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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周四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深

化规划内容和完善规划体系，尽快研究提出支持雄安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

适时启动一批基础性重大项目建设，确保新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这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最新政策动态，总体来看，新区建设仍处于规划和政策

研究阶段，但很快将会启动一批基础性重大项目建设。自去年初提出建设雄安新

区以来，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如何理解雄安新区建设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

如何理解雄安在京津冀乃至北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于判断未来宏观经济走向

具有重要意义。 

 

 

 

 

 

 

 

 

 

 

 

 

 

 

 

 

 

 

 

 

 

 

雄安新区建设即将落地，京津冀未来发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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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建设即将落地，京津冀未来发展可期 

 

本周四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深

化规划内容和完善规划体系，尽快研究提出支持雄安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

适时启动一批基础性重大项目建设，确保新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周日召开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强调要把新区每一寸土地都规划清楚再开始建设；

要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积极做好相关衔接工作；要提出一批

改革开放新举措；要适时启动一批基础性重大项目建设；要研究制定新区建设投

融资方案，继续抓好房地产、产业、人口等管控工作，为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这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最新政策动态，总体来看，新区建设仍处于规划和政策

研究阶段，但很快将会启动一批基础性重大项目建设。自去年初提出建设雄安新

区以来，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如何理解雄安新区建设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

如何理解雄安在京津冀乃至北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于判断未来宏观经济走向

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一直是以出口和投

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对应的经济增长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曾经所提

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思想，一方面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导

致了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情况。2008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爆

发经济金融危机，自身陷入了长期经济衰退中，同时也使得我国以出口拉动为主

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10年以后，中国GDP增速持续下滑，中西部增长速度开始

超过东部地区，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成为稳住宏观经济增长的破局之法，于

是，发展重心由沿海转向内陆，经济拉动方式由出口转向内需迫在眉睫。 

中国区域增长的不平衡问题，首先表现在各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东部和中

西部的不平衡；其次表现在一些经济增长极的内部不平衡，比如京津冀内部协同

问题，比如广东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的不平衡问题。从主要区域增长极来

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是主要的7大经济区域，在这里

面，以京津冀为主的华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多年以来，京津冀地区

的经济发展态势一直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不仅如此，京津冀内部的发展也

极不平衡，所以说京津冀的不平衡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从GDP总值来看，2017年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区的GDP总值加起来仅为8.25

万亿元，广东省的GDP为8.98万亿，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的GDP为16.78万亿元，

京津冀地区GDP总值不仅达不到长三角地区的一半，而且甚至没有广东省一个省份

多；从人均GDP的情况来看，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排在全国的第一和第三名，

分别为11.8和11.5万，但河北人均GDP仅有4.3万，连北京和天津的一半都达不到，

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是第二、第四和第五名，数额较为接近，反映区域内部

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广东则是第七名。 

京津冀的这种经济情况反映了该地区发展不仅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且



 

 

2018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 南华研究  宏观策略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3 

区域内部发展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也是极不平衡，北京对河北地区未能形成经济

辐射和带动作用。从2017年的增长情况来看，北京、河北和天津的GDP增速分别为

6.7%、6.7%和3.6%，均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增速，不仅如此，天津的经济增

速是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甘肃省。 

 

表1、全国各省份GDP总值和人均GDP情况 

指标名称 2017 年 GDP 总值（亿元） 2016 年人均 GDP（元/人） 

广东 89,879.23 74,016.00 

江苏 85,900.90 96,887.00 

山东 72,678.18 68,733.00 

浙江 51,768.00 84,916.00 

河南 44,988.16 42,575.00 

四川 36,980.20 40,003.00 

湖北 36,522.95 55,665.00 

河北 35,964.00 43,062.00 

湖南 34,590.56 46,382.00 

福建 32,298.28 74,707.00 

上海 30,133.86 116,562.00 

北京 28,000.40 118,198.00 

安徽 27,518.70 39,561.00 

辽宁 23,942.00 50,791.00 

陕西 21,898.81 51,015.00 

江西 20,818.50 40,400.00 

广西 20,396.25 38,027.00 

重庆 19,500.27 58,502.00 

天津 18,595.38 115,053.00 

云南 16,531.34 31,093.00 

黑龙江 16,199.90 40,432.00 

吉林 15,288.94 53,868.00 

山西 14,973.51 35,532.00 

贵州 13,540.83 33,246.00 

新疆 10,920.09 40,564.00 

甘肃 7,677.00 27,643.00 

海南 4,462.54 44,347.00 

宁夏 3,453.93 47,194.00 

青海 2,642.80 43,531.00 

西藏 1,310.60 35,184.00 

内蒙古 
 

72,064.00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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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南华研究 

 

二、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差别较大，北京的产业以服务业和高

科技产业为主，而河北则是钢铁大省，属于重化工业省份，这种产业结构导致京

津冀的产业联系不紧密，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其实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体系，京

津冀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难以通过自主的产业协同和联系解决。 

第二是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建设不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没有形成网

络化连接、城市间路网密度偏低，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实际上京津冀地

区的交通并不是很便利，这无形中也加大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成本。 

第三是全国的优质公共服务，诸如医疗、教育和行政资源大量集中在北京，

导致京津冀地区的生产要素过度在北京集中，这一方面造成了北京的大城市病问

题，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差距，导

致京津冀的畸形发展。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由于大量的高端产业聚集在北京，那么也带来了大量的

低端服务业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服务业市场，因此，疏解首都的非核心功能，

应当不仅仅是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因为大量诸如餐饮、出行和快递等低端服务

业是伴随高端产业而生，因此疏解低端产业的同时也需要疏解部分高端产业，引

导要素流入河北地区，这才有助于真正解决北京的问题。 

第四由于河北地区以重工业为主，因此在去产能和环保的大背景下，一方面

原有的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北京的产

业承接进度较慢，所以跟其他地区的差距也在拉开，京津冀地区成为了全国区域

经济增长中的薄弱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提出在河北雄安地区建设国家级新

区，并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我们知道，国家经济的

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发展，1980年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和1992年设立的上海浦

东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当中占有相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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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位，而雄安新区提到与深圳和浦东相当的战略高度，很明显已经是把它作

为未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 

 

三、雄安新区建设所包含的五个主要问题 

第一是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问题。雄安新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

也是具有综合城市功能的现代化新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建

设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目标包括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打造京津冀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为城市发展提供探索新的发展路

径等。 

雄安新区的首要任务在于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的疏解功能要符合新区

发展要求，同时也要根据疏解功能有针对性地优化新区规划空间布局。要增强新

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

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具

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通俗来讲，就是利用雄安地区的优越交通地

理条件和尚未开发的低成本优势，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流入，从而疏解

首都功能、拉动河北地区经济结构转型。 

二是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问题，这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的重要基础，雄安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包括交通条件、投资环境、生活居住环

境、生态环境等等，才能有效吸引优质产业和高端人才。目前来看，从京津两地

到雄安的铁路已经开始建设，为满足雄安新区运输要求，将原京霸城际铁路新机

场至霸州段调整至新机场至雄安新区。新的线路将增至5站：黄村站、新机场站、

固安东站、霸州北站、雄安站。雄安站占地面积为68.37公顷，比占地面积49.92

公顷、堪称“亚洲最大火车站”的北京南站还多了近20公顷，可见雄安地区交通

的高规格建设。除了京雄城际，还有京雄高铁，届时北京至雄安的交通将会十分

便利。 

三是雄安的城市规划问题。雄安的规划需要兼顾交通、建筑、产业、居住、

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四是产业规划问题。雄安新区的首要任务在于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要有针

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

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五是生态环保问题。雄安新区包括容城、雄县和安新三个地方，而有着“华

北之肾”之称的白洋淀就在这里。由于过去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和华北地

区极度缺水的客观情况，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本身已非常脆弱，所以雄安的建设，

生态环保是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从环保的角度来看，首先白洋淀的治理需要放在重要位置，湿地治理必

须在雄安建设之前。另外，考虑到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上，一

个是要控制新区规模，控制新区人口；二是生活区和工作区的规模要离白洋淀远

一点，把白洋淀作为一个休闲和旅游的功能区；三是发展一些对环境负荷比较小

的产业，像旅游，文创，高科技研发之类。所以我们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会再

出现大兴土木的情况，对工业原材料的需求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未来对诸如文创、

环保、高科技之类行业的拉动作用将会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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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球大类资产表现】 

2018年 2月 25日 

主要大宗商品涨跌幅 全球主要货币对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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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座 
大连期货大厦第 34层 3401、3410号 

电话：0411-39048000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 2 幢 B803、B805室 

电话：010-63155309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 2 幢 B801、B802、B608、B609

室 
电话：010-63161286 

 

哈尔滨营业部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93号 801、802、810室 

电话：0451-58896600 
 

郑州营业部 
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30号期货大厦 1306室 

电话：0371-65613227 
 

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闽江路 2号 1单元 2501室 

电话：0532-80798985 

 
沈阳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号闽商总部大厦 15 层 C室 
电话：024-22566699 

 
天津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与平交道交口东南侧 大安大厦 A座 1003 
电话：022-28378072 

 
上海分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1155号嘉里城 801-802单元 
电话：021-20220312、021-50431979 

 
上海芳甸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1155号嘉里城 803-804单元 
电话：021-20220312、021-50431979 

 
上海虹桥路营业部 

上海市虹桥路 663号 1楼、7 楼 
电话：021-52586179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2701、2702室 
电话：0755-82577529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2703、2705室 
电话：0755-82577909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8号环球都会广场 2008 单元 
电话：020-38904626 

 
芜湖营业部 

芜湖市镜湖区伟星时代金融中心 1002室 
电话：0553-3880212 

 
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1号 20-2、20-3 

电话：023-62611588 

 
永康营业部 

永康市丽州中路 63号 11楼 
电话：0579-8929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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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营业部 
太原市迎泽区解放南路 2号山西景峰国际商务大厦 8层 805室 

电话：0351-2118018 
 

余姚营业部 
余姚市城区余姚中国塑料城国际商务中心 3幢 102室 

电话：0574-62509011 
 

普宁营业部 
广东省普宁市中信华府南向门市东起 3至 8间首层至二层 

电话：0663-2663855 
 

桐乡营业部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凤鸣路 1048号一层、七层 

电话：0573-83378538 
 

舟山营业部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号交易中心大楼三层

3232、3233、3234、3235室 
电话：0580-8125381 

 
苏州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 88号环球财富广场 1 幢 2909室 
电话：0512-87660825 

 

南通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89号总部大厦六层 603、604室 

电话：0513-89011168 
 

厦门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6号之二砖石海岸 B 栋 1903单元 

电话：0592-2120291 

 
汕头营业部 

汕头市龙湖区金砂路 103号星光华庭商铺 112、212号房复式 
电话：0754-89980339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中央广场 B区准甲办公室 1405 室（第 14
层） 

电话：0791-83828829 
 

义乌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 208号 2楼 

电话：0574-85201116 
 



 

 

免责申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我公司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报告中的

信息和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均不能作为您所进行期货买卖的绝对依据。由于报告在编写

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南华期货公司发布的其他信息有不一致及有不同的结论，未

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了南华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

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 

另外，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只是反映南华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

前通知。未经南华期货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内容不得以任何范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复印本予

以任何其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留我公司的一切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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