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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全国县级区划数达到2851，其中市辖区954

个，县级市、县、自治县合计1897个1。县域作为国民经济中社会经

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既是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结合点, 又

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县域阔步走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的道路上，正逢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攻关期。对县域工业

竞争力的评估有助于挖掘引领式、示范性的县域工业发展经验，同时

发现不利于县域工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县域落实制造强国战略，

加快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2018年县域工业竞争力的评价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理念，紧抓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要战略机遇，立足基础条件、

运行绩效、发展活力三大支柱，依托制造强国产业基础大数据平台，

基本沿用2017中国县域工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同时更加注重对运行稳

定、质量引领、结构优化、绿色提升、智能转型、创新驱动和动能聚

集的综合考量，对各县（市）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同时，

也对城市经济县级行政单位的各市辖区的工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1数据来自《2017 中国统计年鉴》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同属区域经济。过去，县域经济的基础主要

是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和人才，

县域经济一度是城市经济的摇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县域经济

与城市经济的界限有所弱化，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方式也有所

靠拢。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的主要

阵地。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以全国5.3%的县（市）数量、6.7%

的人口，贡献了11.0%的GDP和16.3%的工业增加值，是我国县域工业

发展的良好示范，也是研究整个县域工业发展的典型样本；工业百强

区则描述了城市经济中县级行政单位的发展实践和示范作用。 

本文分两篇，第一篇是2018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发展报告。

整体上描述了我国县域工业发展概况，展示了工业百强县（市）评价

理念及结果，总结了工业百强县（市）的发展特点，最后提出了促进

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建议。第二篇是2018年中国工业百强区发

展报告。展示了工业百强区评价理念及结果，总结了工业百强区的发

展特点，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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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2018 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发展报告 

一、中国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城镇化进程提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趋势

明显 

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延展，

也是县域工业化的基本保障和表现形式。当前全国工业增加值超过

100 亿元的县（市）中，约 60%的县（市）城镇化率超过 50%,约 30%

的县（市）已超过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为提高城市化水平，拓展中

心城市发展空间，我国加快撤县设区进程2，柯桥、双流、富阳、兖

州、上虞、章丘、垦利、即墨、长乐等原工业强县（市）陆续撤县设

区，变身工业百强区。 

县域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有所下降。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

基本单元，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

域经济逐步向城市经济转型，县域经济占 GDP比重已低于 50%。从四

大板块看（如图 1），东部地区直辖市、城市经济发达的省较多，县

域经济占 GDP比重已低于 40%，中部地区县域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

力，县域经济占 GDP比重在 60%以上；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在

50%和 45%左右。从 31个省（区、市）看（如图 2），县域经济占全省

GDP 比重超过 50% 的有 15 个，除了山东，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比重

低于 50%的有 16个，多数集中在 40%-50%，与全国县域经济比重基本

                                                             
2 2017 年有临安市、南郑县、九江县、罗江县、即墨市和长乐市 6 个县（市）撤县设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8C%96%E6%B0%B4%E5%B9%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5%8D%95%E5%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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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4个直辖市、广东以城市经济为主，县域经济占比较低或为 0,

显示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进程更快。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 四大板块县域经济占 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2 各省县域经济占 GDP比重 

（二）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县域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纷纷转变。东部县（市）经济最具活力、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多数已步入经济转型升级、空间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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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质量提升的阶段，其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迅猛，少部分县（市）已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中西部

地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县（市）较多，正在有序承接国际及沿

海地区产业转移,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

系。东北地区由于县域经济结构欠优、开放程度偏低以及人口结构老

化，近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处于深度调整期，正在积极积蓄新动能。 

县域工业化进程有所加快。受益于城镇化和信息化提速，我国县

域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人均 GDP不断提高。以工业增加值超过 100亿

元的县（市）为例，基本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其中，近七成的县（市）

已进入工业化后期3。多数县市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

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或有所下降，超过 7成的县（市）人均 GDP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三）工业经济继续壮大，县域发展支柱作用依然显著 

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据测算，我国县（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50%4。 

全国近 2000个县（市）中，工业增加值大于 100亿元的县（市）超

过 200个（如图 3）,工业增加值合计超过 6万亿元，占县域工业增

加值比重超过 40%；工业增加值超过 500亿元的有 8个，合计超过 1.4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超过 1000 亿元的有 5 个，合计超过 6000 亿元。

县域工业顶住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如图 4），

                                                             
3按照西蒙.库兹涅茨赛尔奎因、钱纳里产业结构水平划分标准：第一产业比重低于 10%%且第二产业比重保

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或有所下降，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 
4 依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17（县市卷）》、《中国统计年鉴 2017》、31 个省（区、市）统计年鉴数据汇总 

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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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超过 100亿元的县（市）中，超过 8成县（市）工业增加

值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其中增速超过 10%的约占 23%，

增速超过 8%的约占 56%，增速超过 6%的约占 8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各地级市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3 我国县（市）工业增加值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各地级市统计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4 我国县（市）工业增加值增速 

二、2018年县域工业竞争力评价 

（一）2018 年县域工业竞争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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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未来一段时间，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也将贯穿县域工业发

展进程。2018 年县域工业竞争力的评价基于“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紧抓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要战略机遇，立足基

础条件、运行绩效、发展活力三大支柱，基本沿用 2017 年中国县域

工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同时更加注重对运行稳定、质量引领、结构优

化、绿色提升、智能转型、创新驱动和动能聚集的综合考量。 

依据 2018 年中国县域工业竞争力评价体系，采取专家打分法

（Delphi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测算得出我国 2018年工业百强县

（市）竞争力指数及其排名情况（如表 1）。第 1 名是江苏省无锡市

江阴市，竞争力指数 0.9126；第 100 名是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竞

争力指数 0.3529。 

表 1 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竞争力指数及排名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1 江苏 无锡市 江阴市 0.9126 

2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 0.863 

3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 0.8359 

4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 0.7903 

5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 0.7105 

6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 0.6815 

7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 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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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8 山东 烟台市 龙口市 0.6184 

9 湖南 长沙市 宁乡市 0.6135 

10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 0.6066 

11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 0.589 

12 江苏 镇江市 丹阳市 0.5843 

13 湖南 长沙市 浏阳市 0.5832 

14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0.5812 

15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 0.5794 

16 江苏 泰州市 泰兴市 0.5542 

17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 0.5527 

18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 0.5516 

19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县 0.5473 

20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市 0.5409 

21 陕西 榆林市 神木市 0.5269 

22 山东 威海市 荣成市 0.5247 

23 福建 泉州市 南安市 0.4975 

24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 0.4936 

25 山东 东营市 广饶县 0.4883 

26 江苏 南通市 海安县 0.4848 

27 江苏 南通市 启东市 0.4836 

28 山东 潍坊市 诸城市 0.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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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29 江苏 泰州市 靖江市 0.4814 

30 江苏 徐州市 邳州市 0.4759 

31 山东 青岛市 平度市 0.4678 

32 江苏 南通市 如皋市 0.4673 

33 河南 郑州市 新郑市 0.4652 

34 江苏 镇江市 扬中市 0.4636 

35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 0.4587 

36 江苏 常州市 溧阳市 0.4582 

37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0.4569 

38 山东 烟台市 莱州市 0.4538 

39 贵州 遵义市 仁怀市 0.4514 

40 河南 郑州市 巩义市 0.4488 

41 河南 郑州市 荥阳市 0.4481 

42 福建 福州市 福清市 0.4473 

43 江苏 南通市 如东县 0.4471 

44 浙江 金华市 义乌市 0.4401 

45 山东 滨州市 邹平县 0.4392 

46 河南  许昌市 长葛市 0.4377 

47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 0.4362 

48 福建 泉州市 石狮市 0.4347 

49 山东 潍坊市 寿光市 0.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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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50 湖北 宜昌市 宜都市 0.4274 

51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0.4256 

52 江苏 泰州市 兴化市 0.421 

53 江苏 扬州市 仪征市 0.4206 

54 江苏 宿迁市 沭阳县 0.4201 

55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 0.42 

56 山东 枣庄市 滕州市 0.4166 

57 河南 郑州市 登封市 0.4155 

58 山东 烟台市 蓬莱市 0.4144 

59 浙江 湖州市 长兴县 0.413 

60 宁夏 银川市 灵武市 0.4128 

61 浙江 嘉兴市 平湖市 0.4085 

62 山东 潍坊市 青州市 0.4082 

63 福建 泉州市 惠安县 0.4074 

64 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 0.4063 

65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 0.4059 

66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县 0.4038 

67 广东 惠州市 博罗县 0.403 

68 江苏 徐州市 沛县 0.403 

69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0.4017 

70 江苏 盐城市 东台市 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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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71 浙江 金华市 永康市 0.3997 

72 河南 郑州市 新密市 0.3996 

73 山东 济宁市 邹城市 0.3983 

74 浙江 湖州市 德清县 0.3981 

75 福建 漳州市 龙海市 0.3941 

76 江苏 徐州市 新沂市 0.3937 

77 山东 泰安市 新泰市 0.3929 

78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0.3923 

78 浙江 台州市 温岭市 0.3895 

80 山东 烟台市 招远市 0.389 

81 山东 聊城市 茌平县 0.3884 

82 广东 揭阳市 普宁市 0.3882 

83 河南 三门峡市 灵宝市 0.3823 

84 湖北 省直管 仙桃市 0.3793 

85 浙江 嘉兴市 嘉善县 0.3756 

86 河南  许昌市 禹州市 0.3753 

87 河南 濮阳市 濮阳县 0.3725 

88 湖北 宜昌市 当阳市 0.3691 

89 安徽 合肥市 肥西县 0.367 

90 山东 泰安市 肥城市 0.367 

91 浙江 绍兴市 新昌县 0.3663 



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 （2018 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0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竞争力指数 

92 浙江 宁波市 宁海县 0.3654 

93 山东 淄博市 桓台县 0.3645 

94 江苏 镇江市 句容市 0.3635 

95 山东 青岛市 莱西市 0.3626 

96 广东 惠州市 惠东县 0.3584 

97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 0.3574 

98 安徽 合肥市 肥东县 0.3571 

99 河南 焦作市 沁阳市 0.3537 

100 湖北 黄石市 大冶市 0.3529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二）2018 年工业百强县（市）分布情况 

2018 年工业百强县（市）分布于 16 个省（区、市）（如图 5）。

东、中部省份继续保持明显优势，入围县（市）数量分别为 71 和 29

个。苏鲁浙等经济大省继续领跑，江苏 24 个，占全省县（市）数量

的比重高达 58%，山东、浙江分别为 20 个、17 个，占全省县（市）

数量比重均在 25%以上；河南 10 个，福建 6 个，湖北 4 个，湖南、

广东各 3 个，安徽 2 个，河北、江西各 1 个。西部省份入围 9 个，其

中内蒙古 5 个，陕西、贵州、宁夏、新疆各 1 个。山西、黑龙江、吉

林、辽宁、四川、广西、云南、青海、甘肃、海南、西藏 10 个省（区、

市）则无县（市）入围。除了山西、海南，未入围者均属于西部和东

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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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5 2015-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分布图 

2018 年工业十强县（市）依次是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

晋江市、常熟市、慈溪市、太仓市、龙口市、宁乡市和宜兴市。其中，

江苏占据 10 强中的前 4 名和第 7 名、第 10 名，福建晋江市、浙江慈

溪市、山东龙口市和湖南宁乡市分别位居第 5、第 6、第 8 和第 9 名。

前 20 名中，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包揽了 15 个，湖南上榜 3 个，

内蒙、河北各有一个。广东、宁夏、江西、安徽、新疆等地百强县（市）

排名相对靠后，均在 50 名以后。 

表 2 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各省位次分布5 

省 
1-1

0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90 

91- 

100 

合

计 

前

30

占比 

前

50

占比 

江苏 6 3 4 3 1 3 2 1   1 24 43% 28% 

山东 1 1 3 2 2 3 1 3 1 3 20 17% 22% 

浙江 1 2 1 1 2 1 3 3 1 2 17 13% 14% 

河南       2 2 1   1 3 1 10 0% 10% 

福建 1   1   2   1 1     6 7% 6% 

                                                             
5深色表示该省工业百强县（市）第一名的排名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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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1-1

0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90 

91- 

100 

合

计 

前

30

占比 

前

50

占比 

内蒙古   1   1   1 1 1     5 3% 6% 

湖北         1       2   3   2% 

湖南 1 2                 3 10% 4% 

广东         
 

  1    1 1  3   
 

河北   1                 1 3% 2% 

陕西     1               1 3% 2% 

贵州       1             1   2% 

宁夏           1         1   2% 

江西             1       1     

安徽                 1 1 2     

新疆                   1 1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备注: “前 30 占比”指的是百强县（市）前 30 名中该省百强县（市）的数量占比。 

（三）2018 年工业百强县（市）动态变化 

1、苏浙鲁闽排名上升较快，沿海县（市）竞争力持续

提升 

从各省看，苏浙鲁闽百强县（市）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18 年

排名上升的县（市）有 55 个。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合计占

39 个，特别江苏，苏南县域工业先发优势突出，入选百强的 10 个县

（市）排名总体稳定或有所上升；苏中、苏南县域工业追赶步伐加快，

入选百强的 14 个县（市）排名持续上升或总体处于上升通道。从县

（市）看，排名上升超过 15 位有 10 个（如表 3），除了灵宝市，均

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呈现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效

益状况良好或创新活跃高度的特征。与此同时，2018 年排名较 2017

年下降的有 34 个县（市），其中排名下降超过 15 位的县（市）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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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受工业企业退规、盈利水平下降或投资大幅下滑等的影响。 

表 3 2018年排名上升超过 15名的县（市） 

2018

排名 

板块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两年排名 

变化 

四年排名

变化 

23 东部 福建 泉州市 南安市 ↑16 总体上升 

52 东部 江苏 泰州市 兴化市 ↑19 持续上升 

55 东部 山东 潍坊市 高密市 ↑17 持续上升 

62 东部 山东 潍坊市 青州市 ↑16 持续上升 

67 东部 广东 惠州市 博罗县 ↑24 持续上升 

74 东部 浙江 湖州市 德清县 ↑19 持续上升 

75 东部 福建 漳州市 龙海市 ↑24 波动 

76 东部 江苏 徐州市 新沂市 ↑20 持续上升 

83 中部 河南 三门峡市 灵宝市 ↑15 波动 

85 东部 浙江 嘉兴市 嘉善县 ↑15 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二十强工业竞争优势突出，强者愈强趋势明显 

2018 年工业竞争力前 20 名县（市）近四年排名普遍保持稳定或

持续上升（如表 4）。 

从前 10 名看，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受益于工业

基础好、质量佳和活力强、后劲足，已经连续四年位居前四名，排名

变化不超过 1。晋江市加快新动能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全面布局，龙

口市在促进供需平衡中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扩

大先进产业、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有效投资，这两个市排名分别保持在

5 名、8 名左右，宜兴市排名也基本稳定在 10 名左右。宁乡市撤县设

市，空间格局和发展动力大大提升，深入打造长沙西线工业走廊，工

业竞争力从 2015 年的第 20 名逐年提升至 2018 年的第 9 名。 

从 10名至 20名看，海门市、丹阳市工业运行稳定、经济活力继

续增强，排名分别从 2017 年的第 13 名和第 15 名上升至 2018 年的第

11 名和第 12 名；诸暨市、泰兴市、余姚市和迁安市排名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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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 2017 年的第 19 名、第 23 名、第 22 名和第 26 名上升至 2017

年的第 15 名、第 16 名、第 17 名和第 20 名。其中，诸暨市企业主体

地位突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民间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力带动

工业竞争力提升；泰兴市规模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工业产值、利润、

投资均保持约 20%的增长；余姚市传统产业高端化持续显现，新兴经

济比重已超过 40%，创新投入及成果转化优势突出，每万人发明授权

数已超过 20 件；迁安市提速与转型并重，耗钢类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超过 30%。此外浏阳市、荣成市排名基本稳定。 

表 4 2018年工业竞争力前 20名县（市） 

2017

排名 

板块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两年排

名变化 

四年排名变化 

1 东部 江苏 无锡市 江阴市 — 总体稳定 

2 东部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 — 总体稳定 

3 东部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 — 总体稳定 

4 东部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 — 总体稳定 

5 东部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 ↑1 总体稳定 

6 东部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 ↓1 总体上升 

7 东部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 — 总体上升 

8 东部 山东 烟台市 龙口市 ↑1 总体稳定 

9 中部 湖南 长沙市 宁乡市 ↑1 持续上升 

10 东部 江苏 无锡市 宜兴市 ↓2 总体稳定 

11 东部 江苏 南通市 海门市 ↑2 持续上升 

12 东部 江苏 镇江市 丹阳市 ↑3 持续上升 

13 中部 湖南 长沙市 浏阳市 ↓1 总体稳定 

14 西部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3 波动 

15 东部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 ↑4 总体上升 

16 东部 江苏 泰州市 泰兴市 ↑7 持续上升 

17 东部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 ↑5 持续上升 

18 东部 山东 青岛市 胶州市 — 持续上升 

19 中部 湖南 长沙市 长沙县 ↓5 波动 

20 东部 河北 唐山市 迁安市 ↑6 波动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2018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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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韧性总体较强，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率并重 

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增速多数跑赢全国均值。2018 年工业百

强县（市）GDP合计达到 82030亿元，较上年增加 4278亿元（如图 6）。

其中，昆山市、江阴市超过 3000亿元，张家港市、常熟市超过 2000

亿元。86%的百强县（市）GDP增速高于全国均值，12%的百强县（市）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工业规模继续壮大，工业经济韧性总体较强。

2018 年工业经济百强县（市）工业增加值合计达到 40301 亿元，较

上年增加 1217 亿元。其中，昆山、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晋

江市 5个县（市）工业增加值均超过 1000亿元，合计占百强县（市）

工业增加值的 15.6%。百强县（市）顶住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保持了

较高水平的增长，88%的百强县（市）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均值，

20%的百强县（市）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规模速度贡献下调，

质量效率作用进一步显现。从四年数据看，百强县（市）GDP、工业

增加值和工业投资额占全国比重均有所下降，最新数据分别为 11.0%

的 GDP、16.3%和 12.6%（如图 7）。一方面，由于撤县设区加快，原

工业规模较大的县（市）退出百强，而新进百强规模类指标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县域工业发展也更加注重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不再单独追求规模和速度，竞争力加快提升的县（市）往往具有更突

出的新动能，更好的经济效益以及更高的绿色发展和两化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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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6 

图 6 近三年工业百强县（市）GDP总量、工业增加值总量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7 近四年工业百强县（市）GDP、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投资占全国比重 

（二）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新兴产业经济贡献快速提高 

工业占比趋于稳定，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2018 年工业百强

县（市）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49.1%，较上年进一步下降 1.2个百

分点。这是由于一方面二产比重较大的即墨、长乐撤县设区退出百强

县（市）。另一方面，约 8 成百强县（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根据公开统计数据整理，公开统计数据包括各省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

县（市）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统计局其他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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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GDP比重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支撑作用

有所提升。我国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

增长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分别达到为 13%和 33%左右。百强县（市）

走在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前列，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

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均已超过 40%，拉动作用显著，对

工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撑，转型升级较早的县（市）抵御经济风

险能力普遍较强。 

（三）企业资源较为丰富，东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 

苏浙闽民营企业发达，县均工业企业数超过 6007。2018 年工业

百强县（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合计达到 5.5万户，约占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的 14.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超过 1000 户的

县（市）有 13 个（表 5、如图 8），全部位于浙江、江苏和福建沿海

发达省份。百强县（市）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最多，分别达到 1.8万、1.4万户和 0.8万户；浙江、江苏、福

建企业民营经济发达，企业资源丰富，县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分别

达到 841户、759户和 641户。内蒙、贵州、新疆百强县（市）主导

产业以煤炭、石化、钢铁等重型行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基

本在 100户以下。新增企业不断增加，县域微观活力持续增强。随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动和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县域微

观主体日益活跃。如长沙市近三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

                                                             
7 县均指的是工业百强县（市）平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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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县域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部新增的比重高达 68.6%；晋

江市 2017 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达 165 家占泉州市全部新增的

比重达 51.1%，占整个福建省的比重达 13.3%。东部县（市）上市企

业众多，先进制造企业占五成。百强县（市）中共有 60 个县（市）

拥有 223 家工业上市企业（如图 9），东部地区县（市）数量占比高

达 92%。东部百强县（市）上市企业中电器机械、专用、计算机、通

用、汽车等装备制造企业数量占比最大，合计占百强县（市）上市企

业数量的 47.5%，占东部百强县（市）上市企业数量的 49.3%，成为

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活跃力量。从县（市）上市企业数量看（如表 6），

江阴市、张家港市、诸暨市上市企业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25、12 和

10家。 

表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超过 1000户的县（市） 

省 地级市 县（市） 2018 排名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 2 

福建 泉州市 晋江市 5 

浙江 宁波市 慈溪市 6 

江苏 无锡市 江阴市 1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 4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 17 

浙江 嘉兴市 桐乡市 47 

浙江 绍兴市 诸暨市 15 

浙江 温州市 乐清市 24 

浙江 嘉兴市 海宁市 35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 3 

浙江 温州市 瑞安市 65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 7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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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8 2018年部分省份百强县（市）规上工业企业情况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 9 2018 年工业百强县（市）上市公司板块分布和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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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工业上市企业数 

工业上市企业数 县（市） 

25 江阴市 

12 张家港市 

10 诸暨市 

9 常熟市 

8 昆山市、新昌县 

7 海宁市、龙口市、桐乡市 

6 乐清市、温岭市 

5 德清县、晋江市、宜兴市 

4 慈溪市、浏阳市、宁海县、如皋市、寿光市、太仓市、义乌

市、余姚市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四）投资动能有所减弱，县域仍是工业投资重地 

工业投资增长放缓，县域投资重地地位并未动摇。2018 年工业

百强县（市）县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合计 28692亿元，比上年增长

707.9亿元，增长有所放缓。2017、2018连续两年在榜的 95个县（市）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合计同比增长已低于 6%。百强县（市）工业投

资占全国工业投资比重约 12.6%，仍是全国工业投资重要阵地。四大

板块工业投资趋势有所分化，东部强县（市）投资加快。从近三年四

大板块看（如图 10、图 11），东部地区百强县（市）数量持续增加，

虽然新进县（市）工业总量较小，东部地区县均工业投资额仍保持了

逐年增长势头，达到 288.4亿元，表明先进县（市）投资动能保持强

劲、新进县市投资加快发力。中部地区县均工业投资额在各板块中最

高，达到 303.9亿元，投资驱动特征显著，但较上年下降 11.5亿元，

投资动能已明显减弱。西部地区县均工业投资额 237.5亿元，较上下

降 39.6 亿元，多数县（市）陷入新旧动能青黄不接的困境，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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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乏力。从县（市）看，江阴市、宁乡市、浏阳市、胶州市、平度市

等保持了较强的投资活力，工业投资额均在 500亿元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0 2018年百强县（市）四大板块工业投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1 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四大板块工业投资趋势 

（五）创新资源不够均衡，苏浙发达县（市）遥遥领先 

创新投入与成果日益增多，总体占据县域创新高地。2018 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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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百强县（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合计 1507.9 亿

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的 13.8%，发明专利授权累计

达到 132.4万件，县均每万人发明专利数达到 7.3件。创新资源不均

衡，地区间创新实力悬殊。与市辖区相比，县（市）创新投入相对偏

弱，创新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更加突出。2018年工业百强县（市）中，

县均 R&D 经费支出最高的江苏比最低的陕西高 30 倍（如图 12）；发

明专利授权累计超过 1 万件的 37 个县（市）中，除了晋江市和南安

市属于福建，其他 35个均位于江苏和浙江，合计达到 108.6224万件，

占百强发明专利授权累计数的 82%；每万人发明专利数超过 10 件的

23 个县（市）中，除了荣成市和桓台县属于山东，其他均位于江苏

和浙江。创新驱动成效显现，部分县（市）工业活力持续增强。创新

投入大、创新成果转换多的县（市）内生动力强，更易培育新动能，

更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类风险，余姚市、扬中市、长兴县、

德清县等受益于创新活力强，工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如表 7）。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2 2018 年工业百强县（市）按省分的县均 R&D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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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每万人发明专利数超过 20件的县（市）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每万人发明专利数 2018 排名 四年排名变化 

江苏 苏州市 昆山市 44.3754 2 总体稳定 

江苏 苏州市 太仓市 37.8652 7 总体上升 

浙江 湖州市 德清县 35.4831 74 持续上升 

浙江 湖州市 长兴县 29.5225 59 持续上升 

江苏 苏州市 张家港市 28.7933 3 总体稳定 

江苏 镇江市 扬中市 26.4448 34 持续上升 

江苏 苏州市 常熟市 23.6282 4 总体稳定 

浙江 绍兴市 新昌县 23.4052 91 持续上升 

浙江 宁波市 余姚市 22.4474 17 持续上升 

江苏 镇江市 句容市 20.1023 94 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六）东多西少南强北弱，区域不平衡矛盾有所深化 

东部地区工业大县最多，中西部相对缺乏。工业增加值超过 500

亿元的 18个县（市）有 12个位于东部省份（如图 13），中部有浏阳

市、长沙县、宁乡市和新郑市，西部地区仅有准格尔旗和神木市；工

业增加值超过 1000 亿元的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晋

江市 5个县（市）全部位于东部省份。长江经济带和珠三角城市群县

域工业活力较强，南部竞争力总体好于北部。百强（县）2018 年工

业百强县（市）有 37 个位于长江经济带上（如表 8），其中 33 个县

（市）工业竞争力总体稳定或呈上升态势，2018 年新进的新昌县、

宁海县、肥东县和大冶市也位于长江经济带上；11 个县（市）位于

中原经济圈，工业竞争力排名涨跌互现；2个县（市）位于珠三角城

市群，工业竞争力均持续上升；唐山市迁安市位于京津冀城市群，近

四年工业竞争力有所波动。区域不平衡矛盾深化，强者愈强格局可能

持续。由于发展动能分化，发达地区工业强县（市）的工业发展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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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创新驱动快车道，欠发达地区的县（市）仍以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

为主，新旧动能接续乏力，未来与发达县（市）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3 工业增加超过 500亿元的 18个县（市）板块分布 

表 8 2018年各经济带/城市群百强县（市）分布 
经济带/

城市群 

个数 县市 

长江经

济带 

37 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慈溪市、太仓市、宜

兴市、海门市、丹阳市、诸暨市、泰兴市、余姚市、海安县、

启东市、靖江市、如皋市、扬中市、海宁市、溧阳市、如东

县、桐乡市、宜都市、兴化市、仪征市、长兴县、平湖市、

海盐县、南昌县、德清县、嘉善县、当阳市、肥西县、新昌

县、宁海县、句容市、肥东县、大冶市 

 11 新郑市、巩义市、荥阳市、长葛市、登封市、新密市、茌平

县、灵宝市、禹州市、濮阳县、沁阳市 

珠三角

城市群 

3 博罗县、汕尾市、惠东县 

京津冀

城市群 

1 迁安市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四、促进县域工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落实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是聚合各类创新资源，加强县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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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等学校等各类创新平台合作，开展县域应

用示范，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二是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在加

大创新投入的同时，通过财税、投资等政策扶持创新产业，进一步完

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政策。三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推进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产业关键技术推

广应用。四是创新驱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结合产业扶贫，强化科技

创新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支撑引领作用， 

（二）推进县域工业开放协调发展 

一是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以统一市场为基

础的要素自由流动，更加有效的深化区域合作。二是县（市）层面积

极融入区域经济圈，把握国家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一体化等发

展战略，立足区位基础，积极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城

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城市圈或其辐射地

带的区域性产业链和生产网络。三是推进县（市）对接省市以及发达

县（市）产业转移，加快构建产业链互补环节，同时创新承接产业转

移方式，支持发展“飞地经济”。 

（三）提升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一是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创业，进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二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全面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不断降低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纾解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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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困难，逐步降低融资成本，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

营企业融资途径。四是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龙头和骨

干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五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

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为民营

企业腾出发展空间。 

（四）扩大县域工业领域有效投资 

一是创新融资服务环境，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县域工业发展提

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切实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全面激活社会资本

参与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支持龙头企业上市，不断拓宽融资驱动和规

模。二是强化新项目引进培育，针对产业链关键缺失环节，积极引进

和储备重大项目。三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支持围绕技术创新、技术

升级需求加大工业投资，支持企业瞄准国际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

工艺装备、能效环保水平。 

（五）完善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交通、能源、农田水利、信息

网络、园区等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

加大对储备项目的协调调度力度。二是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

县域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园区配套服务水

平和综合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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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2018 年中国工业百强区发展报告 

一、2018年市辖区工业竞争力评价 

（一）2018 年市辖区工业竞争力评价 

工业百强区评价以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之外的

市辖区为评价对象。结合市辖区特征，参考 2018 年中国县域工业竞

争力评价体系，测算得出我国 2018 年工业百强区竞争力指数及其排

名情况（如表 9），第 1名是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竞争力指数为 0.8756；

第 100名是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竞争力指数为 0.3083。 

表 9 2018年工业百强区竞争力指数及排名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1 广东 深圳市 龙岗区 0.8756 

2 广东 广州市 黄埔区 0.8117 

3 广东 深圳市 南山区 0.7921 

4 广东 佛山市 顺德区 0.7816 

5 广东 佛山市 南海区 0.7385 

6 广东 深圳市 宝安区 0.7113 

7 山东 青岛市 黄岛区 0.6865 

8 江苏 常州市 武进区 0.6743 

9 江苏 南京市 江宁区 0.6426 

10 浙江 杭州市 萧山区 0.5519 

11 广东 佛山市 三水区 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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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12 江苏 常州市 新北区 0.5325 

13 江苏 无锡市 新吴区 0.5253 

14 浙江 宁波市 北仑区 0.5245 

15 江苏 苏州市 吴江区 0.5095 

16 辽宁 大连市 金普新区 0.5012 

17 江苏 徐州市 铜山区 0.4934 

18 广东 佛山市 高明区 0.4886 

19 湖南 长沙市 雨花区 0.4797 

20 山东 青岛市 即墨区 0.4704 

21 四川 成都市 龙泉驿区 0.4693 

22 江苏 南京市 浦口区 0.4674 

23 广东 广州市 南沙区 0.4666 

24 广东 广州市 天河区 0.4635 

25 浙江 宁波市 镇海区 0.4629 

26 广东 广州市 番禺区 0.459 

27 浙江 宁波市 鄞州区 0.4581 

28 广东 佛山市 禅城区 0.4522 

29 浙江 绍兴市 柯桥区 0.4445 

30 江苏 苏州市 高新（虎丘）区 0.4444 

31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区 0.4379 

32 山东 青岛市 城阳区 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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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33 山东 淄博市 临淄区 0.4284 

34 江苏 扬州市 江都区 0.4277 

35 江苏 南通市 通州区 0.4244 

36 江苏 无锡市 锡山区 0.4206 

37 江苏 苏州市 吴中区 0.4148 

38 广东 广州市 花都区 0.4114 

39 江苏 南京市 溧水区 0.4094 

40 江苏 无锡市 惠山区 0.4082 

41 江苏 无锡市 滨湖区 0.4030 

42 广东 深圳市 福田区 0.4012 

43 浙江 杭州市 余杭区 0.3948 

44 湖南 长沙市 岳麓区 0.3823 

45 浙江 绍兴市 上虞区 0.3798 

46 山东 济南市 章丘区 0.3795 

47 浙江 杭州市 高新(滨江)区 0.3751 

48 江苏 南京市 栖霞区 0.3734 

49 四川 成都市 双流区 0.3697 

50 江苏 南京市 六合区 0.3679 

51 江苏 泰州市 高港区 0.3675 

52 湖南 常德市 武陵区 0.3669 

53 江苏 常州市 金坛区 0.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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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54 广西 南宁市 西乡塘区 0.3588 

55 山东 淄博市 张店区 0.3581 

56 湖北 武汉市 汉阳区 0.3566 

57 湖北 武汉市 江夏区 0.3563 

58 江西 南昌市 青山湖区 0.3558 

59 山东 淄博市 淄川区 0.3548 

60 江苏 南京市 高淳区 0.3529 

61 广东 广州市 白云区 0.3523 

62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0.3515 

63 陕西 咸阳市 秦都区 0.3457 

64 江苏 扬州市 邗江区 0.3452 

65 福建 龙岩市 新罗区 0.3444 

66 山东 威海市 文登区 0.3443 

67 福建 福州市 长乐区 0.344 

68 湖北 武汉市 东西湖区 0.3431 

69 江苏 泰州市 姜堰区 0.3427 

70 湖南 长沙市 望城区 0.3424 

71 河北 石家庄市 藁城区 0.3417 

72 福建 莆田市 涵江区 0.3392 

73 四川 成都市 新都区 0.3391 

74 陕西 西安市 长安区 0.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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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75 福建 厦门市 海沧区 0.3378 

76 福建 泉州市 泉港区 0.3367 

77 浙江 杭州市 富阳区 0.3354 

78 广东 珠海市 金湾区 0.335 

79 浙江 杭州市 上城区 0.333 

80 内蒙古 包头市 青山区 0.3316 

81 内蒙古 包头市 昆都仑区 0.3302 

82 陕西 榆林市 榆阳区 0.3297 

83 广西 柳州市 柳南区 0.3293 

84 山东 临沂市 兰山区 0.3281 

85 辽宁 沈阳市 铁西区 0.3272 

86 四川 宜宾市 翠屏区 0.3271 

87 四川 绵阳市 涪城区 0.3268 

88 安徽 芜湖市 弋江区 0.321 

89 山东 东营市 垦利区 0.3206 

90 辽宁 沈阳市 大东区 0.3195 

91 江苏 镇江市 丹徒区 0.317 

92 江苏 苏州市 相城区 0.3143 

93 山东 济南市 历城区 0.3141 

94 山东 青岛市 崂山区 0.3129 

95 广东 广州市 增城区 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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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竞争力指数 

96 广东 清远市 清城区 0.3117 

97 广东 江门市 蓬江区 0.3116 

98 江苏 泰州市 海陵区 0.3092 

99 湖南 湘潭市 岳塘区 0.3084 

100 福建 厦门市 翔安区 0.3083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二）2018 年工业百强区动态变化 

1、进退变化 

2018 年工业百强区新进 11 个，退出 11 个（如表 10）。新进的

11个区中，长乐区、即墨区新进理由为行政区划调整，即撤县设区；

清城区与涵江区进入原因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较好，工业发展质量向

好；金普新区进入原因为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发明授权合计超过

4万件；泉港区、丹徒区、翔安区进入原因为工业发展规模有所提升，

人均工业增加值处于较高水平；青山区、未央区、蓬江区进入原因为

城市化进程较快，其中青山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 4万元，未央

区、海陵区、蓬江区城镇化率均达到 90%以上。退出的 11 个区上年

多为 90名之外强区，属于正常变动。 

表 10 2018年工业百强区新进名单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2018 排名 

辽宁 大连市 金普新区 16 

山东 青岛市 即墨区 20 

福建 福州市 长乐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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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级市 县市 2018 排名 

福建 莆田市 涵江区 72 

福建 泉州市 泉港区 76 

内蒙古 包头市 青山区 80 

江苏 镇江市 丹徒区 91 

广东 清远市 清城区 96 

广东 江门市 蓬江区 97 

江苏 泰州市 海陵区 98 

福建 厦门市 翔安区 100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分布变化 

从百强区各省分布变化来看（如表 11），个数没有变化的省份为

江苏、山东、浙江、陕西、广西、河北、江西，增加的省份为广东、

福建、辽宁、内蒙古。从板块来看（如表 12）东部地区增加了 4个，

表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质量、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可能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东北地区增加了 1个，说明东北振兴战略可能正在逐步发挥作用；

中部地区减少了 4个，西部地区减少了 1个，说明中部与西部地区强

区工业内生发展动力仍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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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7年、2018年工业百强区省份分布变化 

2018 2017 

地区 个数 地区 个数 

江苏 25 江苏 25 

广东 20 广东 18 

山东 12 浙江 10 

浙江 10 山东 12 

福建 6 湖南 6 

湖南 5 四川 6 

四川 5 湖北 5 

陕西 3 福建 4 

湖北 3 内蒙古 2 

辽宁 3 陕西 3 

内蒙古 3 安徽 2 

广西 2 广西 2 

安徽 1 辽宁 2 

河北 1 江西 1 

江西 1 河北 1 

   云南 1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表 12 2017年、2018年工业百强区板块分布变化 

板块 2018 2017 

东部 74 70 

中部 10 14 

西部 13 14 

东北 3 2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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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变化 

从主要发展指标来看（如表 13） ，工业百强区总体工业增加值、

企业利润、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发明专利数均呈现增长状态。说明

2018 年工业强区在发展规模、质量效益、内生动力以及人民生活等

方面均好于 2017 年。主要发展指标中唯一下降的为工业投资，说明

工业企业在转型升级、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可能较为滞后，也可能是企

业生产逐渐向海外转移，因此国内投资积极性不高。 

表 13 2017年、2018年工业百强区主要发展指标合计比较 

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工业增加值总量（亿元） 48928.1 50215.7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合计（亿元） 11220.8 14413.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合计(元) 3955769.3 413734 

工业投资合计（亿元） 24035.1 22570.1 

每万人发明专利合计（件） 1683.7 2068.4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二、2018年中国工业百强区发展特点 

（一）分布仍然以东部为主，江苏、广东稳居前两位 

2018年工业百强区分布于 15个省（区、市）（如图 14），其中江

苏省 25个、广东省 20个，两省合计占百强区近半数席位。此外，山

东、浙江、福建入围较多，分别有 12个、10个和 6个。从板块分布

来看（如图 15），东部百强区数量占比为 74%、西部为 13%、中部 10%、

东北地区仅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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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4 2018年工业百强区区域分布（个数）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5 2018年工业百强区板块分布 

（二）东部工业增加值与增速实现双赢，广东领跑千亿

级增加值 

从千亿级工业增加值分布地区来看（如图 16），进入千亿级工业

增加值梯队的有3个省8个区，工业增加值总和占百强区总量的23.2%。

其中广东占 6个席位，而广东省内深圳占 3个席位、佛山占 2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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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占 1个；其余两个地区为山东省与江苏省。从工业增加值增速来看

（如表 14），工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 10%以上的区有 12个，主要以东

部地区为主。从单个百强区的增速来看，排名第一的为湖北省武汉市

江夏区、其次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排名第三的为江苏省常州市金

坛区。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6 千亿级工业增加值分布 

 

表 14 2018年工业百强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较靠前的区 

增速排名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1 57 湖北 武汉市 江夏区 

2 74 陕西 西安市 长安区 

3 53 江苏 常州市 金坛区 

4 14 浙江 宁波市 北仑区 

5 70 湖南 长沙市 望城区 

6 26 广东 广州市 番禺区 

7 13 江苏 无锡市 新吴区 

8 51 江苏 泰州市 高港区 

9 22 江苏 南京市 浦口区 

10 7 山东 青岛市 黄岛区 

11 17 江苏 徐州市 铜山区 

12 69 江苏 泰州市 姜堰区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 （2018 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8 
 

（三）东西部发展质量效益向好，江苏企业发展活力强

劲 

人均工业增加值在 10万元以上的区有 10个（如图 17），其中东

部地区占 8个席位，分别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西部地区占两

个席位，分别是广西、四川。从主营业务利润率来看（如表 15），主

营业务利润率维持在 10%以上的地区有 19个，其中东部地区占 12个

席位，西部地区占 7个席位。从单个省份来看，江苏省占据 6个席位

且利润率均在 11%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7 10万元以上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布 

表 15 主营业务利润率前 20名 

利润率排名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1 9 江苏 南京市 江宁区 

2 39 江苏 南京市 溧水区 

3 31 广东 珠海市 香洲区 

4 82 陕西 榆林市 榆阳区 

5 72 福建 莆田市 涵江区 

6 41 江苏 无锡市 滨湖区 

7 22 江苏 南京市 浦口区 

8 50 江苏 南京市 六合区 

9 60 江苏 南京市 高淳区 

10 25 浙江 宁波市 镇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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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排名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县市 

11 71 河北 石家庄市 藁城区 

12 63 陕西 咸阳市 秦都区 

13 76 福建 泉州市 泉港区 

14 21 四川 成都市 龙泉驿区 

15 62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16 86 四川 宜宾市 翠屏区 

17 74 陕西 西安市 长安区 

18 54 广西 南宁市 西乡塘区 

19 18 广东 佛山市 高明区 

20 89 山东 东营 垦利区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四）中西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初显，东部地区投

资活跃 

从劳动生产率的对比来看（如表 16），劳产率在 60亿元/万人以

上的有 12 个区，其中，中部地区占 5 个席位、西部地区占 5，东部

地区仅占 2 个席位。而劳产率排名后 10 名的地区均为东部地区，主

要受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西部工业强

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进展。从工业投资来看（如图 18），工

业投资在 300 亿元以上的区有 25 个，除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外，均

属于东部地区，工业投资总额占百强区工业总投资的 46.4%。 

表 16 劳动生产率超过 60亿元/万人的区 

劳产率排名 2018 竞争力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1 56 湖北 武汉市 汉阳区 

2 52 湖南 常德市 武陵区 

3 62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4 58 江西 南昌市 青山湖区 

5 82 陕西 榆林市 榆阳区 

6 76 福建 泉州市 泉港区 

7 24 广东 广州市 天河区 

8 88 安徽 芜湖市 弋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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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产率排名 2018 竞争力

排名 

地区 地级市 区 

9 21 四川 成都市 龙泉驿区 

10 80 内蒙古 包头市 青山区 

11 81 内蒙古 包头市 昆都仑区 

12 68 湖北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8  工业投资向好地区 

（五）四大板块新动能培育态势向好，创新驱动内生动

力欠佳 

从每万人发明专利较好地区来看（如图 19），20 件以上的区有

26 个，东、中、西、东北四个板块均有分布，说明各区域百强区对

新动能的培育较为积极。其中，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新动能培育动力

最足，每万人发明专利达超 300件，第二位的为深圳市龙岗区每万人

发明专利超 140件。从每万人发明专利的分布来看（如图 20），每万

人发明专利在 10 件及以下的区占 74%左右，说明新动能培育距离动

力常新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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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19 每万人发明专利较好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20 每万人发明专利分布 

（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3 万以上，江浙广生活质量较

高 

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布来看（如图 21）,3-5 万之间的区占

83%左右，其中 6 万以上的仅 1 个地区。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较好地区来看（如图 22），可支配收入在 5万以上的区均分布在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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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三地，说明三地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好，工

业经济发展比较重视人民生活改善。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21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 

图 2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好地区 

三、促进市辖区工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保持内生动力常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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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化的创新融资模式，激励企业提高科技研发投入。结合

工业区特点，建设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促进企业间、企业与科研

院所间的联合研发。鼓励企业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

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强区工业迈向

中高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主力军的作用，为中小企业创新

提供良好环境，引导其结合经济全球化、社会需求多样化、产业分工

化，攻克科技瓶颈。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加大对工业经济的投入力度，提升“三去一

降一补”政策实施效果。加快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大力发展强区工业互联网，发挥大数据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集中力

量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集群，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新动能

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市场需求为基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

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发展战略调整。 

（三）高度重视工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于促进强区人民生活改善，推进工业发展更上一层楼，着力

解决工业环境污染防治问题，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循环经济。加大力

度促进工业发展动力转换，推动制造大区向制造强区转变，从重视发

展速度向重视发展质量转变。减少低端无效供给，提高劳动密集型产

业生产效率，构建符合强区发展特点的现代化强区工业发展体系，形

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工业发展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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