国家级贫困县基本分布在南部山区。为对比分析江

西省典型贫困县及富裕县县域经济差异影响因子

的异同，根据《江西统计年鉴2011》[19]以及国家公布

的贫困县名单，选取全省人均GDP排名前9的县作

为研究区富裕县，分别是：贵溪市、分宜县、南昌县、

德兴县、樟树市、新建县、丰城市、广丰县、乐平市；选

取全省人均GDP排名后12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

究区贫困县，分别是：兴国县、遂川县、永新县、上犹

县、于都县、会昌县、广昌县、安远县、乐安县、修水县、

余干县、潘阳县。该研究区选取方法有效地避免了

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县的影响，使研究结果可充分代

表贫困县、富裕县经济差异的影响因子，增强本研

究的科学性及严谨性。研究区位置如图1所示。

2.2 数据源及指标选取

江西省各县的经济状况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

年鉴 2011》[19]，选取各县的人均GDP (Gross Domes-

tic Product, GDP) 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指标。

区域经济差异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前

文分析可将主要的影响因素分为自然地理要素、交

通区位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经济结构及政策导向

要素、土地利用规划要素 5大类。本文结合江西省

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重点考虑地理环境因子的影

响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共选取了9个影响因子指

标（表1）。图2的代理变量图表示了各指标所代表

的影响类型及其与人均GDP的关系。其中，山区比

例、水体比例代表地貌因子，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

代表地形因子，地形地貌因子作为区域基本的地理

环境因子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通常

地势平坦、海拔低的平原区利于经济发展。耕地比

例、居民地密集度代表土地利用因子，耕地是第一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江西作为农业大省，

耕地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结构；而居民地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表1 地理环境因子指标

Tab. 1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探测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指标

山区比例/%

水体比例/%

平均海拔/m

地形起伏度/°

耕地比例/%

居民地密集度/km2

铁路密度/（km/km2）

公路密度/（km/km2）

距中心城市距离/km

代表类型

地貌因子

地形因子

土地利用因子

道路因子

地理区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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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度则反映了居民的分布情况，映射区域经济发

展现状及发展规划。铁路密度、公路密度代表道路

因子，距中心城市距离代表地理区位因子，交通的

便利性及地理区位的优越性影响资源的流通性，从

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对这 9个

代理变量指标进行地理探测，获取地形地貌、交通

区位、土地利用等地理环境因子对江西省典型县域

经济差异的影响。各数据来源如下：

（1）地形数据是分辨率为 30 m的ASTER栅格

数据。由 ASTER 数据求得地形起伏度，取县域的

平均海拔、平均地形起伏度作为探测因子，并分别

将其均分为6个等级。

（2）地貌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地貌组解译的1:100万的地貌数据。该数据

根据地貌的宏观形态和地势等级、主营力条件、主

营力作用方式，将江西地貌划分为平原、台地、丘

陵、小起伏低山、中起伏低山、大起伏中山6大类，每

个大类下又分为小类，共计45个小类。本文根据研

究需要将 45小类合并为平原、台地、丘陵、低山、中

山、水体 6类，并统计县域山区所占比例，将其均分

为6个等级。

（3）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

学院联合开展的“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
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本文所用数据为

2010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该数据共分为林地、草

地、湿地、耕地、人工表面、其他类型6大类。利用该

数据计算研究县耕地所占比例、居民地密集度并划

分等级。

（4）道路、铁路、城市等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统计各县的道路、铁路密

度，分别划分为 6个和 7个等级。标注地级市以上

的行政城市为中心城市，统计各县距最近中心城市

的距离，并将距离划分为7个等级。

3 研究方法

3.1 地理环境因子的空间化表达

为直观清晰地表达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的空间

分布情况，对比贫困县、富裕县环境因子空间分布

的异同性，对9个探测因子标准化分级，并将各因子

的属性添加到矢量数据中，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分级

空间化表达，各因子的空间化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

颜色越深代表原始数据数值越大。由图 3（a）-（d）

可见，山区基本分布在西北、东北、南部地区，这些

区域对应的平均海拔较高，地形起伏度较大，水体

分布也较少，自然环境条件较差；而北部鄱阳湖地区

水源充沛，地势平坦，易于经济发展。由图3（e）-（f）

可知，富裕县地区的耕地比例和居民地密度都较

高，代表其生产发展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充沛；

图 3（g）-（i）表明，相较于贫困县，富裕县不仅交通

便利，也占据有利地理区位，距中心发达城市较近，

利于生产资源的流通、调配，生产产品的输入、输

出，可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各地理环境因子空间

化表达将统计数据形象直观地展示为地图形式，使

研究者对研究区各县的地理环境状况有直观、感性

的认识，便于后续展开定量分析。总体而言，富裕

县地理环境明显优于贫困县，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因

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

3.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是通过建立多个自变量与

一个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描述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20]。回归模型如下：

Y = β0 + β1X1 + β2 X2 + β3 X3 +… + β9 X9 （1）

式中：Y 为各县的人均 GDP；β0 为回归常数，

β1, β2, …, β9 为回归因子；X1, X2, ⋯, X9 为各个地

理环境因子。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9个

地理环境因子和县域经济差异的统计学关系，并探

图2 代理变量图

Fig. 2 The proxy variab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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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9个指标的共线性，最终构建线性回归模型说明

各指标与县域经济差异的相关性。

3.3 地理空间探测器分析法

一般来说，若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

关联性，则其空间分布规律也应该具有相似性。地

理探测器模型正是基于该理论在传统统计学的基

础上加入探测因子的空间分异性来衡量自变量对

因变量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21-23]。在多元线性回归

数量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分别

图3 地理环境因子空间化表达

Fig. 3 Spatial express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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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贫困县、富裕县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性与各地

理环境因子的关系，分析各因子对 2种县域经济空

间分异的影响及交互影响力，模型如下：

PD,G = 1 - 1
nσ 2

G

∑
i = 1

m

nD, iσ
2
UD, i

（2）

式中：PD,G为地理环境因子D的影响力值；n为整个

区域的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的个数；nD, i 为次一级

区域的样本数；σ 2
G 为整个区域的县域人均GDP的

方差；σ 2
UD, i

为次一级区域的县域人均GDP的方差。

PD,G的取值为 0-1，PD,G值越大代表该地理环境因子

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力越大[24-26]。

地理探测器由 4个子模型组成，分别是因子探

测器、生态探测器、风险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因

子探测器是核心组成部分，其探测县域经济水平和

地理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异性，并由式（2）计算地理

环境因子对县域经济水平空间分异情况的解释力

即影响力。生态探测器通过比较各地理环境因子

间县域人均GDP总方差的差异，从而确定各因子的

影响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风险探测器则可以分

析各因子的各分类子区之间县域经济水平均值差

异的显著性，均值显著性大的分类子区其县域经济

水平高，因此利用风险探测器可以总结各地理环境

因子适宜经济发展的分类子区，即可得到利于经济

发展的地理环境情况。交互探测器通过比较2种因

子 X1、X2 共同作用的 PD,G（X1∩X2）与 PD,G（X1）、

PD,G（X2）、PD,G（X1）+PD,G（X2）的大小，得出 2种因子

交互作用时影响力的独立性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变

化，具体分类如表2所示[27-28]。

4 结果分析

4.1 地理环境因子选取合理性分析

本文用 21个典型县的数据作为样本构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如式（3）所示。该模型的校正R2为

0.87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9个地理环境因子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县域人均 GDP；F 值为

11.106大于F0.001（9，11）=8.116表示该回归方程极其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共线性诊断表明当模型在9

维以上时特征值非常小且条件指数大于15，说明存

在共线性的可能，需剔除一个自变量，具体剔除过

程还需深入研究在此暂不做讨论。

Y = -10341.036 - 3854.501X1 + 3832.22X2 - 9.693X3 +
712.369X4 + 16618.998X5 - 0.42X6 + 32224.718X7 +
252205.72X8 - 1712.857X9

（3）

利用上述模型由地理环境因子反推各县的人

均 GDP 并空间化，结果与已有经济数据吻合度较

高。由图4（a）和图4（b）拟合人均GDP和实际人均

GDP 对比可知，各县的拟合人均 GDP 均接近实际

情况，说明这 9个地理环境因子以及该线性模型较

准确地反映了县域的经济状况。因此，本文利用这

些因子探测其对县域经济水平的空间差异影响具

有重要现实依据及科学意义。

4.2 地理环境因子对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4.2.1 探测因子影响力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得到地理环境因子对经济影

响力的 PD,G值并排序（表 3-4）。对于贫困县来说，

水体比例、耕地比例之间的PD,G值有显著差异，说明

地形起伏度、山区比例、平均海拔、距中心城市距

离、水体比例对贫困县的经济影响较大，而其余因

子的影响力较小。同理，由表4可得耕地比例、水体

比例、公路密度对富裕县经济水平有显著性影响，

其余因子影响较小。

从地理环境因子方面来说，由图 5可得各因子

对 2种县域经济的影响力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

耕地比例、水体比例及公路密度不管是对贫困县还

是富裕县的影响力都较大，说明耕地作为国计民生

的重要资源对经济发展起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而

水资源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充沛的水源

一定程度上利于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及社会经济

的持续发展；公路密集度影响各种资源的流通及区

域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差异性表现为

贫困县除了居民地密集度和铁路密度的影响力较

低外其他因子的影响力差别不大，而富裕县各个因

子间的影响力差别较大。

表2 地理环境因子交互作用示表

Tab. 2 Interaction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factors

PD,G值关系

PD,G(X1∩X2)<Min(PD,G(X1)、PD,G(X2))

Min(PD,G(X1)、PD,G(X2))<PD,G(X1∩X2)

<Max(PD,G(X1)、PD,G(X2))

PD,G(X1∩X2)>Max(PD,G(X1)、PD,G(X2))

PD,G(X1∩X2)=PD,G(X1)+PD,G(X2)

PD,G(X1∩X2)>PD,G(X1)+PD,G(X2)

交互作用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注：PD,G(X1∩X2)代表X1、X2交互作用值，PD,G(X1)+PD,G(X2)代表

X1、X2二者作用值之和，Min(PD,G(X1)、PD,G(X2))代表X1、X2中较小

的作用值，Max(PD,G(X1)、PD,G(X2))代表X1、X2中较大的作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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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探测因子交互影响力分析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分析中都只考虑了单个因

子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少涉及因子之间对经济的

交互影响力。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交互探测器分

析得到地理环境因子之间对县域经济差异的交互

作用。从分析结果来看，不论是对贫困县还是富裕

县，各个因子对县域经济的交互作用都是双因子增

强型的，说明各因子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联

系，而非完全独立的。

对于贫困县来说，距中心城市距离和其他因子

以及地形起伏度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为非线性

增强，印证了区位条件和地貌条件对贫困县的经济

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力，偏远山区的经济发展受限于

区位和地貌双重因子的强交互作用，使经济发展很

难突破这种“先天不足”的魔咒。富裕县的结果表

明公路密度和其他因子间存在非线性增强的交互

图4 拟合人均GDP及实际人均GDP对比图

Fig. 4 The contrast of fitted per capita GDP and actual per capita GDP

表3 贫困县地理环境因子PD,G值排序

Tab. 3 The order of PD,G valu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poor counties

地理环境因子

PD,G

X4

0.776

X1

0.732

X3

0.729

X9

0.709

X2*

0.680

X5

0.600

X8

0.591

X6

0.156

X7

0.113

注：*标注的地理环境因子的PD,G值显著区别于相邻地理环境

因子的PD,G值（显著性水平95%）

表4 富裕县地理环境因子PD,G值排序

Tab. 4 The order of PD,G valu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affluent counties

地理环境因子

PD,G

X5

0.939

X2

0.857

X8*

0.731

X4

0.52

X3

0.44

X9

0.409

X7

0.378

X6

0.238

X1

0.155

注：*标注的地理环境因子的PD,G值显著区别于相邻地理环境

因子的PD,G值（显著性水平95%）

图5 地理环境因子PD,G值折线图

Fig. 5 The PD,G line diagram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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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可见交通可达性对富裕县经济发展有极其重

要的影响。

4.2.3 探测因子指示作用分析

风险探测器可以指示各环境因子各个分类类

型对经济的影响，由此可得各环境因子最适宜经济

发展的分类范围，对经济发展的适宜环境起到一定

的指示作用。在探测影响力的基础上，本文根据风

险探测器的结果总结了贫困县和富裕县各影响因

子适宜经济发展的条件（表5-6）。贫困县大多位于

偏远山区，因此平坦的地势、便利的交通是其经济

发展的适宜环境状况。而对于富裕县来说，丰富的

水资源及耕地资源、优越的交通区位有助于其经济

发展。对比来看，2种县域适宜经济发展的地理环

境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平坦的地势、便利的

交通、丰富的资源、优越的区位适合各种经济基础

的县域发展，各县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需结合自身

资源特点，扬长“改”短，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

4.3 主导影响因子及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县域经济差异可能受单个或多个主导因子的

影响，根据 3.2节的分析可得贫困县和富裕县经济

差异都同时受多个主导因子的影响。由影响力大

小、影响显著性、交互影响力分析得到贫困县的主

导影响因子为地形起伏度、山区比例、平均海拔和

距中心城市距离，影响力分别是 0.776、0.732、

0.729、0.709；富裕县的主导影响因子为耕地比例、

水体比例、公路密度，影响力分别是 0.939、0.857、

0.731。因此将贫困县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类型归纳

为自然条件及地理区位型，富裕县则为资源丰度及

交通区位型。针对不同的经济差异影响类型，在制

定区域发展方针策略时应有所侧重，根据区域主导

影响因子，改善发展条件，突破发展瓶颈。贫困县

应结合土地条件发展富硒大米、苎麻、野生稻、贡

米、脐橙等特色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居民提

供更好的交通、医疗等服务；实行生态补偿发展机

制；对偏远山区、环境恶劣地区实行移民政策。富

裕县要重点加强区域间交通建设以便于资源、资本

的快速流通；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土地的

承载力和生产力，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加强水利设

施建设，为生产生活提供充沛的水源；引进先进科

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合理的优惠政策，促进

经济加速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合利用空间化表达、空间叠置、多元回

归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测分析了地理环

境因子对江西省典型贫困县及富裕县经济差异的

表5 贫困县适宜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因子条件

Tab. 5 Suitable condi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ies

环境因子

山区比例/%

水体比例/%

平均海拔/m

地形起伏度/°

耕地比例/%

居民地密集度/km2

铁路密度/(km/km2)

公路密度/(km/km2)

距中心城市距离/km

经济发展适宜范围

0~20

8~10

100~150

16~18

15~20

130 000~140 000

0.009~0.015

0.1~0.11

0.565~0.751

人均GDP/元

9344

8704

9199

9051

8802

9746

9924

9319

8684

表6 富裕县地理环境因子适宜经济发展的条件

Tab. 6 Suitable condi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fluent counties

环境因子

山区比例/%

水体比例/%

平均海拔/m

地形起伏度/°

耕地比例/%

居民地密集度/km2

铁路密度/(km/km2)

公路密度/(km/km2)

距中心城市距离/km

经济发展适宜范围

0~20

27~31

0~80

10~12

50~60

120 000~130 000

0.038~0.054

0.25~0.1

0.253~0.565

人均GDP/元

30 820

30 654

31 071

32 5612

20 654

30 654

30 8012

30 654

28 090

表7 2种县域类型经济差异主导影响因子及经济发展策略

Tab. 7 Leading influencial factors of economy difference and strate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o county types

县域类型

贫困县

富裕县

主导影响因子

地形起伏度、山区比例、平均海拔、距中心城

市距离

耕地比例、水体比例、公路密度

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类型

自然条件及地理区位型

资源丰度及交通区位型

经济发展策略

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及交通设施建设；生态补

偿机制；异地搬迁

加强交通、水利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及土地利用结构；

引进科学技术；增加优惠政策；完善公共服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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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化了对影响因子的分析。根据探测结果对

比了 2种县域类型经济差异的主导影响因子，并将

其归纳为 2种典型的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类型，而后

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对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区域

发展方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及借鉴意义。具

体结论如下：

（1）9 个地理环境因子对 2 种县域经济均有影

响，不同类型县域的主导影响因子及不同因子对同

一类型县域的影响力均存在差异。

（2）贫困县经济差异的主导影响因子为地形起

伏度、山区比例、平均海拔、距中心城市距离；富裕

县经济差异主导影响因子为耕地比例、水体比例、

公路密度。2类县域经济主导影响力及交互影响力

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不同经济基础县城发展的核心

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即由县域自身自然地理环境

条件逐步向交通区位、人力资源条件等外部可控因

素的变化趋势。

（3）部分地理环境因子对县域经济的交互作用

为非线性增强型，因此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应尤

其注重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性。合理地调整强交

互作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得到非常显著的经济

增长效果。

（4）为提高经济水平，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应根

据区域经济主导影响因素及经济发展阶段因地制

宜，实行分类精准施策，增强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

性及高效性。

本文初步探讨了影响江西典型贫困县和富裕

县县域经济差异的地理环境因子及其具体作用力

度，但实际上影响因子远远多于这 9项。由于数据

获取的限制本文未能对人力资源、资本等影响因子

做出分析，同时也未考虑影响因子作用力随时间的

变化情况，这 2 方面将是下一步深入探索研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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