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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三大经济模式” 的可持续发展
———以真实发展指标对 ６ 个典型城市
的可持续性评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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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珠江模式” 、“ 温州模式” 、“ 苏南模式” 的发源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评估
其可持续发展情况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真实发展指标
（ ＧＰＩ） ，评估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 三大经济模式” 下广州、深圳、温州、苏州、无锡、常州 ６ 个
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６ 个城市的 ＧＤＰ 呈指数型增长，但 ＧＰＩ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并无增长，２００５ 年以后才开始上升，ＧＰＩ 与 ＧＤＰ 的差距越来越大；“ 珠江模
式” 虽然经济增长迅猛，但经济、社会、环境损耗突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不均、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温州模式” 人均 ＧＰＩ 后期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发展后劲不足，
贫富差距突出，社会账户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苏南模式” 虽然资源消耗
较为突出，但各类损耗处于中等水平，经济增长迅猛，社会账户水平稳步提高，ＧＰＩ 所反映出
的真实发展水平也较高，相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三大经济模式” 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三大方面，而“ 珠江模式” 、“ 温州模式” 应更积极地寻求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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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连续 ６ 年出现福利赤字．利果等 ［２３］ 计

其中“ 珠江模式” 、“ 苏南模式” 和“ 温州模式” 被公

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预警评估． 清华大学和

济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
认为中国“ 三大经济模式”

［１－４］

． 在“ 三大经济模式”

的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尤其在环境方面，诸如城市化
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景观破碎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等 ［５－９］ ． 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对这些经济发展
模式进行准确可信的可持续性评估，为今后的经济
发展模式改进和转变提供有力依据．
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题组首先在城市一级开展案例
研究，核算了宁波、苏州、扬州、广州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
的 ＧＰＩ 值 ［２４］ ．近年，中国一些 ＧＰＩ 研究组也在进行
省市一级的研究 ［２５］ ．

中国的“ 三大经济模式” 的地区 ＧＤＰ 增长备受

瞩目，但其可持续发展研究却鲜见报道． 为此，本文
通过测算广州、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温州 ６ 个典
型城市的真实发展指标，评估其经济、社会、环境的

如何衡量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者们
［７－８，１０－１２］

算了中国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 年的 ＧＰＩ，并以此为依据对我

． 当前，已被广泛使用的国

真实发展状况，旨在找出“ 三大经济模式” 的发展特
点及缺陷，并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 ） 并不能为

１

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质量和福利的

１ １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衡量提供有用参考． 它仅衡量一
增长

［１３］

．对 ＧＤＰ 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地区发展的

不可持续性，因此学者们渴望用新的替代指标更加
准确地反映社会的真实发展情况

［１４－１６］

． 真实发展指

标（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ＧＰＩ） 、绿色 ＧＤＰ、可持
续经济福利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

ｆａｒｅ， ＩＳＥＷ） 等正是为了弥补 ＧＤＰ 的缺憾、基于资
本框架建立起来的可持续性指标． 而 ＧＰＩ 在指标设
置全面 性 上 高 于 绿 色 ＧＤＰ， 在 使 用 范 围 上 广 于
ＩＳＥＷ，被认为 是 极 具 潜 力 的 指 标． 因 此， 本 文 选 用
ＧＰＩ 评估 ３ 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１２］

．

真实发展指标 ＧＰＩ 由美国非营利性的无党派

公共 政 策 研 究 室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于 １９９５ 年 建
立，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 ３ 个子账户，区分了经
济、社会活动中增加和减少福利的部分

［１７－１８］

．ＧＰＩ 在

设计之初用于国家尺度，由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首先
在美国开展案例研究，结果表明，ＧＰＩ 比 ＧＤＰ 似乎
更接近美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经济状
况，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政府宣布经济增长而人民
却感到日益沮丧

［１７］

．此后，ＧＰＩ 在其他尺度上的应用

逐渐广泛．美国马里兰州、加拿大埃德蒙顿、美国旧
金山和柏林顿等城市都在使用此指标重新衡量经济

发 展 ［１８－２１］ ． 在 中 国， 对 ＧＰＩ 的 研 究 方 兴 未 艾． 李 刚
等 ［２２］ 粗略核算了中国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年的 ＧＰＩ， 发现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概况
广州位 于 广 东 省 中 南 部， 是 中 国 通 往 世 界 的

“南大门” ．广州是国务院定位的国际大都市、国家中
心城市和国家三大综合性门户城市之一，曾举办第
十六届亚运会 ［２６－２７］ ． 深圳地处中国南部海滨，是中
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 深圳速度” ，并于 ２０１１ 年举办了第 ２６ 届大运
会 ［２８］ ．苏州坐落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江苏省的东

南门户，自古就享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美誉，
又以“ 园林甲天下” 著称，一直以生态园林城市的姿
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２９］ ． 无锡地处江苏南部、太
湖之滨，自古就是“ 鱼米之乡” ，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并率先建成国家生态市和生态城市群 ［３０］ ．常州
位居苏锡常都市圈、长江下游南岸，于 ２０１３ 年成为
荣获国家生态市称号的首批地级市 ［３１］ ．温州位于浙
江省东南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 南有吴川，北有温
州” 享誉全国，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３２］ ．

１ ２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社会经济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

《 城市统计年鉴》 ［２７－３２］ 、 《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３３］ 、
《 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年鉴》 ［３４］ 、《 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３５］ 等，少量来自广东统计局、温州统
计局、无锡统计局、常州统计局等部门；环境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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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科学文献、各市的《 城市统计年鉴》 ［２７－３２］ 等．
环境类数据尽量采用科学文献中的数据，例如，土地

表 １ ＧＰＩ 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ＰＩ
账户
Ａｃｃｏｕｎｔ

利用类型数据虽然在某些城市统计年鉴中有统计
（ 统计年鉴数据来源于地方国土局，历年土地变更
调查） ，但是尽量采用通过遥感解译得到的、发表在
外文期刊上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１ ３

ＧＰＩ

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缺失值处理
综合文献中缺失值处理方法 ［１２］ 认为，应该采用

本研究利用两端数据线性拟合内部的缺失数据． 对
于外部缺失数据，未做处理，因此某些指标在部分年
１ ４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参考 Ｗｅｎ 等 ［２４］ 的计算方法，在指标

社会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设置上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有所调整，具体见表 １． 对
本文中 ＧＰＩ 的具体指标说明如下：

以个人消费支出作为 ＧＰＩ 的

１ ４ １ 个人消费支出
初始参考点．

１ ４ ２ 对分配不公的调整

根据经济理论，相对于

富人，同样的收入增长对穷人所获得的收益更好，
ＧＰＩ 用基尼系数（ Ｇｉｎｉ） 来体现这种分配不均 ［１８］ ． 基
尼系数是 １９１２ 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
曲线提出的计算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系数 ［１８，２４］ ． 在
本文计算过程中，由于与 Ｗｅｎ 等 ［２４］ 的起始年份不
同，因而以 １９９５ 年为基准进行调整，以真实反映社
会福利．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制，统计年鉴的居民
收入按城镇与乡村分开调查，因此“ 对分配不公的
调整” 中的收入不公 平 指 数 只 能 按 照 城 乡 分 开 统
计，以反映城镇与乡村内部的收入不公平程度． 同
时，只有广州、苏州（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有农村居民收入
等级分组数据，且计算出的“ 对分配不公的调整（ 农
村） ” 数值很小，为保持城市间的一致性，将“ 对分配
不公的调整（ 农村） ” 赋值 ０． 此外，深圳该项数据的
统计对象为所有居民．

１ ４ ３ 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和服务

ＧＰＩ 把购买家用

设备等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开支作为成本，将其在随
后数年中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作为收益．

１ ４ ４ 防护性开支

ＧＰＩ 将公民为了保护生命和财

产免受侵害的开支作为成本统计，如交通堵塞所产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对分配不公的调整（城镇）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对总 ＧＰＩ 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ＰＩ

对分配不公的调整（农村）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最简单的方法使缺失值尽可能接近可获得数据，故

份（ 通常是较早年份） 缺少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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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居民耐用品消费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ｕｒａｂｌｅｓ
居民耐用品服务价值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ｕｒａｂｌｅｓ
犯罪的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ｒｉｍｅ
交通事故的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交通堵塞的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家庭破裂的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失业的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休闲时间增加的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家务劳动和养育的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义务活动的收益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ｌａｂｏｕｒ
污染治理成本（未包括空气污染）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
－
－
－
＋
－
－
－
－
－
＋
＋
＋
－

－
空气污染
Ｃｏｓｔ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湿地损失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
耕地损失
Ｃｏｓ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
森林蓄积量损失
Ｌｏｓｓ ｏｆ ｏｌｄ－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
－
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
长期环境变化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对总 ＧＰＩ 影响为“ ＋”的项目为正值，对总 ＧＰＩ 影响为“ －” 的项目则为
负值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ＰＩ”， “ ＋”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ＰＩ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 －”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ＰＩ．

此外，常州号称“ 不堵之城” ，没有交通堵塞相关数
据，因此该项为 ０．

１ ４ ５ 犯罪和家庭破裂成本

犯罪和家庭破裂通过

医药费、财产损失、律师诉讼费等支出给个人和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ＧＰＩ 将这些成本扣除．

生的成本、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需要的医疗和修理费

１ ４ ６ 失业成本

用等．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的保险金额进行估算，交通

济损失，本文以假定失业人员充分就业所获得的工

堵塞成本另外计算．其中，本文只计算了交通堵塞在

资来估算这项经济损失．

不充分就业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经

时间上的损失，额外燃料消耗、环境污染、交通事故、

１ ４ ７ 休闲时间增加的价值

居民健康方面的损失没有计算，因此较真实值偏小．

更多的家庭休闲或其他活动的时间．ＧＰＩ 认为，休闲

当前，人们希望获得

１７８８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时间是有价值的． 本文根据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和

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 三同时” 环保

中国法定假期的增加对此价值进行计算．

投资，城市排水、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已包括在内，

１ ４ ８ 家务劳动和义务活动的价值

社会中许多在

而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并没有被计算，因此将空气

家庭和社区中完成的重要工作（ 如养育孩子、志愿

污染单独统计．广州的污染治理成本（ 未包括空气污

劳动等） ，由于不存在货币流通而被 ＧＤＰ 忽略，ＧＰＩ

则将其纳入其中． 采用的办法是假设雇用其他人来
完成这两项工作所需要的市场费用．
１ ４ ９ 资源损耗和长期环境破坏的成本

当今世界

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实际是在预支后代资源，ＧＰＩ 将
这种预支量化，将农田、湿地及不可再生资源的退化
和损耗当作成本．此外，ＧＰＩ 还将化石燃料等特殊能

染） 数据来源于《 广州统计年鉴》 ［２７］ “ 城市市政公用
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排水（ 包括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 、防洪、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数
据偏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源的消耗和氟利昂等有害物质的使用当成成本． 其
中，湿地、耕地、森林蓄积量损失数据在历年有正有
负，把负值（ 代表湿地面积、耕地面积、森林蓄积量
数据增加） 改为 ０．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则只统计了
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损失价值，没有计算铜、铁、锌
等矿产损失．
１ ４ １０ 环境污染成本

各城市人均 ＧＰＩ 和人均 ＧＤＰ 的年际变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６ 个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总体呈指

数型增长，可见 ６ 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都相当迅猛；而
人均 ＧＰＩ 自 １９９５ 年后基本不再上升，直至 ２００５ 年
左右才开始增长，ＧＰＩ 与 ＧＤＰ 的差距越来越大（ 图

１） ．究其原因，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个城市为例（ 表 ２） ，经济
损耗以对分配不公的调整为主，社会损耗以犯罪成

产生污染和清除污染的活

动通常会造成 ＧＤＰ 的增长． 本文中，ＧＰＩ 扣除了大
气和污染治理成本，将其看成对人类健康及环境的

实际破坏．其中，将空气污染成本从污染成本中独立
出来是因为污染成本主要统计的是政府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情况．该投资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

本、交通堵塞成本为主，环境损耗则以污染治理成
本、不可再生资源损耗为主，分别占到 ３ 类损耗的大
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ＧＰＩ 的
增速与 ＧＤＰ 相似，可见其早期发展迅猛，一段时间
后开始了与其他城市相似的稳定趋势，直至 ２００５ 年
又恢复增长．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各城市人均 ＧＰＩ 和人均 ＧＤＰ
Ｆｉｇ．１ ＧＰ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ｎｄ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ａ）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 深圳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ｄ） 无锡 Ｗｕｘｉ； ｅ）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所有数据按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美元
换算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ｄｏｌ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２００５．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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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９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主要因素占各类损耗比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ａｃｈ ｌｏ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２ （ ％）
城市
Ｃｉｔｙ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深圳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对分配不公的调整 ／
经济损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９２．４

犯罪成本 ／
社会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ｒｉｍ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ｓｓ

交通堵塞成本 ／
社会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ｓｓ

污染治理成本 ／
环境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ｓｓ

３９．８

３９．８

２０．１

不可再生资源损耗 ／
环境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ｓｓ
７７．１

８４．５

４７．０

４９．６

３６．２

５７．５

８８．１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无锡 Ｗｕｘｉ

８４．７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６７．８

２０．１

８３．４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２ ２

２８．５

７１．４

８５．５

７１．１

横向比较 ６ 市的人均 ＧＰＩ（ 表 ３） 与增速（ 表 ４）

５６．３

４６．２

２４．９

２ ３

１６．８

３８．５

０

６８．３

城市间人均 ＧＰＩ 的横向比较

７８．１

４７．５

３８．２

５７．０

各类损耗与各子账户
经济损耗方面，所有城市都呈现逐渐上升态势，

可知，广州、深圳、无锡、常州的人均 ＧＰＩ 一直非常

且后期损耗速度大幅加快．其中，温州最低，深圳、广

前期一直缩小与其他城市差距，经历 ２００４ 年的大幅

平．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温州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城

相近，发展趋势大致相同；苏州人均 ＧＰＩ 早期较高，
下降后与上述 ４ 个城市保持相似的发展趋势；这 ５

个城市的 ＧＰＩ 在后期实现增长后，处于相似的快速

发展水平． 温州 ＧＰＩ 早期增长迅速，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的增速均在 １０％以上，直接导致温州 ＧＰＩ 虽起点较
低，但经历早期的迅猛发展后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接近
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然而后期增速减缓，与其他城
市拉开差 距， 尤 为 突 出 的 是 ２００９ 年 以 后， 温 州 的
ＧＰＩ 增速都低于 １０％．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６ 个城市人均 ＧＰＩ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Ｐ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广州
深圳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无锡
Ｗｕｘｉ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１２９５．３２

１３５７．５０

９０９．３２

１１４４．３６

１２７２．２０

２２７１．７２

１１９０．８８

１２２１．２０

１４１６．７６

２４５１．４８

１５２８．７８

１１８９．０２
１２９４．９７
１２２９．４４
１２５６．３８
１３５１．０７
１２８６．５９
１５３４．９９
１５２６．８０
１６２０．３１
１８２８．１６
１７８５．７２
２２１９．１４
２９５７．４３
３１７１．０１
３５６６．７９
４４０３．０６

１４０９．２２
１４８０．７２
１４１９．９２
１６４２．３１
１６９８．５４
１３５７．４０
１３８９．８７
１３４１．６１
１６７３．８８
１９６８．６３
２１４３．９４
２６２４．７８
２６４７．２０
３３２３．７３
３９３３．４６
５０９９．３３

２３７３．８４
２３８８．９９
２２８９．８４
２４３５．０５
２３５４．４５
２２８３．４６
２３１３．２２
１４２２．９０
１５６７．７７
１７６２．４６
１８７８．１１
２１１９．２８
２５１１．４０
２９７１．８４
３８１１．３２
４４２８．４１

１４５５．９３
１４８０．４５
１３６６．８９
１４２０．８４
１３８３．５１
１３９６．３２
１５５５．５５
１５２６．００
１７０７．５７
１７８９．３５
２０６７．３２
２６２８．３１
２９９２．７７
３４５２．４３
４２７４．４５

１２５２．６９

８０６．５３

州一直较高，尤其后期，两市经济损耗处于最高水
市，后期也仍然高于 ０．３（ 表 ５） ．经济子账户中，城市
间差距经历缩小再扩大的过程，后期展现强烈的地
域标志，广州、深圳处于最高水平，温州增速明显不
如其他城市．
各城市社会损耗整体上仍然呈现上升态势，广
州、深圳、苏州处于较高水平．而从社会子账户来看，
广州、深圳、苏州、无锡整体保持上升态势，温州、常
州一直较低且逐渐拉大与其他城市差距，后期深圳
超过温州．
表 ４ １９９６—２０１２ 年 ６ 个城市人均 ＧＰＩ 增速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Ｐ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
ｉｎｇ １９９６－２０１２ （ ％）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３９３．６０

１０１５．１１

１９９６

１３９３．７７

１２２６．５０

１９９８

１２７８．２８
１３６７．４１
１４１７．４０
１３４３．０２
１４１３．２７
１５４３．４８
１４９０．３７
１５４１．９８
１７５１．３２
２１２３．３２
２４５７．０６
２８２９．３６
３３９６．７３
４０５２．１６

１０８５．６１
１３７３．０９
１１６８．５５
１２８０．４５
１３１５．５３
１３７７．６７
１１７４．４８
１３５１．５７
１５９１．８７
１８２７．２２
１９９６．５１
２１７３．１７
２３７９．４１
２５８３．０９

所有数据按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美元换算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２００５．

１９９７

广州
深圳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无锡
Ｗｕｘｉ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３．３

１８．０

２．７

１１．６

３．９

１０．８

６．０

４．５

－２．６

－４．８

－８．３

１５．７

６．３

－７．７

－１．９

－３．０

－２．６

－５．３

２．７

０．５

４．５

１９９９

－５．１

－４．１

２００１

７．５

３．４

－３．３

２．４

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２

－４．２

２００２

－４．８

－２０．１

２００４

－０．５

－３．５

－３８．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８

１７．６

１２．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３
６．１

２００７

－２．３

２００９

３３．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４．８
８．９

１０．２
６．６

８．８

１．７
４．０
０．９

１１．４

５．２

２．７

９．２

１２．０
９．６
４．７

１７．８

２７．１

１５．７

２５．６

１８．３

１３．９

２３．５

２９．６

１６．２

－１４．９

１３．６

７．２

２８．３

３．７

４．８

１１．９
１５．５

１８．３

１３．０

－１４．８

１２．８

１２．５

７．０

９．０

－３．４

２２．４

１８．５

１２．８

－１．９

２４．３

０．９

８．４

１５．４
２３．８

３．５

２１．２
１５．２
２０．１
１９．３

１５．１
１４．８
９．３
８．９
９．５
８．６

１７９０

应

用

生

态

学

２７ 卷

报

表 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各城市城镇基尼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Ｕｒｂａｎ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广州
深圳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０．３０５

０．３１４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４

０．２６９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７

２００９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７

２０１０

０．３０３

０．２６８

２０１１

０．２９４

０．２６７

２０１２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３

０．２７７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无锡
Ｗｕｘｉ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０．２４９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３

０．３１１

０．２５４

０．３１６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０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８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２９２
０．３１６

０．２６８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９

０．３００

０．２８４

０．２７８

０．２６７

０．２７５

０．３４３
０．３２４
０．３３９
０．３２３
０．３１８
０．３３２
０．３２７

表 ６ ２００８ 年各城市污染治理成本、不可再生资源损耗的增
长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８ （ ％）
城市
Ｃｉｔｙ

污染治理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广州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深圳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苏州 Ｓｕｚｈｏｕ
无锡 Ｗｕｘｉ

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温州 Ｗｅｎｚｈｏｕ

７．７

不可再生资源损耗
Ｃｏｓｔ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４５．１

１６．２

１７３．４

６．３

７６．３

３４．０
－１．７
６．４

７１．２
９０．７
４６．２

线变化非常相似，苏州、无锡几乎重合． 值得注意的
是，各市在 ２００８ 年有一个峰值，在 ２０１２ 年有一个回
落．计算 ２００８ 年各城市污染治理成本、不可再生资
源损耗的增长率（ 表 ６） 可知，此年资源损耗激增，进
而造成这一年的环境损耗出现峰值．
３
３ １

讨

论
城市真实发展状况

Ｗｅｎ 等 ［３６］ 核 算 了 中 国 １９７０—２００５ 年 的 人 均

ＧＰＩ，结果表明，１９７０—１９９３ 年人均 ＧＰＩ 增长非常缓
慢，１９７０ 年人均 ＧＰＩ 高于人均 ＧＤＰ，至 １９８２ 年被后
者赶超；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人均 ＧＰＩ 快速上升，上升速
图 ２ 各类损耗以及各子账户
Ｆｉｇ．２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ｏ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 ｓｕｂ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 经济损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Ｂ： 经济子账户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 社
会损耗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Ｄ： 社会子账户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Ｅ： 环境损耗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ｓｓ．

各城市环境损耗呈现波动增长趋势（ 由于环境

度与人均 ＧＤＰ 相同；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由于收入分配
不均衡加剧、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
消耗等问题，导致人均 ＧＰＩ 不再上升．本文比较 ６ 个

城市 ＧＤＰ、ＧＰＩ 的总体发展趋势发现，自 １９９５ 年起，

在人均 ＧＤＰ 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 ＧＰＩ 却放慢脚
步，直 至 ２００５ 年 左 右 才 开 始 真 正 上 升． 本 文 中

子账户不存在收益，因此不重复放置图表） ，其中广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的变化趋势与 Ｗｅｎ 等 ［２４］ 的核算结果

差 别不大，但逐渐拉开差距．苏南地区３个城市的曲

这是由于本文的计算思路与 Ｗｅｎ 等 ［２４，３６］ 接近，但在

州的环境损耗水平一直力压其他城市． 城市间早期

总体相似，但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未有明显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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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婧等： 中国“三大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以真实发展指标对 ６ 个典型城市的可持续性评估为例

细节上有所不同，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差异． 自 １９９２

３ ２

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发

１７９１

“ 三大经济模式” 的可持续发展

“ 珠江模 式” 下 的 广 州、 深 圳 尽 管 经 济 增 长 迅

． 然而，掩盖在 ＧＤＰ

猛，但各类损耗突出显示了分配不均、交通堵塞、环

类收益无法抵消经济、社会、环境损耗的增长，ＧＰＩ

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环境价值 ［３９，４２］ ．这与珠江地

展阶段，经济也随之加速增长

［６］

高速增长下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经济增长和各
与 ＧＤＰ 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各类损耗中，经济、环境
损耗之和占总损耗的比重在各市都达到了 ９０％ 以

境污染、资源消耗问题，充分暴露其经济增长牺牲了
区的发展方式有关，独特的地理区位孕育了外向型
快速工业化模式．然而，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不可

上，充分说明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对

避免地造成了贫富差距、城市拥堵．工业的快速发展

各城市真实发展的阻碍．这与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

也使得环境问题加剧，尤其是环境污染，其中一部分

化、资源日益短缺的现状相吻合

［６］

．

原因可能是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前后对环境治

各城市早期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经济子账户也

理加大投入，但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仍需引起重视，

处于稳定状态． 后期，广州、深圳凭借外向型经济的

广州污染治理成本在偏小的情况下仍占环境损耗的

优势，加快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入世后展现出迅猛的
发展态势

［３７－３８］

．表 ５ 显示的温州基尼系数较高，但

由于对分配不公的调整还与居民最终消费、起始基
尼系数有直接关系，因此收入差距并未在其经济损

２０．１％，深圳更是达到了 ７８．１％． “ 珠江模式” 需要进
一步实现 自 身 的 转 型 升 级，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环 境 的
协调．

与“ 珠江模式” 相比，“ 苏南模式” 、“ 温州模式”

耗中得到足够显示．尽管如此，较高基尼系数所反映

倾向于内发型 ［３，５］ ． “ 温州模式” 以家庭经营和发展

市化的推进，城市越来越关注民生与城市建设，从各

猛，ＧＰＩ 曾一度接近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 但是，对

出的较大收入差距仍应引起温州的重视 ［２］ ． 随着城

个私经济为主 ［４３］ ，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其早期发展迅

城市后期经济子账户的增长就可见一斑．然而，社会

个体、私营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较高的内部收

损耗的加速增长显示了交通堵塞问题的不容忽视．

入差异，城市建设、社会保障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水

越来越多的城市受到交通堵塞的困扰，各城市不得

平，加强城市建设、社会保障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理应

不出台相应办法，多地更是成立了专门的治堵办，此

成为温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同时，区域文

问题仍将被长期关注

［６，３９］

． 此外， 温州社会 损 耗 较

低，但社会子账户处于较低水平、且与其他城市拉开
差距，显示其社会发展不足，应加强对城市建设及民

生的关注．同时，环境问题历来受到关注，本文各城

化、产业结构、企业制度及技术创新等自身存在的缺
陷严重制约着“ 温州模式” 的后续发展． 这也是温州
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根结所在 ［４］ ． 在经济全球化与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 温州模式” 亟待转型．

“ 苏南模式” 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

市的环境损耗大幅增长，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进
． ２００８ 年，中国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方政府推动型模式，本文苏州、无锡、常州在各项指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全国投入抗震

标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 在各类损耗处于中

救灾工作．作为各产业发展的集聚地，这“ 三大经济

等水平的同时，“ 苏南模式” 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环境

一步得到佐证

［６］

模式” 所在地加大物资生产，导致 ２００８ 年的资源损

耗激增．而 ２０１２ 年的回落，可能是由于环境保护力
度加大，城市污染及资源消耗降低，但后期数据未显
示，发展趋势有待进一步考证．

尽管各类损耗阻碍了各城市 ＧＰＩ 的上升，但经

历相当长 一 段 时 间 的 止 步 不 前 后， ＧＰＩ 于 ２００２—

损耗较为突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 苏南模式” 在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减少资源消耗 ［４４］ ．“ 苏
南模式” 各类损耗处于中等水平，在经济增长迅猛
的同时，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ＧＰＩ 所反映出的真
实发展水平也较高，相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２００７ 年开始增长．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进

３ ３

出口进一步扩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体制

党的“ 十八大” 提出的“ 生态文明” 实际是对可

改革深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这就解释了后期

持续发展的内化和实践，十八大五中全会也对坚持

在各类损耗加速增长的情况下，各城市 ＧＰＩ 仍然上

可持续发展建议

可持续发展作了新的部署．本文中，“ 三大经济模式”

升的情况．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各城市近年经济的高

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三大方

速发展，是以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环境损耗为代

面，对各经济模式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

价，经济发展的失衡应得到持续关注

［４０－４１］

．

策建议：

１７９２

应

３ ３ １ “ 珠江模式”

用

生

１） 进一步推进区域统筹、城乡

态

学

２７ 卷

报

完善．本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城市的数据情况差别

一体，适当提高基本薪资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较大，数据的替换和统一仍需深入研究．

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２） 提高社会保障和基本公

４

共服务的覆盖率，努力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保
障、福利待遇，切实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３） 科学布
局建设综合交通体系，倡导低碳绿色出行；４） 促进
创业就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解决“ 就业难、
招工难” 问题；５） 优化升级传统产业，进一步淘汰高
能耗、高污染企业，在引进外国资本时，将其引入高
科技、低污染产业．

３ ３ ２ “ 苏南模式”

１）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

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有效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２） 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 推动绿色、 智
能、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本向高科技、低能耗产业
流动．

３ ３ ３ “ 温州模式”

１） 促进产业自主创新，创新市

场结构、营销渠道，建立完善现代企业体系，切实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２） 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公共服务

结

论

本文采用真实发展指标，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的

数据，综合评估“ 三大经济模式” 下 ６ 个典型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情况，以全面衡量地区的真实发展状况．

结果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各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呈指
数型增长，而人均 ＧＰＩ 所表现出的可持续性却并非
如此；各城市人均 ＧＰＩ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并无增
长，２００５ 年以后才开始上升，ＧＰＩ 与 ＧＤＰ 的差距越
来越大．贫富差距、城市拥堵、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
耗等问题 阻 碍 了 各 城 市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对 各 城 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 珠江模式” 虽
然经济增长迅猛，但经济、社会、环境损耗突出；“ 温
州模式” 高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贫富差距突出，社
会账户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逐渐落后的 ＧＰＩ 显示
其发展后劲不足，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苏南模式”

普及化、多样化，尤其是在农村、山区，补齐民生社会

虽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环境损耗较为突出，但经济、社

事业短板；３） 加快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体系建设，为

会、环境损耗都处于中等水平，在经济增长迅猛的同

民众提供更加良好的休闲环境；４） 推进区域协调发

时，社会账户水平稳步提高，ＧＰＩ 所反映出的真实发

展和城乡一体化，强化山区造血功能，因地制宜地推

展水平也较高，相对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 三大经济模式” 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经

进美丽乡村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

３ ４

数据分析的局限性

ＧＰＩ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 ［１３，１５］ ． 它虽然涵盖

济、环境与社会三大方面．“ 珠江模式” 实现可持续发
展必须促进分配不均、城市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的

了经济、社会、环境因素，但并不涵盖所有与公民福

解决；“ 苏南模式” 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产业

祉相关的因素．其巨大的使用价值在于：为不可持续

高科技、低能耗；“ 温州模式” 则需促进产业自主创

的发展趋势敲响警钟，并激发人们对促进社会真实

新，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板，缩小收入差距． 相比于

发展 以 及 衡 量 这 些 发 展 的 探 讨 ［１５］ ． 本 文 在 Ｗｅｎ

等 ［２４］ 的基础上，综合了 ６ 个城市的数据可得性，对
指标进行了调整，计算结果与前者存在一定差距．此
外，本文的计算思路与其接近，但在细节上有所不
同，计算结 果 的 差 异 会 使 时 间 节 点 和 相 应 的 人 均

ＧＤＰ 同时偏移．本文强调各城市年际上的变化趋势，

“ 苏南模式” ，“ 珠江模式” 、“ 温州模式” 应更积极地
寻求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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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２５： ２２２－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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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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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２０１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国家统计局） ．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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