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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省是一个较发达的省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超特大城市武汉的GDP总值超过 

省内其他 l1个大中城市的总和；全省人均GDP总值最高的十堰城区为全省最低的 5县环绕，两者 

的最大差距达 12．5倍；有 8个县人均 GDP未达世界上极端贫困线标准，16个县市未达贫困县标 

准；而最高记录却逼近 3 000美元 ，可称实现富裕标准．分析认为应用汽车拉动和高科技产业拉动 

的双拉动模式，实现武汉、宜昌和襄樊三大城市圈建设，对特困县和贫困县实施特殊政策 ，就可最 

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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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域经济分析 

湖北省 2001年 GDP为 4 662．28亿元，位居 

全国第 9位，居我国中西部省份前列．人均GDP为 

7 813元，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省域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发达的经济实体． 

部门经济中，第二产业的绝对优势明显，在GDP构 

成中的比重达 49．6 ，但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 

比较，又明显的偏小；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35．5 ， 

与全国平均 比重约略相 当；第一产业 的比重是 

14．8 ，在全国属农业比重大的省区之列．依产值 

排列的工业行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18．4亿 

元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67．25亿元 )、 

纺织业(221．89亿元)、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 

业(204．89亿元 )，这 4个行业 居于省域 工业主导 

地位．其中东风汽车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是湖北 

省工业的排头兵；纺织业是湖北省传统工业的代 

表性行业，曾有过位居全国第 2位的辉煌历史；化 

学工业中的资源(无机)是湖北省的最主要的矿产， 

如盐、磷、石膏等都位列全国前茅，作为资源密集型 

产业应是极有前途的行业．工业行业中还有产值 

100亿元以上的食品加工业(186．13亿元)、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162．78亿元)、电力、蒸汽、热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159．48亿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 

业 (132．34亿元)、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45．37亿 

元)、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1lO．5O亿元)和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5．94亿元)共 7个行 

业，这其中的食品、电力、电子和服装是湖北发展条 

件优越的地方工业部门，其他属制造业范围，是湖 

北成为制造业基地的主导方 向． 

工业这 l1个行业 ，2001年和 2000年相 比较 ， 

属于增长型的有汽车、钢铁、化工、电子、电气等 

5个行业，均为正增长．而其余 6个行业皆为负增 

长 ，这中间属轻工业 的行业 皆属此列．前者包括汽 

车、电子、电气构成加工业的主体，产业链都很长， 

尤其是汽车制造可以拉动数十个工业门类的发展．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汽车拉动模式，实现工 

业化的高度化发展；东亚“四小”中的韩国和我国台 

湾，应用此模式也很成功．湖北是全国三大汽车制 

造基地之一 ，由汽车拉动 制造业 的全 面发展 ，应是 

坚定不移的方向．电子、电气与武汉东湖的“中国光 

谷”结合，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形成高科技现 

代制造业的优势，并且以此改造传统产业，因此湖 

北制造业基地建设应该是汽车拉动和高科技拉动 

的双拉动模式 ，实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而钢 

铁 和化工 皆属材料 工业范 畴 ，应该 以湖北科 技优 

势，研发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加大科技涵量，提 

高产品质量．而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 

业占轻工业总产值的 76．3％，农产品加工不仅可 

以增值，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好形式，而且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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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城乡居民就业的最好场所； 

湖北和其周围的河南、湖南、安徽、江西都是全国的 

农业大省；并且因为其水、热、土条件特别优越，是 

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想基地，因此以农产 

品为原料的加工制造业，应成为湖北建设现代制造 

业基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实是 2001年较 

2000年产值减少了8．45亿元，整整下降了一个百 

分点，这一趋势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以行业看，食品 

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木材加 

工业及竹、藤、棕、草加工业等都是负增长．轻工业 

腿短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制约湖北工业经济发 

展的瓶颈，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的痼疾，和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例有直接关系[】]． 

湖北省的第三产业，是有优势的．首先是湖北 

的地理位置和在交通运输通讯中的枢纽地位，造就 

了人流、物流、金融流的区位优势；第二是科教文化 

优势；第三是武汉大都会的优势．但由于第三产业 

是服务性行业，人们对服务的需求是共同的，然而 

能否获得服务的可能性决定于消费水平，湖北由于 

第三产业特别的优势，造成不管物质生产的发展， 

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直截地提出“两通(交通和 

流通)起飞战略”[2]，结果出现两通优势变成为发达 

地区提供销售场所；科技文化优势变成墙内开花墙 

外香；武汉大都会优势逐渐被别的城市超过．因此 

第三产业的 GDP值 1 656．45亿元，占全省 GDP 

值的 35．5 0,4，属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末，在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笔者曾提出湖北为西部大 

开发提供服务的战略，并认为省域经济功能是为省 

域外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是基本功能，而为省域内 

提供商品和服务是非基本功能[3]；遗憾的是不为决 

策部门所接受． 

湖北一 直是 国家 的农业大省，农 业产值在 

GDP中的比重也达 14．8 ．由于自然条件优越， 

农、林、牧、渔都有很好发展，2001年农业产值 占 

4业总值的 56．1％，林、牧、渔占43．9 ；如果按 

耕地中非农生产计算 ，二者的平衡应不成问题．还 

因为湖北土地总面积中，耕地只占 19．3 ，林地占 

39．8 ，养殖水面 占 2．2 ，利用的土地面积 占 

61．3 ；包括城乡建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总面积可 

占 38．7 ，土 地 利用潜 力还 很大．与发 达省 份相 

比，湖北农业落后主要是县、乡企业的不够壮大，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企业因为效益不好，市场 

奋进． 

2 市域经济分析 

湖北省现有 12个省辖市，依城区非农业人口 

计 ，有超特大城市 1座 ，即武汉为 448．89万人 ，位 

居全国第 4位；大城市 4个：宜昌(63．96)、襄樊 

(63．32)、荆州(60．54)、黄石(59．32)；余为中等城 

市，依 次 为 十堰 (39．61)、荆 门 (38．03)、随 州 

(34．81)、鄂州(32．6)、咸宁(26．1)、孝感(23．89)、 

黄冈 (22．0)．2001年超特大城市武汉 GDP为 

13 478 027万元 ，4个 大 城 市 为 6 052 178万 元， 

7个中等城市为 5 427 490万元；分别 占全省城市 

GDP总计的 56．5 ，25．4 9／6和 22．8 ，一枝独秀 

特色明显．全部城市 GDP为 2 384．08亿元，占全 

省的 51．1 ，与发达省市也有差距．人均 GDP依 

次 为 十 堰 (23 116元)、荆 门 (18 362)、武 汉 

(17 776)、黄 石 (17 498)、宜 昌 (15 544)、鄂 州 

(9 815)、襄樊(9 630)、荆州(8 243)、黄冈(8 109)、 

咸宁(6 327)、随州(5 524)、孝感(5 081)．其中后 

3位低于全省人均 GDP值 7 813元的水平．由于 

人均有郊区大小问题，如以地均(GDP／1 km )则依 

次 为 黄 石 (5 049．9)、武 汉 (1 586．8)、十堰 

(935．1)、黄 冈 (811．4)、鄂 州 (674．1)、荆 门 

(598．3)、荆 州 (573．6)、襄 樊 (566．5)、孝 感 

(472．8)、宜 昌(446．0)、咸宁(234．3)、随州 (131．0) 

(见图 1)．根据人均和地均综合考察，武汉的首位 

率都受到挑战，即人均居第 3位，地均居第 2位；这 

与将原来 4郊县改制为区后，面积和人口大幅增 

长，而相应的GDP值则增加不多，以致两者均上不 

去．但我们将人均 7 000元以上的县市进行统计， 

则形成三大片，其中武汉片包括武汉市、鄂州市、黄 

石市 4个区，孝感市的应城和汉川两市、黄冈市的 

黄州区共 23个区、市的统计，GDP值为 1 740．91 

亿元，占全省总值的37．3 ；而宜昌片包括宜昌市 

的 5区和远安、当阳、枝江、宜都 4市县，荆门市 2 

区和钟祥市，荆州市 2区，还有潜江市共 15个区 

市，GDP值为 1 336．76亿元，占全省的 28．7 ．二 

者比重差不到 10 ，而县级单位相差达 8个之多， 

说明两者的差距并不大；此外襄樊片包括襄樊市 3 

区和枣 阳、老河 口 2市 ，十堰 市 2区和丹 江 口市共 

8个 区市，GDP值也 达 517．41亿 元，占全省 的 

l1．1 ，具 有 相 当 实 力． 三 片 合 计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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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省人均 GDP等级分布图 

市人均 GDP值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是赤壁 

(8 967元)和石首 (7 885元)． 

城市经济最大的区域特点是中心作用，由中心 

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一般来说，城市经济规 

模越大，带动的地区也越大．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 

行政区划体制的约束，城市的辐射与聚集作用未能 

正常发挥，城市经济系统的封闭运行特色明显．如 

武汉市周围人均 GDP值超过 7 000元以上的地区 

是武汉、鄂州、黄石三市区级单位，和孝感市所属的 

应城、汉川 2市，总面积为 13 131 km ，其中武汉市 

自身面积占 64 ；而且鄂州、黄石、应城 3市皆是 

在 自身资源，特别是在矿产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与武汉的辐射作用并不大；汉川市可能同武汉 

的 中心作用关联较大 ，尤 以汉川 电厂的作用明显． 

湖北省委、省政府最近开展的武汉城市圈建设，着 

眼点便是通过武汉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让其带动 

周围8市的发展，同时也使其 自身更加壮大．宜昌 

表面上形成的城市拓展是 比较强的，附近人均 

GDP超过 7 000元的地区面积达 20 771 km ，但宜 

昌的首位率不高，规模上宜昌较荆州的人 口仅多 

3．42万．GDO较荆门仅多 59．6亿元，基本上都处 

于同一个等级水平．襄樊所在的鄂西北地区情况特 

殊，十堰的人口规模较襄樊少 23．71万，GDP也较 

襄樊少 100．31亿元，但 十堰城 区人均 GDP达 

23 116元，居全省首位，而且此带的主导产业是汽 

车工业的生产和加工，都是由位于十堰的第二汽车 

集团公司拉动的，从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作用 

发挥上看，十堰的作用要超过襄樊．然而襄樊包括 

襄城、樊城和襄 阳 3区的人 口为 219．9万 ，较宜 昌 

的 133万多 86．9万，《2001年湖北统计年鉴》未计 

算襄阳区的非农业人口是 63．32万，只比宜昌少 

0．64万，如果加上肯定会超过宜昌；而 GDP襄樊 

为 2l1．87亿元，比宜昌多 22．41亿元，襄樊位居全 

省中心城市的第 2位是客观事实． 

荆州和黄石都是人 口5O万以上的大城市．黄 

石一者与武汉相距仅 70 km ，武汉的经济强势使 

其无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与其联系密切的是黄冈 

市东部 6市县，由于黄冈市地少人多，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滞后，耽心背上沉重的包袱，黄石只希望黄 

冈市将长江对岸的浠水县散花镇让给它 ，以缓解其 

4城区用地紧张、城市发展不能拓展的问题，而无 

意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二者黄石一直开发自身的 

矿产资源，发展冶金和建材工业，随着资源的日渐 

减少，又与武汉的主导部门趋同的竞争压力，很难 

做大做强，其 GDP为 114．63亿元，与其规模实力 

小得多的鄂州市 101．39亿元相差无几．荆州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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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城和原沙市市的联合市，在 20世纪 80年代以 

前，沙市市曾是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 2大城市， 

改革开放初期与江苏省常州市并列为长江流域两 

个明星城市，以轻纺工业闻名中外；1994年撤消 

荆州地区、沙市市设立荆沙市 ，两年后改为荆州市 ， 

久负盛名的长江沿江名珠城的沙市市消失了，如 

今当年位列其后的襄樊、宜昌、荆门、黄石、十堰、鄂 

州等皆是 GDP超 100亿元的城市，而荆州市仅 

89．36亿元 ，仅居第 9位；当然，改革开放后 ，轻纺 

工业大滑坡是全省 的大 问题 ，沙市的消失 ，荆州的 

难于崛起，便是其反映[5 ；从 GDP的数值来说，就 

是仙桃的101．04亿元、天门的94．20亿元、枣阳的 

94．59亿元等县级市亦在其上． 

3 县域经济分析 

湖北省共有 25个县级市 ，39个县 、2个 自治县 

和 1个林区，共计 67个单位．2001年 3个省直管 

县级市仅潜江人均 GDP(7 938元)在全省人均线 

上，仙桃(6 827元)、天门(5 829元)也属不发达地 

区行列．十堰市的西部集中了全省 8个人均 GDP 

不足 3 000元县中的 5个，其中郧西(1 849元)、竹 

溪 (2 018元)、竹山(2 021元)、房县(2 220元)位 

列最后 4位．其余 4个是黄冈市的团风(2 429元)、 

恩 施州 的利川(2 580元)，十堰市的郧县(2 591 

元)、咸宁市的通 山(2 901元)．湖北省人均 GDP 

为 7 813元，合 944美元；而绝对贫困县市的人均 

数为 223至 350美元 ，国际上将人均 GDP 500美 

元定为贫困线，350美元定为极端贫困线．上述 8 

个县市是湖北省的特困县；将人均 GDP 4 140元 

以下定为困难县，它们是：黄冈市的英 山(3 790 

元)、罗田(3 875元)、浠水(3 899元 )；孝感市的孝 

昌 (3 780元)；咸 宁 市 的 崇 阳 (3 701元 )、通 城 

(3 501元)；荆 州 市 的 江 陵 (3 028元 )、监 利 

(3 154元 )；襄 樊 市 的 南 漳 (3 692元 )、谷 城 

(3 996元)；恩施州的建始(3 005元 )、来凤(3 143 

元 )、宣恩 (3 222元)、咸 丰(3 469元 )、巴东 (3 566 

元)、恩施(3 951元)、鹤峰(3 854元)；神农架林区 

(3 993元)等 18个市县区，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1／4以上．全省整体脱贫的有武汉、宜昌、鄂州、荆 

门 4市．武汉市全为区的建制，人均 GDP值达 

17 011元，合 2 054美元，较全省平均人均数高 

1 110美元，对全省贡献很大；但是市内发展很不 

区的区级经济并不发达；原为郊县的 6区，区级经 

济发展较好，黄陂(8 069元)、新洲(8 506元)较 

低，东西 湖 (12 500元)、江 夏 (12 489元)、蔡甸 

(12 745元)、汉南(10 418元)则较高．江夏、蔡甸、 

东西湖 3区增势强劲．武汉的繁荣是因为强大的市 

级经济，区级人均数无一达到全市平均数，即便是 

最高的 4区不仅较全市的平均数少，也未达到县级 

市当阳(13 819元)的水平． 

宜昌市辖 5区、3市、5县，与武汉市区的数量 

相当；5区 2001年 GDP合计达 189．46亿元，人均 

15 544元 ；特别是三峡电站今 年开始发 电，三峡旅 

游热过国内其他旅游热点，可以预期 2003年超过 

武汉市的人均数当有颇大把握；就是超过十堰城区 

(23 116元)水平 ，也有可能性 ；宜 昌市所辖 8市县 ， 

东 4市县 的当阳(13 819元 )、宜都 (8 509元)、远安 

(8 150元 )、枝 江(8 117元)在县市 一级是发 展得 

很好了，尤其是当阳是全省县级 GDP的最高记录； 

西 4县的兴 山(6 524元 )、长 阳(5 886元 )、五峰 

(4 799元)、秭归(4 609元)都是鄂西 的山地县 ，人 

均 GDP分居 21县的前 4位，这是一个奇迹，兴山 

和长阳以旅游和农业产业化特色明显，尤其是兴山 

小水电和小化工的发展，闯出了山区致富之路，长 

阳的反季节蔬菜也极成功；而五峰的林特业如茶叶 

等，秭归的柑桔都具有地方特色． 

鄂州市是小市 ，现在的 3区原皆是鄂城县的范 

围，是一个资源经济特色明显的城市，钢铁工业是 

主导性的产业；荆门市现辖 2区 1市 2县共 5个县 

级单位，原是鄂中荆钟京农业区，是以粮食生产为 

主的地区，后因其地形条件以岗地为主，是大荆州 

地区唯一不是大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禁区的范围， 

加上荆门是大荆州地区的唯一的铁路、公路枢纽， 

国家在此布局了荆门石油化工厂和荆门热电厂、钟 

祥大裕 口矿肥结合工程等国有大中型企业 ，近年金 

龙泉啤酒成为湖北省唯一国家级名牌产品，钟祥市 

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和京山空山洞风景名胜 

区旅游业的发展，使荆门市成为鄂中(随州、荆门、 

荆州)3市的经济最发达地区，2区的人均 GDP达 

18 362元，超过武汉和宜昌的人均数，钟祥(7 263 

元)、京山(6 295元)、沙洋(5 564元)都居于较好 

水平．黄石市本辖 4区 1市，1996年将咸宁地区所 

辖的阳新县划入，人口和面积大增 ，以致黄石的人 

均 GDP掉 到鄂州、荆 门的后面，其 4区的人均 

平衡，七城区2000年人均GDP普遍较低，最高的 GDP值达17 498元，大冶市7 620元，都相当不 J 

为洪山区，也仅5 361元，青山2 314元和武昌 错；黄石的最大问题是主导产业的冶金和建材，随 】 

2 587元'在全省为贫困和特困的标准，这说明城 着矿产资源保有储量有限导致产量下降，使用外地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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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 口矿石成本 增加 ，似乎有 夕阳产业 面临 的困 

境，能否保持现有地位尚难预料． 

襄樊市 和十堰市 比较特别．襄 樊市辖 3区、3 

市、3县共 9个县级单位，GDP达 450亿元，是全省 

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由于人口数量 

大 ，次 于 武 汉、黄 冈、荆 州 ，居 全 省 第 4位 ；人 均 

GDP为 7 931元 ，虽然超过全省 的平均水平 ，达 到 

958美元，但却排在武汉、宜昌、鄂州、荆门、黄石之 

后，居第 6位．襄樊原是仅次于武汉和沙市的第三 

大轻纺城市 ，改革开放后 ，和武汉 、沙市一样 ，轻纺 

工业为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强劲优势压倒， 

举步维艰，恰在此时，位于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因为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 ，选择位于汉丹～ 襄渝与 

焦柳两铁路的交会处，又是 207与 316两国道会合 

处 ，还是航空和水运 两航港 口的襄樊 ，建设二汽的 

襄樊基地，在汽车制造的拉动下，襄樊的经济规模 

迅速扩大增强 ，2001年 已成 为仅 次于武汉 的第二 

大经济中心，其 GDP为 211．8亿元．襄樊市两侧 

的老河口市人均 GDP达 11 856元，位列全省县级 

市的第 2位；枣阳市 GDP为 94．6亿元，仅次于仙 

桃居全省县级市 的第 2位 ，人均也居第 4位．襄樊 

市属的南漳人均 GDP(3 690元)、谷城(3 996元)、 

保康(4 221元)和宜城(5 419元)则相对较差．而 

十堰市内两极分化现象最为突出，城区两区人均值 

居全省首位，而郧西、竹溪、竹山和房县 4县位列全 

省县级的最低值． 

4 落后区域分析 

湖北省落后区域是鄂西山地地区、鄂东大别山 

— — 幕阜山地区和鄂中腹部地区．鄂西山地涵十堰 

市五县 ，神农架林 区、恩施州 8县市 ，还包括襄樊市 

西部 3县、宜昌市西部 4县共计 21个县市区．其中 

5县即秭归、长阳、五峰、兴山和保康超过人均 GDP 

4 140元，合 500美元以上，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上， 

算是脱贫了}其余皆属贫困线以内，其中 2 898元 

即 350美元 以下的有郧西 、竹溪、竹山、房县、郧县 、 

利川共计 6县市 ，是特困县．这些县市属于丹江口、 

水布垭、隔河岩、高坝洲和长江三峡库区天然林保 

护范围，尤其是 6个特困县更是国家级天然林保护 

区范围，省和国家应制订特殊政策．鄂西山地 21个 

县市总面积 68 975 km ，占全省总面积的 37 ；人 

口 1 037．7万 ，占全省总人 口的 17．4／o；平均人 口 

密度为 66人／km ，只为全省平均密度 的 1／5．如果 

保护好了生态环境，起码可保护好占全国 1／4水资 

源的安全，国家和省政府应采取特殊政策，保证这 

一 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与鄂西山地类似的还有大别 

山和幕阜山地区，尤其是团风、浠水、罗田、英山、通 

山、通城 、崇 阳共 7个县 ，这些县是大别山区“五水” 

(倒、举、巴、浠、蕲)流域和幕阜山区“两水”(陆水、 

富水)流域水源林保护地区，又是全国著名的革命 

老区，理应受到 国家和省政府特殊政策的关护． 

随州、孝感、荆州和天门、仙桃 5市，这是湖北 

的腹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是值得引起 

重 视 的 问 题．随 州 人 均 GDP(5 202元 )、荆 州 

(5 237元)、孝感(5 735元)、天门(5 829元)、仙桃 

(6 827元)，都在全省平均线下，是耐人寻味的．荆 

州曾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很好的地区，仙桃是近年 

媒体重点宣传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方，随州 

的农业产业化、孝感的外向经济等，都有些言过其 

实在宣传．5市的基础不错 ，条件很好，经济社会 

发展不好 ，主要是决策不科学所致，产业政策上，应 

瞄准轻纺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制造业；潜江 

(7 928元)、石首 (7 885元 )、应城 (10 457元 )、汉 

川 (7 599元)4市 ，由江汉油 田、应城 膏盐矿 和汉 

川电厂等特殊资源而发展起来，不代表方向性的决 

策．全 国性粮棉油猪鱼基地 ，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像 

样的企业和产 品．如果 5市发展起来 ，东与武汉 ， 

西与宜昌、襄樊这三个发达地区连成一体，则湖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形成很好的局面． 

5 结论 

湖北省在进入 21世纪、开始新世纪前 20年建 

设时，目标与全国一样，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由于湖北的基础较为雄厚 即有一个好的龙头—— 

武汉，有好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光 

谷”，汽车制造的东风汽车集团公司 ，冶金机械的武 

钢和交通设备制造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工制 

造业的东西湖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有好的经济组 

合—— 科技教育优势，加上产业优势 ，实施产学研 

的结合，物流、资金流，以及人才、信息流的优势，共 

同形成为组合优势．条件特别优越，即清洁能源的 

水电优势，中心枢纽的公铁水空和信息优势，劳动 

力和人才优势，水资源和东西南北交汇的动植物资 

源优势，农业和原材料的优势等．势头良好，全省拥 

有超千亿元 GDP城市 1个——武汉(1 347．8亿)； 

2个 200亿元左右的城市——襄樊(211．8亿)和宜 

昌(189．5亿)；5个超 100亿元的城市——荆 门 

(129．9亿)、黄石(114．6亿)、十堰(111．6亿)、鄂 

州(101．06亿)、仙桃(101．04亿)；3个 9O亿元以 

上城市——枣阳(94．6亿元)、天门(94．2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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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91．5亿)；3个 80亿元左右的城市——荆州 

(89．4亿)、汉川(80．7亿)、潜江(79．7亿)；这 13 

个城市 GDP总计 2 837．4亿元，占全省总值的 

60．9 ． 

湖北省的关键是抓好三大城市圈，即武汉城市 

圈——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 

门、潜江；宜昌城市圈——宜昌、荆州、荆门；襄樊 

城市圈——襄樊、随州和十堰东部 2区 1市．这些 

地区依托中心城市，通过推动型产业的辐射和集聚 

效应，应用增长极理论，实现区域的成长与繁荣，获 

得乘数倍增效应，如果 20年间实现翻三番，在全国 

中西部处于领先地位 ，则可保证．鄂西山地、大别山 

和幕阜山区依靠水源林保护、依靠国家对革命老区 

和国家对特困县的扶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便会是 

活力四射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了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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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gional economics of H ubei province 

LIU Sheng—jia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 uhan 430079) 

Abstract：Hubei is a more developed province． But the regional economics of this 

province is extremely un—balanced．The GDP of W uhan，as an extra—metropolis in Hubei 

province。exceeds total GDPs of other 1 1 large—and—medium cities．The 5 counties that 

have the lowest level of capital GDP surrender Shiyan，while shiyanis a city that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capital GDP in Hubie province．The capital GDP of Shiyan is 1 2．5 times 

than that of these 5 counties．There are 85 counties that the capital GDP are under the 

world standard of extremely depressed line：there are other 1 65 counties that the capital 

GDP are under the standard of depressed county． Meanwhile the capital GDP in the 

most affluent region is near $3000，which means they have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an 

affluent socie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ree areas(W uhan，Yichang and Xiangfan) 

should be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ized through applying the pulling power resulted 

from auto industry and high—tech industry，that special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help the extremely depressed counties and the depressed counties．Only by doing SO， 

could the aim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

all—round way be realized． 

Key words：Hubei province；analysis on regional economics；metropolitan area；eco— 

nomics of province；economics of city；economics of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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