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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分析与区域 

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
 

从省际贸易视角出发，对中部地区六省参与国内

贸易的总体水平、结构流向特征和区域内各省之间的

贸易流量分析结果发现：一是中部地区六省贸易总量

占全国贸易总量的水平基本与其 GDP在全国占比匹配；

二是中部地区六省属于贸易输出省份，扮演着资源供

应和循环中枢的重要角色；三是中部地区六省主要贸

易伙伴集中在区域内部，区域内贸易联系较强，但在

融入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如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能力偏

弱，在区域间产业链分工协作的合力不足。建议：一

是加大中部地区产业链分工合作，提升区域联动优

势；二是因地制宜把握区域特色，实现经济突破性增

长；三是发挥区域内各省比较优势，促进核心城市圈

建设；四是加快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打破经济循

环限制；五是积极创新贸易金融业务模式，催化省际

贸易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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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分析与区域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省际贸易视角出发，对中部地区六省参与国内贸易的总体水平、结构流向特征

和区域内各省之间的贸易流量分析结果发现，一是中部地区六省贸易总量占全国贸易

总量的水平基本与其 GDP 在全国占比匹配；二是中部地区六省属于贸易输出省份，扮

演着资源供应和循环中枢的重要角色。三是中部地区六省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区域内

部，区域内贸易联系较强，但在融入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如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能力偏弱，

在区域间产业链分工协作的合力不足。建议：一是加大中部地区产业链分工合作，提

升区域联动优势；二是因地制宜把握区域特色，实现经济突破性增长；三是发挥区域

内各省比较优势，促进核心城市圈建设；四是加快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打破经济

循环限制；五是积极创新贸易金融业务模式，催化省际贸易快速增长。 

一、中部地区实现区域融合发展战略分析 

（一）区域融合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措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指出，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

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的生存和发展下去。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转换成以依

赖内需为主，需要通过全面深化省际贸易，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畅通国内大循环来

实现。区域贸易、省际贸易在发挥市场规模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

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期中央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部地区作为全国大市场的重要组成和空间枢纽。中部地区区

域融合发展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 

（二）区域融合发展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中部地区是我国区位地理中心、市场地理中心和经济地理中心三者叠加地区，在

区位上具有中心势能、空间势能、重心势能、市场势能等多元势能，在空间上具有作

为内循环轴心的运行机能。区域东接沿海，西接内陆，中原腹地，九省通衢，起着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中心作用。区域内有两大跨区域城市群及相关产业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及产业群”和“中原城市群及产业群”，分别有机衔接长江经济带



                                                                                                    

 

与黄河经济带，是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的重要中枢。我国区域经济统筹协同发展，

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现代流通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形成，有赖于中部地区各省的支撑、协同和整合。深入研究中部地区各省贸易情况，

有助于了解中部地区各省经济发展格局、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对区域融合发展的促进

作用。 

二、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测算 

（一）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测算结果 

本文主要通过货物运输量估算法、引力模型运输量分布法得到中部地区六省贸易

流量数据，估算结果如表 1、表 2所示。表 1 与表 2是将省际间贸易量按照全国各经济

区域1进行汇总的结果，表 1为中部地区六省产品服务流入情况，表 2为流出情况。 

表 1. 中部地区各省产品服务贸易流入量   单位：亿元 

省份 北部沿海 东北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西部 中部 总流入 

山西 5599.17 89.98 421.08 24.28 183.35 1584.88 7902.75 

安徽 598.14 21.03 11559.45 676.96 943.57 19873.68 33672.83 

江西 106.35 9.43 4054.19 7001.52 1492.98 9471.87 22136.36 

河南 2046.70 238.20 14838.92 5300.10 9158.72 40120.18 71702.83 

湖北 1058.75 347.61 2660.22 3674.76 11992.36 37237.60 56971.30 

湖南 207.11 9.23 1874.13 8909.39 4503.33 20386.48 35889.6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数据整理 

 

 

表 2.中部地区各省产品服务贸易流出量   单位：亿元 

 北部沿海 东北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西部 中部 总流出 

山西 20742.80 186.38 3331.99 39.04 376.37 1139.69 25816.26 

安徽 3336.36 407.36 7340.13 77.30 1826.46 21597.58 34585.17 

江西 1438.29 84.44 9059.33 6675.28 1451.85 10301.91 29011.10 

河南 14664.28 1236.06 33811.02 294.77 8086.08 24035.88 82128.08 

                                                                 
1
  按地理位置、社会文化背景特征等将我国划分为六个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东部沿海区域

（江苏、上海和浙江）、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区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 



 

 

 

湖北 2937.92 571.43 3637.84 1420.43 8877.58 44979.20 62424.40 

湖南 980.21 256.77 2478.01 11051.08 5631.29 26620.44 47017.8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数据整理 

（二）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分析 

1.贸易流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 

六省总面积 102.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0.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六省总人口 3.64 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5.83%，较 2005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

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22万亿元，占全国总 GDP的 21.88%，较 2005年增加 3.08

个百分点。自 2006 年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以来，中部地区对全国的经济贡献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上述省际贸易流量估算数据显

示，中部六省贸易流入量占全国贸易流入量的 20.98%，基本与中部六省 GDP 在全国占

比匹配，贸易流出量占全国贸易流出量的 25.83%，高出GDP占比约4个百分点。同时，

将中部地区贸易总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其顺序

与各省 GDP 总量一致，再次印证了各省贸易总额基本与区域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的观

点。上述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与省际间贸易流通呈正相关，实现区域融合发展，打

通省际贸易流通，能够加快物力、人力以及技术的转移与扩散，能够对地区的经济增

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六省产品与服务流出总体大于流入 

本文将省际贸易参考国际贸易分类为贸易盈余、贸易赤字、贸易平衡三类。贸易

盈余省份的产品与服务总流出大于其总流入；贸易赤字省份的产品与服务总流出小于

其总流入；贸易平衡省份的产品与服务总流出等于其总流入。表 3 为中部地区六省省

际贸易盈余情况。 

表 3.中部地区各省产品服务贸易流入量   单位：亿元 

省份 总流入 总流出 贸易总量 贸易差 

山西 7902.75 25816.26 33719.01 -17913.51 

安徽 33672.83 34585.17 68258.00 -912.346 

江西 22136.36 29011.10 51147.46 -6874.73 

河南 71702.83 82128.08 153830.91 -10425.25 



                                                                                                    

 

湖北 56971.30 62424.40 119395.70 -5453.09 

湖南 35889.67 47017.80 82907.48 -11128.1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估算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六省均为贸易盈余省份，其中山西省贸易盈余最大，流

出量为流入量的 3.26 倍，原因可能是山西作为传统资源省份，流出主要为矿产资源输

出，2020 年山西为我国第一大产煤省，煤炭产量达到 10.63 亿吨，对外输出量巨大。

安徽省贸易盈余最小，流出量与流入量基本持平。结果表明，中部地区扮演着资源供

应和循环中枢的重要角色，实现国内经济循环需要以中部地区为关键点，着重突破。 

3.六省贸易循环主要集中在区域内部 

依据中部地区六省贸易流量估算数据，按份额计算得到各省贸易流向分布情况，

如图 1 所示。中部地区除山西省外，主要贸易伙伴均集中在中部地区，区域内贸易联

系较强，向区域外的贸易占比较少。其中，山西省的贸易 80%集中在北部沿海，安徽省

主要流出区域为北部沿海，流入区主要为中部地区，江西省流出流入区域主要为中部

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河南省流出流入区域主要为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湖北省、

湖南省流出流入区域主要为中部地区，可见区域外贸易虽然占比较少但指向相对集中，

主要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各省与东北地区的贸易联系微乎其微，主要是受空间距离

和交易成本限制。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内循环引力较大，物资交换主要集中在六省内

部，实现区域融合发展下的显著增长，突破中部与其他区域间的循环限制至关重要。 

图 1. 中部地区各省贸易流向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为进一步探讨区域内的贸易流量情况，本文建立了中部地区各省区域内产品服务

贸易矩阵，如下表 4所示。 

表 4.中部地区各省区域内产品服务贸易矩阵       单位：亿元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总流入 

山西 / 51.62 20.78 295.48 234.97 66.95 669.81 

安徽 12.12 / 1270.31 2070.58 2583.97 361.01 6297.98 



                                                                                                    

 

江西 2.63 103.71 / 17.40 626.09 2473.31 3223.14 

河南 159.12 6096.93 1674.22 / 12423.93 2597.36 22951.57 

湖北 45.02 1747.34 546.23 4446.71 / 2055.26 8840.57 

湖南 5.73 22.28 541.63 37.09 713.20 / 1319.92 

总流出 224.62 8021.89 4053.17 6867.27 16582.17 7553.88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单项流入/流出量来看，交易量最大的是湖北流入河南，总量为12423.93亿元，

其次为安徽流入河南，总量为 6096.93 亿元，交易量较小的是山西流入江西，总量仅

为 2.63亿元，山西流入安徽，总量仅 12.12 亿元。 

从区域内各省间贸易总量（见表 5）来看，河南与湖北之间的贸易是中部省份内部

循环的中坚力量，总量达到 16870.65 亿元，其次为安徽与河南之间的贸易，总量为

8167.51 亿元，第三为安徽与湖北之间的贸易，总量为 4331.32 亿元，贸易量最小的是

山西与江西、安徽、湖南之间，均在 100亿元以下。 

 表 5.中部地区各省区域内贸易总量    单位：亿元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山西 63.74 23.42 454.60 280.00 72.67 

安徽  1374.02 8167.51 4331.32 383.29 

江西   1691.62 1172.32 3014.94 

河南    16870.65 2634.44 

湖北     2768.46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中部地区经济循环的优劣势分析 

（一）阻碍经济循环的壁垒还未完全打破 

影响省际贸易的因素主要是区域间贸易成本，主要是指与地理区位对应的运输费

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显性和隐性壁垒。运输成本主要受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和运

输距离限制，当前国内贸易显性壁垒已基本消除，但省际市场依然存在诸多隐性壁垒，

如建筑、医药等各类招投标中看不见的封锁和梗阻，民营企业投资兴业过程中的障碍。

有些地方在公开披露的招投标文件之外，还有所谓的“抽屉文件”，限制外地企业参

与招投标。个别地方招投标则是通过“供应商名录”，以隐性的方式将外地企业排除



 

 

 

在外。这些都是中部地区难以突破区内限制的重要原因。国内市场一体化不完善问题

仍然存在，区域间的障碍还需要进一步消除。  

（二）区域经济分工协作内在合力不足 

建设高效运作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打通地区内循环的关键。

现阶段，中部地区各省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产业集群发展规模小、产业链缺乏合理

分工，中部地区经济循环内在合力远远不足。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产业集群规

模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缺乏地区核心示范和辐射带动效应。此外，中部地区产业链

低端，以资源型、竞争型集群为主问题的仍然突出，打通内部循环，实现中部地区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亟需采取延链、补链、强链措施，营造产业链分工合作发展环境。 

（三）促进经济循环的力量尚未完全发挥 

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流量基本匹配，打通区域融合发展对经济发

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基本匹配的发展态势，表明贸易循环流动对中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小，中部地区“内循环”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实现区域

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资源浪费的现象，需要政府、金融机构进一步引导

资金的高效使用。 

（四）区域产业基础化优势未充分运用 

中部地区是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主要区域，也是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粮食生

产基地、能源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的“三基地

一枢纽”的格局基本巩固，产业基础化趋势和优势显现。数据显示，中部省份的产品

与服务流出基本大于流入，是区域融合发展的物资与人力的供给输出端，但主要贸易

伙伴均集中在中部地区，区域内贸易联系较强，向区域外的贸易占比较少，可见中部

区域产业基础化的优势还未充分向区域外拓展。 

四、中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循环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中部地区产业链分工合作，提升区域联动优势 

实现区域产业合理分工，中部地区应着力跨界整合、平台互动，拓展产业边界，

强化产业链的共生效能，推动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发挥区域联动合作优势。 



                                                                                                    

 

一是搭建服务区域产业链合作发展的协同平台。积极落实《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基地）发展的指导意

见，搭建中部地区产业链高质量合作的协同平台，如河南省应积极培育汽车制造上游

龙头企业，积极与湖北、江西、安徽中下游整车制造企业加强合作，实现汽车制造业

合理分工，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安徽省与湖北省应依托雄厚的科研与资金实力，集

中开展上游研发工作，重点推动产学研融合，并与其他四省中下游企业开展区域合作。 

二是创新促进产业链合理分工的金融模式。金融机构应积极拓展核心企业直接融

资渠道，促进产业链“强链”；创新产融合作方式，促进产业链“延链”；推广银企

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产业链“补链”。另外，金融机构还应注重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

支持各省重点产业链核心企业深化战略合作，加强金融支持保障，助力区域联动；探

索现代化集群供应链金融模式，对接各级政府及产业集群，与地方政府、产业集群核

心主体共同制定合作方案。 

（二）因地制宜把握区域特色，实现经济突破性增长 

中部地区在继续强化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区域特色

发展。如山西应聚焦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

新产品、新业态”等形成突破，深入推进转型项目、新基建建设。安徽可以联动畅通

长三角循环为切入点，协同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推动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打造一批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共享平台。江西应深度对接融入国家战略，

实施“一带一路”布局行动计划，全力打造南昌、赣州、九江、上饶四大开放门户，

推进深赣港产城、海峡两岸（江西）产业合作区和赣粤、赣浙、赣闽等合作园区建设。

河南应大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培育形成全国供应链领先企业和现代供应链

体系全国领先城市，建设一批带动能力强的全国性、区域性专业市场和配送中心。湖

北应以强化推进“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为区域发展布局，加快构建战略

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主导、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数字湖北，

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湖南则优先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优化升级传统基础设

施，补齐民生基础设施短板，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发挥区域内各省比较优势，促进核心城市圈建设 



 

 

 

发挥各省的比较优势，基于地缘关系和资源禀赋差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布局产

业，加快城市圈建设，继续夯实产业基础。山西按照“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空间布

局，打造太原都市区核心引擎。安徽实施“一圈五区”战略，提高基础设施、产业体

系、公共服务联通融合水平，形成合理分工、竞相发展格局。江西完善提升“一圈引

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格局，构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板块支撑和动力

系统。河南重点依托郑州、洛阳都市圈，推动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区。湖北加速建设以省会武汉为主导的武汉城市圈，同时

形成以“襄十随神”、“宜荆荆恩”为代表的两个中型城市圈。湖南应大力构建“一

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 

（四）加快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打破经济循环限制 

省际贸易流量估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贸易流量集中在区域内部，促进经济循环

畅通，各省要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加大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力

度。 

一是立足区域现实强化政策创新支持。货币政策应该着重突破资金流动限制，引

导产业转移与承接融资成本下降，确保精准落实到产业转移市场主体。同时，财政政

策应该立足区位优势及特色，合理运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承接先进产业。 

二是促进成果转换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各省要联合推进技术创新成果与转型升级

和动能转换的匹配，促进科技成果及时向产业转移转化。如建设武汉先进存储器、洛

阳农机装备、长沙超级计算、赣州稀土磁性材料、南昌航空制造、合肥量子信息等一

批分行业产业创新中心和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三是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布局新兴产业。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孕育出大量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如大力推进武汉光谷、合肥声谷、

南昌 VR，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在

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业网络化、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形成具有中部地区特色的产业体系。 

（五）积极创新贸易金融业务模式，催化省际贸易快速增长 

金融服务助力中部地区贸易，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建设,着力点在于解放思想，摆脱



                                                                                                    

 

传统金融思维的禁锢，积极创新贸易金融业务模式。 

一是精确把握地区贸易优势，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贸易金融服务重点支持地区优

势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提升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助力贸易增长点培

育，实现经济循环高效增长。同时，分行业精准制定评估与融资方案，关注中小微企

业周转需求，打造小微多链条支持资金融通，激发区域贸易循环活力。 

二是搭建贸易金融服务平台，强化基础产业链条。聚焦农业、新能源、新材料、

新基建等重点基础行业贸易金融服务，支持产业基础强化，为中部地区基础产业打造

数字化、专业化与智能化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基础产业专属定制化服务，针对优质企

业，主动减费让利，巩固中部地区在区域融合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创新多层次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循环畅通。向中部地区提供多层次的贸易金融

服务支持，开展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多方联动，支持中部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地方政府部门、工商联组织、信用担保等机构

的联动协作，保障供应链高效运转，助力中部地区企业突破区域内部引力限制，加快

疏通区域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