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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抢占经济制高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要发展首先要选择，只有选对了才能促进发展。

然而，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基于此，文章运用建立了分阶段选择模型，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综合选择分析，最终选择出了利于重庆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键词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分阶段选择，因子分析，熵值法 

1.  引言 

目前，我国主要省市地区都以国家大力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为契机，全面制定和规划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目标，希望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提

振区域经济。各省市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既要

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框架下，又要注重与地区实际和

地区发展战略相匹配，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各具特色、优势

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从系统论的

观点来看，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战略性

新兴产业是区域经济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

未来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关系着区域未来的产业结构

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区域经济系统又是更为广泛的

国民经济系统和世界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时

必须要放宽眼界，不仅要研究系统本身，还要研究系统的

环境和背景，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对系统有一个全

面、客观的认识。区域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区

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定量分析，还要在定

量分析前后做一定的定性分析。 

2. 分阶段选择基本模型 

2.1 区域分析阶段 

区域分析阶段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出可能成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候选产业。任何一个区域在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

选择时，都需要对区域自身环境进行系统分析。区域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功能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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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要受到本地区要素条

件、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在选

择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前，首先要对区域自身有一个全面

客观的了解和分析，其中包括：生产要素资源禀赋、产业

结构现状、区位条件等等。 

2.2 定量选择阶段 

对区域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之后，就

进入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阶段。定量选择阶段包括：

选择基准与指标的确立；数据收集；评价方法的选择；指

标量化分析；计算综合得分；形成综合评价。本文主要是

采用因子分析法[1]和熵值法[2]分别以重庆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2.3 综合评价阶段 

（1）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系统发展

过程中的一部分，选择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分析区域

自身情况外，还应该客观地分析区域的外部环境，进行区

域外部分析。一般来说需要分析一下内容：国家宏观产业

政策与布局、经济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区际分工、外部市

场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要结合国家的产业布局和当前技术

发展趋势，选择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统筹下发

挥自身优势，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集群。 

（2）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殊性，研究特别是相关

数据统计都处于初级阶段，只能以现有的统计分类为基础

进行选择，因此需要对最后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定性分析，

从现有分类中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分类产业。主要是

通过将定量选择出来的产业进行细分，在更细小的产业类

别中选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产业而不仅仅是产业领

域。 

3. 重庆市概况以及产业结构 

3.1 重庆市概况 

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地处长江上游，东邻

湖北省、湖南省, 南连贵州省, 西接四川省, 北与陕西省

接壤，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丰富地区的结

合部，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枢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总

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利作用。全市总面积 82,403 平方

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具有对 2 亿多人口大市

场的区域辐射能力和带动力。重庆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已发现矿产 75 种，已探明储量 40 多种, 是全国特大城市

中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主要有煤、天然气、铝土

矿、锶、锰、汞、钒、钼、钡、岩盐、重晶石、萤石、石

灰石、石膏、大理石等。依托重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

运大通道、全国五大枢纽机场之一的江北国际机场，重庆

汇集形成水、陆、空无缝连接的立体交通网络，随着水陆

空交通的逐步完善，重庆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物资集散

地和贸易中转地，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2 重庆市产业结构分析 

重庆市直辖以来，GDP 由 1998 年的 1602.38 亿元增加

到 2011 年的 10011.37 亿元，现价总量翻了一番多，年平

均增长速度达到 15.14%。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产业结

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 1998 年

18.8:42.2:39 变为 2011 年 8.4:55.4:36.2。第一产业比重

下降 10.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 13.2 各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2.8 个百分点。2011 年全市第二产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73.3%，比 1998 年上升 30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 37.1 个百分点。可见，

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增长成为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

动力，是促进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全市经济快速、健

康、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 

重庆三次产业近 5 年持续增长，第二产业始终保持优

势且增速同比第一、第三产业较快，产值稳步增长。第三

产 业 增 长 趋 势 明 显 ， 但 在 总 产 值 中 比 重 有 所 下

降.2006-2011 年重庆市三产业产值 2011 年重庆市三次产

业增加值结构比为 8.4:55.4:36.2，同比 2010 年第一产业

下降 0.2，第二产业上升 0.4，第三产业下降 0.2 个百分点。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2.7%，

73.3%、24.0%，分别比 2010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上升

4.7 个百分点，下降 4.2 个百分点。说明第二产业在重庆

的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但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 

重庆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和固定资产的规模都不小，现

在已经形成以汽车、摩托车为重点的机械工业，以钢材和

铝材为代表的冶金工业，以天然气、化工和医药工业为重

点的化学工业三大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看，规模以上工业

中，汽车摩托车行业总产值 3273.58 亿元，增长 13.4%，

占工业总产值 27.2%；装备制造业总产值 2631.79 亿，增

长 56.7%，占工业总产值 21.9%；材料工业总产值 1821.88

亿元，增长 31.4%，占工业总产值 15.1%；电子信息产业总

产值 2027.90 亿，增长 98.6%，占工业总产值的 16.8%。
[3]
 

综合以上重庆产业结构和产业状况的数据分析，分别

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了选择。从第二产业中选取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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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 27 个行业作为

候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第三产业中选取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交通运输及仓

储和邮政、金融、文化体育与娱乐、住宿和餐饮、科学研

究及技术服务等 8 个行业作为候选战略性新兴产业。 

4. 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量选择 

4.1 指标体系的建构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不仅要遵循科学的选择

原则，还要有合理可行的选择基准。本文将区域战略性新

兴产业选择基准确定为：产业增长潜力、产业综合效益、

产业带动性、产业技术创新、产业资源环境和产业比较优

势基准
[4]
。本文选择了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构建区

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统计口径不同，产业特性也有较大区别。因此，针

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表1是第

二产业的选择指标体系，表2为第三产业的选择指标体系。 

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统计处于起步阶段，数据

难以获取。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12《重庆统计

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和 2010 年重庆 42 部门投入

产出表，收集了我市第二产业中 27 个、第三产业中 8 个产

业 2010 年的相关数据。由于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划分和统

计年鉴中的产业划分有一定的差异，本文以统计年鉴的分

类为准，同时对得到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加以近似处理。 

表1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1 

区
域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选
择
评
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产业增长潜力 
工业增加值率 产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 

成本费用利润率 产业的利润总额/成本费用 

产业综合效益 

利税增长率 利税总额增量/上期利税总额 

总资产贡献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产业带动性 
影响力系数 里昂惕夫逆矩阵纵列系数的均值/全部产业 

感应度系数 该产业逆矩阵横行系数的均值/全部产业 

产业技术创新 
新产品产值比重 新产品产值/产业总产值 

科技经费比率 科技经费支出/产业增加值 

产业资源环境 
单位产值能耗率 产业能源消费量/产业增加值 

三废综合利用率 三废排出量/总产值 

产业比较优势 

区位商 (产业产值/该地区工业总产值)/（全国该行业产值/全国工业总产值) 

市场占有率 产业销售额/社会总销售额 

产值比重 产业增加值/区域生产总值 

产业贡献率 增加值增量/区域增加值增量 

表2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2 

区
域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选
择
评
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综合效益 

劳动生产率 产业增加值/从业人数 

产值规模 产业增加值/地区 GDP 

从业人员平均 劳动报酬/从业人员数 

产业增长 产业增加值增量/前期增加值 

带动性 
影响力系数 里昂惕夫逆矩阵纵列系数的均值/全部产业 

感应度系数 里昂惕夫逆矩阵横行系数的均值/全部产业 

比较优势 

区位商 (产业增加值/地区增加值)/（全国该行业增加值/全国增加值) 

产业贡献率 增加值增量/区域增加值增量 

市场占有率 产业增加值/全国该行业的增加值 

 

4.2 重庆市第二产业的因子分析 

将收集和整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一个

15 27 的矩阵的形式，行是 15 个指标，列是 27 个候选产

业,指标依次表示为 ),,,,( 151421 XXXX  。 

将处理后得到的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操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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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Analyze-Data Reduction-Factor”。根据原有变量的

相关系数矩阵，我们选取数值大于 1 的特征根，最后得到

五个公共因子。因为前五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80.500%，选择这五个主因子原有信息的丢失量较少，可以

反映出大部分信息，用因子分析来评价备选产业是可行的。 

为了让公因子变量更加具有可解释性，采用方差最大

正交旋转法将采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

转，进而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由各因子载荷大小，

我们选取载荷＞0.5 的来可以提取公共因子。  

根据软件得到的结果，第一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32.086%，在 5 个主因子中最大，在 12X 、 13X 、 14X 和 15X

方面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称为“比

较优势因子”。第 2 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16.220，在

6X 、 7X 、 8X 和 9X ，反映的是产业的创新和带动性，

因此称为“创新及关联因子”。第 3 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为 13.935，在 3X 、 4X 和 5X 方面有较大载荷，指标反映

的是产业的综合效益，因此称为“效益因子”。第 4 个主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10.442，在 1X 和 2X 方面有较大载荷，

反映的是产业的增长潜力，因此称为“增长因子”。第 5 个

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7.838，在 10X 和 11X 方面有较大

载荷，反映的是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因此称为“环保因子”。 

最后根据5个主因子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加权求

和得到产业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排在前十位的产业分别为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医药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按 F1 排名，依次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煤炭开采和洗选、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按 F2 排名，依次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用品制造、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按 F3 排名，依次为烟草制品

业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按 F4 排名，依次为烟草制品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按 F5 排名，依次

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3 运用熵值法对重庆市第三产业的选择 

第三产业较少，数据样本量相对也少，很难用因子分

析方法进行定量选择，因此采用熵值法对第三产业进行选

择。熵值法是通过固有的数据来进行权重的确定，减少了

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主要原理是通过判断各个因素的变化

剧烈程度来确定该因素在最终目标中所占的权重。 

(1)数据标准化。设m 个评价指标 n 个产业的原始数据

矩阵为 nmijaA  )( ，标准化后得到 nmijr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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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熵值。第 j 个指标的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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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权重。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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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性加权计算产业的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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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本文 8,9m  n 。再，按

式 (2)-(4)进行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劳动生产率

=0.12655，产值规模=0.102199，从业人员平均=0.117775，

增加率=0.10883，影响力=0.068033，感应度=0.164063，

区位商=0.083005，产业贡献率=0.14654，市场占有率

=0.083005。最后按式(5)得到重庆市 8 个第三产业的综合

得分，并进行排序，结果见表 3。 

表 3 产业综合得分及排名 

产业名称 综合得分 排名 

金融业 0.302093 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136369 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135484 3 

房地产业 0.127072 4 

住宿和餐饮业 0.10937 5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0.076764 6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0.06628 7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0.04656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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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分析选择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虽然文中采用了因子分析和熵值法，都是基于实际数

据本身的处理和分析，比较科学合理。但是，不管什么样

的模型都是有缺点的，本文拟通过把模型计算结果与技术

发展方向和宏观调控政策结合起来分析得到较好的弥补。 

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要想选择合适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做

出分析和预测，只有这样才更快地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的

长远发展。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主要表现在一下

方面。（1）信息技术和科学将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未来微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网络等技术发展即将

带领新的产业革命。（2）生命科学技术。生命科学在揭示

生命本质规律以及认识和控制生命过程方面，尤其是为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领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

径。（3）能源和环境技术。很多能源都是有限的，而且在

开发利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4）材料科学。由

于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性能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多功能等将会对制造、

生活多方面的产生重要影响。（5）先进制造技术。制造技

术将呈现更加智能化、集成化、高密度，为产业升级提供

重要的技术和装备基础，同时创造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根据定量选择中综合排名的情况，将第二产业中的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烟草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煤炭开采和洗选、医药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通用设

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和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作为即将分析的

对象。此外，仪器仪表及文化、专用设备制造业在 F2 上得

分较高，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与第一位相差较小，且此

因子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增

加这两个共 15 个产业作为综合分析的对象。 

2011 年政府组织编写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

为以后相关的统计工作奠定基础。然，本文的数据是基于

现有的统计分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存在差别。因此，

将上节中定量选择结果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进行对接

（见表 4），以更加清晰地展现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选择结果。 

定量选择中选出的煤炭开采和石油开采洗选，不能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资源总会枯竭，历史数据良好但

是难以持续发展。金融业虽然在国家的战略布局中并未提

及，但现代金融业的新兴衍生产品，对其他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

发展。基于前文分析，重庆市的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应放在

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其次是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和新能源领域，在满足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之后

应适当考虑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业。以现有统计分类来看，

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和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融，特别是其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部分。 

         表 4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照表 

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有统计分类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新能源汽车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新能源 
通用设备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新材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 

节能环保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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