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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ying-geese model is called the migrato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makes East Asia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conomically active area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ncheng
area, drawing the flying-geese mod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dustri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Jincheng area, and promotes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the Jinche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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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雁行理论被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候鸟效应，它曾使得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针对晋城地
区的经济发展，借鉴雁行理论，提出晋城地区的产业经济转型，推进晋城地区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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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雁行转移理论源于“雁行形态论”或称“产业的雁行形态发展论”，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创立[1]。40 年后，日本小岛清教授通过分析日本和美国企业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进一
步将“雁行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通过运用“雁行理论”的方法和实质对晋城的主导产业进行研究，以分析解决晋城产业结构失
衡的问题，对促进晋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雁行理论”
2.1. “雁行理论”内涵
雁行理论被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候鸟效应，它曾使得东亚地区经济一度活跃。“雁行理论”的内涵有
三个：
第一，它主要利用一种优势比较的原则，以促进国家间产业调整向更高水平方向和技术调整优化方
向转变，同时也强调通过利用产品进口的方式，转向出口加工的方式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雁行理论”主张将发展层次比较低本国产业循序渐进的向所要投资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既保证本国家能得到所要投资地区提供的科技和财政资金方面的支持，同时为本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优
化提供了一定的地理空间条件，促进了各地区的贸易来往。
第三，“雁行理论”主张产业的垂直分工的体系。东亚国家形成的日本-ANIES (亚洲新兴工业国和
地区)-ASEAN (东盟国家和地区)等国由高到低的多层次的分工梯次结构，便是这种垂直分工的具体体现
[2]。

2.2. 基于“雁行理论”下的主导产业选择机制
主导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轮，在它的带动下整个经济才能发展；同时主导产业也是形成合理和有
效的产业结构的契机，产业结构必须以它为核心[3]。它始终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发展中处于突出地位，
其机制选取是否恰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影响了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所面临的产业调整优化升级和转变的问题也
各不相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受到了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

3. 研究区概况
晋城分布于山西省的东南部，111˚55′E~113˚37′E 和 35˚12′N~36˚3′N 之间。近些年来，晋城市的经济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各项指标都居山西省前列。
总的来说晋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稳步上升的。04 年到 07 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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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7 年开始，晋城的 GDP 增长迅速，并在 2012 年突破了 1000 亿万，步入了千亿城市的行列)。
用晋城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部的太原市，北部的大同市，南部的长治市和运城市的城镇人均
可支配收入对比，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除太原市外，晋城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额高于其它各
市，并且有赶超太原之趋势。从一定的侧面反映出，晋城市经济持续稳步地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
高。
但在经济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难题，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口压力大，素质
低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难题是产业分配布局不合理，煤炭产业一枝独秀。

4. 晋城主导产业分析
4.1. 晋城产业结构分析
主导产业是产业结构的核心和演化的主角，其选择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主导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
也关系到整个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4]。最近几年，晋城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产业结构
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为构建更具竞争活力的潜力产业以及为促进可
持续的良性经济发展，晋城产业的优化调整势在必行。
第一产业近十年来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两者差距显著。由此看出，在产业结构调整
方面，晋城市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农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全市粮食生产产量低，随着人口增长，出现供应不足问题。农业一直
是晋城乃至整个山西省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生产水平低，产量不稳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粮食短缺
等都是山西第一产业的特点[5]。农业生产没有实现技术化，大部分主要还是依靠人力资源和自然的降水。
在农业的方面，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很多但技术人员却很少，这就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员资源集中在农业
生产上，使得工业和第三产业无法容纳和吸收到更多更好的从业人员。
第二，晋城市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20 世纪 80 以来，由于资源禀赋，煤炭资源得天独厚，
使得重工业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轻工业，加强了其重型结构的特征。导致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
发展。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与国内经济发达省市相比相差较远[5]。2009 年，晋城第三产业的生产比
值为 197.3 亿，天津与北京的生产比值分别为 3259.23 亿和 9100.4 亿，其第三产业的发展远远高于晋城。
除了部分发达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与地区总就业人数来看，全国基本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4.2. 晋城主导产业的选择
所谓主导产业就是指在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它是指那些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
技术，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其它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6]。
利用雁行理论对主导产业进行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雁行形态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优质而持
久的头雁效应，即头雁国家对雁阵其他国家的带动作用[7]。对主导产业的选择来讲，成为一个区域经济
中的主导产业，须具有专业化的技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雁头的带动发展作用。因此，
产业雁头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对雁身和雁尾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其次，雁阵中各
梯次的国家互为条件，都必须有结构调整的能力[7]。在运用雁行理论进行调整时，主导产业须与本地区
内各产业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的交往中有发展余地和优
化空间，以为之后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要求高梯次的国家和低梯次的国家在投资和贸易
方面保持相应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7]。雁行理论是一种比较优势原则下建立的“追赶型”
的发展模式，这就使得主导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需要有一种比较上的优势差来支持它正常的运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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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一定是那些富有生命力和活力，能够带动区域专业化方向上领域内的产业，这样才能取得良好
带头作用。
沁水煤田不仅是晋城市而且是山西省最大的煤田，其煤炭资源的储量十分丰富，且煤质良好，利于
开发利用，是全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所以，晋城地区财政收入则大部分来自于与之联系的部分企
业。改革开放之后，丰富的煤炭产业使以机器为主的重工业发展起来，晋城的经济也迅速崛起，在山西
乃至全国都占有一定了的经济地位，因此，奠定了煤炭产业在晋城地区的主导地位。

4.3. 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机理分析
根据主导产业的特点和雁行理论模式的要求，煤炭作为晋城的主导产业具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第一，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关键是要正确选择区域产业结构[8]。煤炭产业为晋城其他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产业基础，其每年给晋城带来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可以加大对其他产业的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它作
为“雁头”的带动作用，通过关联作用对其他部门产生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使这些部门衍生出对其它产
业部门的进一步带动作用，从而发挥雁行模式中的连锁反应和追赶反应。
第二，20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内外对煤炭资源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晋城作为中国重要的煤业基地，
占有了一定的产业市场，从而从为它发展生存，稳步成长的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市场的需求，煤炭产
业必然会很快走向衰落，晋城的经济发展也会收到影响。
第三，煤炭产业发展技术先进，且有很强的适用性。近几年来，为了实现更好的产业发展，晋城煤
炭产业致力于高质化，创新化，高端化产品研究工作。作为国家的技术企业和重大技术装备企业的晋煤
集团，自主研制了较多的煤矿开采设备，其中的两项成果还获得了科技进步奖。
第四，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解决了晋城地区的一部分就业压力。人口多，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是我国同样也是晋城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同样也代表了晋
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更多的是，它给社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就业压力。煤炭企业部门多，就业
机会也随之增多，具有强大的吸收社会劳动力的能力，能给人们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这样既减少了社
会的就业压力，又充分发挥了人口劳动力丰富这一基本优势。

4.4. 晋城市的主导产业影响力和带动性
“后雁行模式”是指一国之内发达地区产业沿着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不
断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和结构优化[9]。首先，用雁阵理论指导和推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
和升级需要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10]。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模式，在晋城区域内部，我们就可以把煤炭产
业作为“雁头”，第三产业比作“雁身”，第一产业比作“雁尾”促进经济发展。
从我国目前主导产业歧误成因的分析和其它国家主导产业选择的过程，我们得知，错误主导产业可
以在自流不觉中产生，但合理的主导产业却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3]。对于晋城来说，煤炭产业作
为“雁头”和主导产业，它首先应该调整好自身所存在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加强重工业快
速增长的同时也要大力推进制造业。它是晋城市经济发展高速稳定上升的关键。在煤炭产业比值不断快
速增长的今天，晋城地区的轻工业却没有相应的发展，导致其产业内部的在高级化方面相对滞后。晋城
地区应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同时，也借鉴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积极发展技术与劳动密集型产业，
改善其相对薄弱的制造业。
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来说，它内部结构的调整优化能改变第一产业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者进行生
产的弊端。农业一直以来都是晋城地区最落后的生产部门。技术水平低下，重点依托天然的灌溉和人力
耕作。推进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发展，不仅给晋城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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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劳动力资源可以更多的流向第二，第三产业，缓解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
短缺的现象。
对于第三产业来说，第二产业的发展可以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将大量的人力财力致力于第三产
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更好的城市形象，使晋城地区的第三产业走出去，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样的
条件下，不仅促进了第三产业以及其他关联产业同时发展，彼此增长，而且也保证经济资本的良性循环。

5.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领导者和服务者，应该给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创业风险的扶持以
及鼓励创新等政策。明确政府自身任务、职责，加强了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取舍，及时研究解决发展
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
第二、煤炭产业依托其现有产业基础，突出特色发展的同时，对于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也积极进行调
整和改善。在重点发展的同时以集群化的理念也大力发展培育非煤的主导产业，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相
应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其次，为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增添富有活力的城市动力机制。
第三、在进行产业调整优化时应以主导产业为主体，更好的发挥先前其的优势，进而将优势延长，
进一步将更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引入到其他产业中区，使其他产业也能生产出多功能、高附加值的多样化
产品，加强其市场的竞争力。
第四、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有发展前景的部门来说，一定要抓住机会，在较短时间内上升为
主导产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升级。
第五、同时认识到雁行理论的局限性与不足，避免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错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雁行理论模式的应用对晋城的煤炭产业实现转型和更好的带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晋城市农业落后，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煤炭一枝独秀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滞后的产业发展
模式给市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和风险。其中最关键问题是要调整好煤炭产业存在的弊端，
才能更好更快的发挥雁头作用，保证自身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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