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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2 年

展望＊

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 2021 年各地区经济总体实

现了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 中占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

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本文根据 GDP 规模将

各地区分为 3 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2021 年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需求和产业

增长表现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从各地区设定的

2022 年 GDP 增长目标看，全国 GDP 增速将达到 6%，这

要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水平（5.5%）。投资、服务业、

制造业升级、数字经济是值得关注的关键增长点，关

系全年目标的实现。2022 年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较

大，各地要提高疫情应对精准性，加强对受影响行

业、市场主体的纾困扶持；因地制宜发挥好各地政府

在稳增长、促转型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强区域合作与

协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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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2 年展望

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 2021 年各地区经济总体实现了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 中占

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本文根据 GDP 规模将各地区分为 3

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2021 年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需求和

产业增长表现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从各地区设定的 2022 年 GDP 增长目标看，全

国 GDP 增速将达到 6%，这要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水平（5.5%）。投资、服务业、制造业

升级、数字经济是值得关注的关键增长点，关系全年目标的实现。2022 年我国经济稳

增长的压力较大，各地要提高疫情应对精准性，加强对受影响行业、市场主体的纾困

扶持；因地制宜发挥好各地政府在稳增长、促转型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强区域合作与

协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象。

一、2021 年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2021 年各地区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各地区经济总体实现了

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 中占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

根据 GDP 规模将各地区分为 3 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梯队为 GDP 超过 4万亿元的 13 个地区，主要集中在华东（江苏、山东、浙江、

福建、上海、安徽）和中南（广东、河南、湖北、湖南）。2021 年这 13 个地区 GDP 占

全国的比重为 72.2%，略低于 2016 年（72.5%），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在

74.9%左右。其中，广东、江苏 GDP 均超过 10 万亿元。因此，第一梯队经济增长表现

对全国 GDP 总体走势起决定作用。第二梯队为 GDP 在 2-3 万亿元的 8个省（市、区），

主要集中在中部（江西、山西）和西部（陕西、重庆、云南、广西、内蒙古）地区。

2021 年这 8个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为 18.4%，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在 16.6%

左右。第三梯队为 GDP 在 2 万亿元以下的 10 个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贵州、新

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2021 年这 10 个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为 9.3%，对

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在 8.5%左右（图 1）。



图 1：不同地区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拉动（%）

注：某地区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拉动=全国 GDP 增速与该地区 GDP 贡献率的乘积，

某地区 GDP 贡献率=该地区 GDP 增量与全国 GDP 增量之比。GDP 以 2015 年为基期计算不

变价，全国 GDP 为各地区 GDP 加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其经济增长表现看，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2016 年以来第一梯队地区

GDP 平均增速要高于二、三梯队，而第二梯队 GDP 平均增速 2017 年以来开始快于第三

梯队（图 2）。在第一梯队中，与过去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总体要好于东部地区不同，

近两年在出口高增长等带动下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突出，2020-

2021 年 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6.1%、5.9%、6%。而受疫情、洪涝灾害等影响，河南、

湖北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3.8%、3.6%，低于第一梯队中

其他地区。第二梯队中，江西、重庆、云南等表现相对突出。第三梯队中，贵州、西

藏等经济增速相对更高，海南在自贸港建设等政策带动下近两年经济表现比较突出

（图 3）。第一梯队经济表现总体好于第二、三梯队地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图 2：三个梯队地区 GDP 平均增速（%） 图 3：不同地区 GDP 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一，第一梯队需求表现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第一梯队地区的消费、投资、

出口占全国的比重较高，2021 年分别为 74.1%、68%、87%，其中出口较为集中，主要

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 3 个外贸大省，2021 年其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3.2%、

15%、13.9%。第一梯队地区消费、投资、出口增速总体要好于第二、三梯队地区（图 4、

5、6）。在第一梯队中，各地区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都在

10%甚至 20%以上。江苏、山东、四川、湖南、上海、安徽等地区消费恢复相对较快，

增速更接近疫情前水平，尤其是江苏、山东、上海 3 个地区 2020-2021 年消费两年平

均增速要高于疫情前水平。这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等新模式带

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等有关。广东、浙江、湖南、上海、安徽等地区投资恢复较快，

这与民间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等有关。在第二梯队中，各地区出口也

总体保持了高增长，江西、重庆在消费方面恢复相对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

在 10%左右。江西、山西在投资方面增长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在 9.5%左右。

第三梯队中，出口总体表现不佳，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平均仅为 5%。近两年经

济表现相对突出的地区中，海南经济主要由消费、投资带动，贵州主要由消费、出口

带动。



图 4：三大梯队消费平均增速（%） 图 5：三大梯队投资平均增速（%）

图 6：三大梯队出口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第一梯队地区二、三产业增长更快，产业转型升级较快的地区相对突出。

第一梯队二、三产业 GDP 占全国的比重均在 70%以上（图 7），其 2020-2021 年二、三

产业 GDP 两年平均增速相对更快，分别平均为 5.7%、5.3%，高于第二梯队（4.9%、5%）

和第三梯队（5.6%、4.9%）。这主要是由于产业转型升级较快带动。第一梯队中，大

部分地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占比高。北京市第二产业 GDP 增长表现尤其亮

眼，2021 年增长 23.2%，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为 12.2%。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市高

端产业增长迅速，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较上年增长 1.1

倍和 89.2%，两年平均增长 52.5%和 43.7%。因此虽然第二产业在北京 GDP 中的占比只

有 18%，但由于增速快，第二产业成为稳定北京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江苏、浙江、安

徽等地区第二产业增速也相对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在 6%以上。2021 年，

江苏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22.5%，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全部工业比重提高到 41%。在消费、现代服务业等带动下，山东、四川、福建等地区

第三产业增速相对较快。第二梯队中，江西产业升级较为突出，2021 年其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23.2%、38.5%。重庆高技术制



造业占其工业比重也达到 19%，高于云南（9.4%）等地区。第三梯队中海南较为突出，

主要在于其服务业增长较快，2021 年同比增长 1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2.5%。

一方面“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带动水上运输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

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海南免税购物也带动批发和零

售、仓储邮政较快增长。

图 7：2021 年三大产业 GDP 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第一梯队整体抗风险能力强，第二、三梯队地区面临的增长和转型压力更

大。第一梯队中，受疫情、水灾等影响，湖北、河南两个地区 2020-2021 年两年平均

增速相对较低，分别为 3.6%、3.8%。但在产业、外贸、市场等优势带动下，其他地区

有效对冲疫情、房地产市场降温、环保压力较大等冲击，经济增长表现较好。而第二、

三梯队地区面临的增长和转型压力相对更大。一是第一梯队地区金融资源相对丰富。

2020 年第一梯队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机构数、资产总额分别平均为 1 万个、15.4 万亿，

高于第二梯队（6575 个、5.7 万亿）、第三梯队（3431 个、3 万亿）。同时第一梯队

PPP 项目总投资额、落地率高于二、三梯队地区（图 8）。二是二、三梯队地区总体传

统产业占比高，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压力更大。比如，传统重工业地区东北三省经济

增长表现依然不佳，辽宁、黑龙江、吉林 2020-2021 年 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3.2%、

3.5%、4.5%。三是二、三梯队地区营商环境总体弱于第一梯队地区。根据北京大学与

武汉大学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第一梯队营商环境指数平均为 61.3，高

于第二、三梯队（分别为 49.1、47.9）（图 9）。

图 8：各地区 PPP 项目投资额和落地率 图 9：各地区营商环境指数



资料来源：Wind，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武汉大学《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二、从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目标设定看 2022 年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从各地区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按照各地区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全国 GDP

增速将达到 6%，这要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水平（5.5%）。其中，第一梯队目标设定整体

平均增速为 6%，略低于第二、三梯队。2022 年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几大关键

增长点能否突破关系全年目标的实现。

（一）投资将成为各地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三大需求中，各地区相对更有主动性的是投资。2022 年，消费的恢复程度受疫情、

收入增长、消费新模式发展等影响，在全球经济放缓、高基数等影响下出口增速将高

位回落，投资成为各地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从各地区各分项目标设定看，大部分地区对于 2022 年外贸形势较为谨慎，目标设

定低于上年外贸增速。第一梯队中公布进出口增长目标的地区有 5 个，平均目标增速

为 6.3%，其中外贸大省广东进出口增速目标较低，仅为 3%。第二、三梯队外贸目标相

对较高，公布外贸增长目标地区的平均增速为 8.6%、8.5%。消费增速目标的设定进一

步接近疫情前水平，第一梯队中公布消费增速目标的地区平均增速为 7.6%，低于第二

（7.9%）和第三梯队（8.2%）。而投资增速目标设定明显提高，平均增速在 8%以上，

部分地区投资增速目标要高于 2019 年增长水平，第二、三梯队的投资增速目标要高于

第一梯队地区。

目前，各地积极从项目和资金等方面保障重大项目投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这

些项目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产业、民生保障等类型。不少地区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已

公布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地区的年度计划投资额较上年平均增长约 10%左右，除河北外，

其他地区年度计划投资额较上年都有所提高（图 10）。除了通过政府财政资金、专项



债等保障项目资金外，许多地区密集出台扩大有效投资政策，通过要素倾斜、贴息、

优化审批手续等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比如，上海提出全力支持建设项目资源要素供给

保障，加强市重大工程涉及土地、水面积、绿地、林地、工程渣土消纳和征收安置房

源等六项资源性要素指标统筹调配；浙江提出对省“4+1”重大项目，做到资金、能耗、

土地、林地、用海等要素应保尽保；四川提出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对纳入本

级及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

再审批项目建议书；云南安排 3 亿元省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用于“骏马奖”，每月对

固定资产投资综合评分前 5名的州、市进行奖励。

图 10：部分地区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额（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促进服务业加快恢复，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升级

从各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恢复情况看，第三产业 2020-2021 年两年平均

增速与 2019 年增速的差距平均在 2 个百分点左右，其中第一梯队的差距平均在 2.5 个

百分点左右，高于第二、三梯队地区（分别平均为 1.8、1.9 个百分点左右）（图 11）。

因此 2022 年第三产业增速的恢复或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只有河北、

贵州明确了第三产业的增速目标，分别为 8%、7.5%，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增速水平的

85%、96%。如果按照各地区第三产业恢复程度均超过 80%进行测算，全国第三产业增加

值增速将超过 6%，若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保持 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水平，

全年经济增速将在 5.5%-6%左右。因此促进服务业加快恢复对于稳定 2022 年经济增长

具有重要作用。一是要尽量减轻疫情对于生产、生活的冲击，为服务业持续恢复创造

良好的环境。二是积极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培育文化体育服务、休闲旅游、健



康养生等生活性服务业，做优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创意设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

从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重点布局

方向，这也是稳定 2022 年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已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目标

的地区预期工业平均增长 7.3%，较 2019 年快 1个百分点左右。一方面是推动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这在第一梯队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梯队地区经济规模大，转型升级

也走在前列，具备进一步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健全链长制，“一链一策”提升关键产业链，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措施。另一方面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这在第二、

三梯队地区表现的较为明显。这些地区传统产业占比高，在根据自身条件兼顾新兴产

业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促进传统装备制造、能源、化工、农业等领域转型升级。



图 11：各地区第二、三产业 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与 2019 年增速差距（%）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带来新增长点

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疫情暴发更是进一步加速其发展，经济和社

会数字化转型将为消费、投资、产业等带来新增长点。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从 2020 年的 7.8%增加到 2025

年的 10%，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要平均保持 11%以上，这将快于经济

整体增速水平。从预期增长目标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长可能会更快，比如，湖北、

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2022 年目标分别是增长 20%以上、12%。如果看涉及范围

更广的数字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达到 GDP 增速 3倍以上，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为 38.6%；已有广东、江苏、山东等 13 个省市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北京、上

海数字经济 GDP 占比超过 50%。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均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

部署，预计 2022 年数字经济将继续较快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地主

要措施主要包括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算力算法和大数据中心布局；推进数字

产业化，促进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推进产业数字化，

通过推动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等促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促进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应用。



三、政策建议

保持一定经济增速是稳就业、稳预期的重要保障，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各地区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尤其是转型升级较快、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大的第一梯队地区，要发

挥好稳定器和引领作用。

第一，提高疫情应对精准性，加强对受影响行业、市场主体的纾困扶持。疫情反

复是影响各地消费、服务业恢复和冲击中小企业经营的主要因素。各地区要平衡好疫

情常态化防控与稳定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大数据手段建立精准监测机制，提升

精准识别能力，提高疫情突发情况下的精准管控能力。同时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及时跟踪困难行业企业的恢复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为受疫情影响的

市场主体持续稳定恢复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目前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的第二、三梯

队地区消费恢复相对偏慢，这些地区要加快完善县乡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依托互联网发展激发消费活力，促进餐饮、零售、旅游等传统产业转型突围。

第二，因地制宜发挥好各地政府在稳增长、促转型方面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关

注外贸领域新变化对稳增长的冲击。2022 年疫情全球蔓延、中美经贸摩擦、外需放缓

等都是冲击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潜在因素，各地区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等外

贸大省，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经营、供应链体系的跟踪、监测，为外贸企业经营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及时提供保障。此外，各地要发挥地方主体责任，加强对大型企业

债务、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风险领域的排查、化解。另一方面，通过财政、

金融等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支

持，这些领域的发展既能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动能的培育。广东、上海、

北京等科研和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要发挥好创新引领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投入，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转型发展较慢的东北

和中西部地区，要加强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围绕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等促进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象。

当前，加强区域合作是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

要求，对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作用。各地区要依托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



调战略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一是将合作理念融入园区建设、产业链发展、基础

设施等方面。目前各地区都在大力推动新基建、新兴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发展，要

注重区域间规划统筹，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象。二是完善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域间利益

补偿等机制。比如发挥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等平

台或机制作用，促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经验加快结构调整。三

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第二、三梯队地区，要借鉴营商环境

排名靠前地区的经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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