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转移布局“共富”

大粤东锻造经济结构升级样本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游沙

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以人均GDP计算，广东省内最高者深圳是最低者梅州的近8.5倍，贫富差距悬殊是广东经济发展不能忽视的软肋。 近期广东省主要领导

赴梅州、河源等地考察，彰显以打造“大粤东一小时生活圈”来谋求区域平衡发展的意向。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过去数年来，广东省在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大力发展产业转移工业园，以承接珠三角地区转移的相应产业。如今，这些产业转移园已成形并成为缩小广东区内经济不平衡的引擎。专家

进一步指出，发展大粤东的意义远非产业承接这么简单。 从地图上看，粤东毗邻福建，而福建已有一个海西经济区。 如果以“一小时生活圈”为契机打通大粤东与海西经济区，将为泛珠三角地区再添一个强劲的经济

增长极，并为全国的区域规划带来示范效应。

推进产业转移 缩小贫富差距

梅州是粤东北的一个山城，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从深圳出发，驱车近5个小时才能抵达梅州市区，而从梅州市区出发，驱车近40分钟才能抵达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 该园区位于梅州市区西南部，

紧邻畲江中心镇镇区，梅揭、兴畲两条高速及广梅汕、梅坎两条铁路均交汇于此，206国道穿园而过。 这里可以说是梅州面向珠三角、沟通闽赣浙的交通枢纽。

该园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2008年以来，园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推进得非常快。 随着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落户，这里对梅州整个市区经济的重要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

沿着主干道，记者驱车巡视整个园区，看到珠江啤酒、三一重工等知名企业的Logo以及大片正在施工的厂房。 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园区共有企业128家，其中投产企业90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59.49亿元，同比增长48.1%；增加值20.95亿元，同比增长50.30%；当年税收2.36亿元，同比增长45.70%。

梅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硕表示，园区将结合梅州山水人文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食品等产业，继续实施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既积极主动引进新型特

色工业项目，又着力引进投入强度大、综合效益好的先进服务业项目。

以点带面，产业转移园对于梅州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意义不言而喻，这已成为当地政府的工作重心。 梅州市市长谭君铁在2月底举行的市人大会议上表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迁址和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园扩

园工作已获广东省批准，园区开发面积拓展到11.76平方公里，一批项目建成投产。东莞石碣（兴宁）产业转移园、五华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大力实施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引进了法国欧尚、香港毅

德等世界500强企业和伊利集团、大百汇等一批优质项目。

“梅州经济‘一软一硬’，‘软’的是五叶神卷烟，‘硬’的是塔牌水泥。 但最近十年来，梅州的经济大大落后于珠三角发达地区，甚至落后于临近的河源等城市。 ”梅州一家上市公司高管叹息说。 以人均GDP计算，这

里几乎是广东最穷的地方之一。

通过查阅相关统计数据并对照广东地图，可以发现，梅州以及附近的河源、揭阳、汕尾、潮州、汕头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均处于下游。 比较人均GDP数字，广东最“富”者是深圳，达12.37万元，而最“穷”者梅州仅为

1.44万元，贫富差距悬殊。 对此，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深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贫富差距悬殊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软肋，拉平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已成为广东急切要解决的要务。 目前，广东省的首要任务是缩小内部差距，其中一项是缩小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及东西两翼的发展差距。

广东省政府从2005年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并从2008年起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力双转移，相关政策不断出台。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在粤北、粤东、粤西等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产业转移工业园，承

接产业转移。 目前广东省已有35个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基地，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据今年1月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通报的信息，去年广东36个省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工业总产值3468.31亿元，税收137.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5%和26.2%；工业增加值773.48亿元，同比增长35.4%，较全

省平均增速高22.8个百分点，占东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总量的17.9%，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增加值增量占所在地级市比重平均达18.76%，成为东西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粤东西北地区

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五年来，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吸纳就业66.65万人，其中本地就业超过70%；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显著提高，城乡收入比缩小到3倍以内。 同时，珠三角地区企业将一般加工生产环节转移出去，着

力发展研发销售、总部经济等高端环节，推动产业链向粤东西北地区延伸，加强区域产业对接和分工协作。

力避同质化 提升发展效益

不过，距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80公里的深圳南山（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却屋漏偏逢连夜雨。

河源市龙川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4亿元，但在深圳南山（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诞生后的5年里累计投入近4.7亿元资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该工业园看到，园区的排水排污、污水处理、供水供电、通行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正在完善中。

在与广东省内其他产业转移园的激烈竞争中，该园连续两年在产业转移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中排名最后两位。 按照规定，去年下半年该园被取消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资格。 综合比较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研

的中山（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和深圳（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相比，可以发现各园区间的同质化竞争较严重。

例如，河源市、潮州市、梅州市的三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均有机械、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缺乏明显的产业分工，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产业雷同和同质化竞争。 同时，由于园区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脱节，不能完全共

用基础设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难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辐射能力，难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

“我们也很想找一些符合规划的好企业进来，但我们在挑，别的地方也在挑，到了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 现在引进的一些企业离最初的规划方向还是有一定差距。 ”粤东某产业园负责人坦言。

同质化竞争的一大负面效果是对环保的牺牲。 “粤北、粤东等后发地区的经济总量确实上去了，但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却一直上不去，污染水平倒是节节攀升。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教授陈林表示。

对于梅州经济发展，当地上市公司超华科技董秘王勇强表示，由于受制于交通、人才等因素，像东莞那样发展很多小企业是很难的，所以应该发展大企业，让有规模的企业做大做强，由大企业带动小企业，这可

能是一条更好的道路。 例如，梅州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应结合其比较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现代农业。

“在环境资源保护和发展经济发面需要协调。 为了保护环境，有一些企业肯定不能引进，即使它能促进经济增长。 ”王勇强说。

陈林表示，广东的产业转移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产业转移政策原来的目标———“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后发地区集约发展”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陈林建议，必须修正市县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体系。 “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谁不要GDP、工业产值，谁就是与自己的仕途为敌。 这样一来，协调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

梅州嘉应制药公司董秘黄康明表示，应根据地区实际发展相应产业。 粤东是后发地区，在制造业上很难与珠三角地区竞争。 梅州应该大力发展旅游生态产业，这方面有比较优势。

暨南大学一项针对河源和潮州两地产业转移园的调研报告显示，各园区发展面临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建设资金普遍短缺、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已成为园区建设的主要困难。

报告称，在当前中小企业缺乏资金的大背景下，政府投入基建资金的不足日益凸显。 产业转移工业园区靠有限的财政资金和一定的负债投入，使得部分园区建设水平偏低，形象建设进度缓慢，园区吸引力不强，

进而导致吸引不到优质企业，带动不了园区和当地的进一步发展，集聚效应难以形成，造成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即“资金短缺—园区发展缓慢—优质企业不驻入—带动不了当地经济—资金继续短缺”。

此外，城市规划滞后于城市开发建设，没有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造成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缺乏统筹规划建设。 产业转移工业园区规划、城市规划

和土地利用规划脱节，园区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权威性不强；各类规划之间衔接和协调不够；规划实施管理有待加强，难以形成园区的整合优势和规模效应。

陈林说：“产业转移政策的副作用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 即使没有政府推动，企业也可能因珠三角的资源环境禀赋变化而自发转移，此时政府与产业转移政策的东风总体来说自然是好事。 ”

加快基建步伐 融合大粤东

过去多年来，交通是制约粤东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梅州产业转移园某负责人表示，在招商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就是因为交通问题而打消了投资的念头。 梅州某上市公司高管表示：“由于交通不便，公

司要用的一些原料必须先在汕头港卸货，然后再走公路。 平摊下来，成本上升至少20%以上。 ”

不过，解决粤东交通的制约因素已列入地方政府工作的日程。 在加快产业转移的同时，广东正在着力加快粤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产业集聚带来的巨大人流与物流。例如，梅州今年提出“构建大交通”，

推动建设厦深高铁至梅州连接线，开建梅漳高速、环市高速、大潮高速以及兴建梅州新机场。 粤东地区的潮州、汕头等城市也提出兴建多条连接珠三角、厦漳泉地区的高速公路，构建大粤东1小时生活圈。

发展规划方面也有诸多举措。 去年2月，粤东、粤西、粤北地区3个“十二五”发展规划同步出台，这是继珠三角《规划纲要》之后，区域规划领域从珠三角拓展到粤东、粤西、粤北三大区域。 按照规划的思路与部署，

广东也有意识地将一些重大项目布局到粤东西北地区，以此带动产业快速崛起。

去年底，广东省发布《广东省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地级市城区扩容提质五年行动计划》，提出未来将打造包括汕头东部新城、湛江东海岛工业新城、肇庆新区、韶关芙蓉新城等一大批重点新城区建设平台，进一步

缩小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4月7日发布的《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再次提出，将粤东西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工作重心，据广东媒体报道，在4月8日广东省全省加快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提出，广东决心经过3至5年的努力，初步建成覆盖粤东西北的快速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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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主干道， 记者驱车巡视

整个园区，看到珠江啤酒、三一重

工等知名企业的

Logo

以及大片正

在施工的厂房。 工作人员提供的

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园区共有

企业

128

家， 其中投产企业

90

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

59.49

亿元， 同比

增长

48.1%

； 增加值

20.95

亿元，同

比增长

50.30%

； 当年税收

2.36

亿

元，同比增长

45.70%

。

梅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张硕表示， 园区将

结合梅州山水人文优势， 大力发

展生物医药、食品等产业，继续实

施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 大力

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既

积极主动引进新型特色工业项

目，又着力引进投入强度大、综合

效益好的先进服务业项目。

以点带面，产业转移园对于

梅州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意

义不言而喻，这已成为当地政府

的工作重心。 梅州市市长谭君铁

在

2

月底举行的市人大会议上表

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迁址和广

州（梅州）产业转移园扩园工作

已获广东省批准，园区开发面积

拓展到

11.76

平方公里，一批项目

建成投产。 东莞石碣（兴宁）产业

转移园、五华经济开发区等工业

园区建设步伐加快。 大力实施乡

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引进了法

国欧尚、 香港毅德等世界

500

强

企业和伊利集团、大百汇等一批

优质项目。

“梅州经济‘一软一硬’，‘软’

的是五叶神卷烟，‘硬’ 的是塔牌

水泥。 但最近十年来，梅州的经济

大大落后于珠三角发达地区，甚

至落后于临近的河源等城市。 ”梅

州一家上市公司高管叹息说。 以

人均

GDP

计算，这里几乎是广东最

穷的地方之一。

通过查阅相关统计数据并对

照广东地图，可以发现，梅州以及

附近的河源、揭阳、汕尾、潮州、汕

头在广东

21

个地级市中均处于下

游。 比较人均

GDP

数字， 广东最

“富”者是深圳，达

12.37

万元，而最

“穷”者梅州仅为

1.44

万元，贫富差

距悬殊。 对此，原广东省委书记汪

洋曾深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

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贫富差距悬殊成为广东经济

发展的软肋， 拉平区域间的经济

发展水平差距已成为广东急切要

解决的要务。 目前，广东省的首要

任务是缩小内部差距， 其中一项

是缩小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及东西

两翼的发展差距。

广东省政府从

2005

年开始探

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 并从

2008

年起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

力双转移，相关政策不断出台。 其

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在粤北、粤东、

粤西等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产业

转移工业园，承接产业转移。 目前

广东省已有

35

个位于欠发达地区

的产业转移基地，广州（梅州）产

业转移工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据今年

1

月广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通报的信息， 去年

广东

36

个省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工

业总产值

3468.31

亿元 ， 税收

137.39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77.5%

和

26.2%

；工业增加值

773.48

亿元，

同比增长

35.4%

，较全省平均增速

高

22.8

个百分点，占东西北地区工

业增加值总量的

17.9%

，较上年提

高

4.4

个百分点； 省产业转移工业

园工业增加值增量占所在地级市

比重平均达

18.76%

， 成为东西北

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粤东西北

地区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五年来， 广东省产业转移工

业园吸纳就业

66.65

万人， 其中本

地就业超过

70%

；欠发达地区农村

劳动力工资性收入显著提高，城

乡收入比缩小到

3

倍以内。 同时，

珠三角地区企业将一般加工生产

环节转移出去， 着力发展研发销

售、总部经济等高端环节，推动产

业链向粤东西北地区延伸， 加强

区域产业对接和分工协作。

专家：产业转移不是革命是改革

□

本报记者 游沙

暨南大学副教授、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陈林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广东的产业转移

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后发地

区集约发展”的既定目标还有

一定差距。 他建议，广东省要

协调区域发展，在实施产业转

移和劳动力转移 “双转移”战

略的同时，应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 后发地区作为主体功能区

中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

发区”， 理应获得来自中央或

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式补贴。

中国证券报：广东自

2008

年推出“双转移”战略以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目前政策已出

台

4

年多， 怎么看待这些政策

的成效和仍需面临的挑战？

陈林：近年来，广东的产

业转移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距离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后发地区集约发展”的既定目

标还有一定差距。 一方面，珠

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革命远

未成功，佛山、东莞等老牌工

业强市遇到的发展瓶颈愈发

凸显；另一方面，粤北、粤东等

后发地区的经济总量确实上

去了，但经济发展的含金量一

直上不去，污染水平倒是节节

升高。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产

业转移所产生的副作用？应如

何减少副作用？

陈林：产业转移政策的副

作用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因

噎废食。 首先，即使没有政府

推动，企业也可能因珠三角地

区资源环境禀赋的变化而自

发转移，此时政府与产业转移

政策的“东风”总体来说自然

是好事情。 其次，产业转移不

是革命，而是改革。 改革必须

是渐进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产业转移绝不是一蹴而就

的短跑。理想的产业转移如美

国的西部开发就经历了上百

年，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过

程，是一次经济、国民与社会

三位一体的马拉松。 在适当的

政策微调和市场化导向下，今

后产业政策的积极效应可能

越来越明显。

中国证券报：广东省内要

协调区域发展，还需要从哪些

方面入手？

陈林：首先，要加大地区

的转移支付，后发地区作为主

体功能区中的 “限制开发区”

和“禁止开发区”，理应获得来

自中央或省级财政的转移支

付式补贴。 其次，应借大部制

机构改革的契机，强化各地环

保部门的独立性，使经济性部

门与环保、国土、规划等约束

性部门形成良性的博弈与监

督机制。 第三，市县级的官员

考核指标体系必须修正。在现

有的考核体系下 ， 谁不要

GDP

、工业产值，无论有多污

染，附加值有多低，谁就是与

自己的仕途为敌，那么协调发

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证券报：粤东地区应

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才能走出

一条崛起之路？

陈林：粤东经济的发展一

定要结合自己区域的优势。拿

梅州来说，它是闽、粤、赣三省

的经济转承地带、交通枢纽和

物资集散地，同时，它也具有

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

所以其发展要以融通珠三角

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以粤、闽、

赣合作拓展产业空间，以生态

服务业、绿色新兴产业为突破

口，重点发展生态型、循环型、

低碳型的绿色现代产业，把新

型特色工业、生态服务业以及

精致农业“新三驾马车”做大

做强，形成“三骖齐驱”的产业

发展格局，基本建成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生态资源经

济化、经济崛起绿色化“四化

融合”的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转移利好基建消费公用事业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产业转移正在积极推进，

一方面，省级地方政府推动区

域内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国

家在政策上鼓励中部地区承

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

转移的推进将带来投资的大

幅增长，区域内的基建、房地

产、建筑建材等相关行业有望

迎来快速发展的机会。

趋势不可逆转

过去十多年，珠三角、长三

角地区一直是产业转移的目的

地，但时过境迁，随着生产经营

成本的快速上涨以及土地、自

然资源的约束， 粗放的扩张模

式已难以为继，倒逼珠三角、长

三角地区对内产业升级、 对外

产业转移。 民生证券的研究报

告显示，以土地为例，根据单位

建设用地的

GDP

密度指标测

算， 上海市

2010

年每公顷建设

用地的

GDP

高达

677

亿元，是青

海省的

16

倍以上。 由于中央政

府对各地建设用地予以严格控

制， 这意味着未来上海必须谋

求更集约化的产业发展， 占地

面积较大、 附加值较低的行业

将不得不退出。 同样的问题也

出现在珠三角地区。

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政策上推动区域间或省内产

业转移。 例如，广东省正在推

动珠三角的一些产业向东西

两翼欠发达地区转移。民生证

券的研究报告表示，政策因素

很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区域产

业转移的重要催化剂。 一方

面，大力推动东部地区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包括金融改革试

点、“营改增”试点等一系列改

革；另一方面，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主要包

括区域政策倾斜、财政货币政

策倾斜等相关配套政策。

除广东省推动的省内产

业转移模式外，中央政府明确

提出的承接产业转移功能的

重大开发区域包括太原城市

群和江淮地区的皖江城市带。

在区域产业转移中，国家在激

励政策上明显偏重中部地区。

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中部

地区要构建沿陇海、沿京广和

沿长江中游经济带，重点推进

太原城市群、 皖江城市带、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 中原经济

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

市群等区域发展。

蕴含投资机会

区域产业转移的推进实

质上是工业化在区域层面的

纵深发展。 对于承接方来说，

要在承接地区建设新的厂房，

安装新的设备，配套新的基础

设施，需要大量的投资。 对于

转移方来说，产业升级主要依

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

资本投入。

产业转移的第一个阶段

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 例

如， 广东近期出台的文件显

示， 广东准备在欠发达的粤

东、粤西交通投入巨资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 包括八大工程、

21

个大项共

460

个项目的建

设，总投资约

2.95

万亿元。 在

这种局面下， 区域内的基建、

房地产、建筑建材等相关行业

有望迎来快速发展的机会。

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中航

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张磊表

示， 随着产业转移速度进入

平稳期， 前期建立的产业圈

将最终驱动城市化和工业化

不断提高。 由于新进入产业

的驱动，吸收本地区就业，本

地 “农民” 将快速成为 “市

民”，其生活方式将迅速由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以交

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 进而

刺激本地区消费率快速上

升， 带动区域内消费的自我

循环。 首先，这种消费包括与

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商

业零售、食品饮料、纺织服装

等行业；其次，城市化过程将

加大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城

市供水供气、园林绿化、通信

等行业将会受益。

力避同质化 提升发展效益

不过，距广州（梅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

80

公里的深圳南山 （龙

川） 产业转移工业园却屋漏偏逢

连夜雨。

河源市龙川县一年的财政收

入不足

4

亿元，但在深圳南山（龙

川）产业转移工业园诞生后的

5

年

里累计投入近

4.7

亿元资金。 中国

证券报记者在该工业园看到，园

区的排水排污、污水处理、供水供

电、 通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正

在完善中。

在与广东省内其他产业转移

园的激烈竞争中， 该园连续两年

在产业转移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中

排名最后两位。 按照规定，去年下

半年该园被取消省级产业转移工

业园的资格。 综合比较中国证券

报记者此前调研的中山（河源）产

业转移工业园和深圳（潮州）产业

转移工业园相比， 可以发现各园

区间的同质化竞争较严重。

例如，河源市、潮州市、梅州

市的三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均有机

械、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缺乏

明显的产业分工， 造成一定程度

上的产业雷同和同质化竞争。 同

时， 由于园区发展与城市规划建

设脱节，不能完全共用基础设施，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难以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辐射能力，

难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协调发展的目标。

“我们也很想找一些符合规

划的好企业进来，但我们在挑，别

的地方也在挑， 到了最后只能退

而求其次。 现在引进的一些企业

离最初的规划方向还是有一定差

距。 ”粤东某产业园负责人坦言。

同质化竞争的一大负面效果

是对环保的牺牲。 “粤北、粤东等

后发地区的经济总量确实上去

了， 但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却一直

上不去， 污染水平倒是节节攀

升。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

教授陈林表示。

对于梅州经济发展， 当地上

市公司超华科技董秘王勇强表

示， 由于受制于交通、 人才等因

素， 像东莞那样发展很多小企业

是很难的，所以应该发展大企业，

让有规模的企业做大做强， 由大

企业带动小企业， 这可能是一条

更好的道路。 例如，梅州自然资源

丰富，环境优美，应结合其比较优

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现代农业。

“在环境资源保护和发展经

济方面需要协调。 为了保护环境，

有一些企业肯定不能引进， 即使

它能促进经济增长。 ”王勇强说。

陈林表示， 广东的产业转移

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距离产

业转移政策原来的目标———“发

达地区产业升级， 后发地区集约

发展”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陈林建

议， 必须修正市县级政府官员的

考核指标体系。 “在现有的考核体

系下，谁不要

GDP

、工业产值，谁就

是与自己的仕途为敌。 这样一来，

协调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

梅州嘉应制药公司董秘黄康

明表示， 应根据地区实际发展相

应产业。 粤东是后发地区，在制造

业上很难与珠三角地区竞争。 梅

州应该大力发展旅游生态产业，

这方面有比较优势。

暨南大学一项针对河源和潮州

两地产业转移园的调研报告显示，

各园区发展面临一些不能忽视的问

题。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建

设资金普遍短缺、 基础设施投入不

足已成为园区建设的主要困难。

报告称，在当前中小企业缺

乏资金的大背景下，政府投入基

建资金的不足日益凸显。 产业转

移工业园区靠有限的财政资金

和一定的负债投入，使得部分园

区建设水平偏低，形象建设进度

缓慢，园区吸引力不强，进而导

致吸引不到优质企业，带动不了

园区和当地的进一步发展，集聚

效应难以形成，造成资本短缺的

恶性循环，即“资金短缺—园区

发展缓慢—优质企业不驻入—

带动不了当地经济—资金继续

短缺”。

此外， 城市规划滞后于城市

开发建设， 没有正确处理局部与

整体、近期与远期、经济建设与社

会发展、 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的

关系， 造成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缺

乏统筹规划建设。 产业转移工业

园区规划、 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

规划脱节，园区规划的前瞻性、指

导性、权威性不强；各类规划之间

衔接和协调不够； 规划实施管理

有待加强， 难以形成园区的整合

优势和规模效应。

陈林说：“产业转移政策的副

作用客观存在， 但我们不能够因

噎废食。 即使没有政府推动，企业

也可能因珠三角的资源环境禀赋

变化而自发转移， 此时政府与产

业转移政策的东风总体来说自然

是好事。 ”

产业转移布局“共富”

大粤东锻造经济结构升级样本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游沙

求解

区域协调发展

原广东省委书

记汪洋曾说： 全国

最富的地方在广

东， 最穷的地方也

在广东 。 以人均

GDP

计算， 广东省

内最高者深圳是最

低者梅州的近

8.5

倍， 贫富差距悬殊

是广东经济发展不

能忽视的软肋。 近

期广东省主要领导

赴梅州、 河源等地

考察， 彰显以打造

“大粤东一小时生

活圈” 来谋求区域

平衡发展的意向。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调查， 过去数

年来， 广东省在粤

北、 粤东和粤西地

区大力发展产业转

移工业园， 以承接

珠三角地区转移的

相应产业。 如今，这

些产业转移园已成

形并成为缩小广东

区内经济不平衡的

引擎。 专家进一步

指出， 发展大粤东

的意义远非产业承

接这么简单。 从地

图上看， 粤东毗邻

福建， 而福建已有

一个海西经济区。

如果以 “一小时生

活圈” 为契机打通

大粤东与海西经济

区， 将为泛珠三角

地区再添一个强劲

的经济增长极，并

为全国的区域规划

带来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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