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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inadequate, 

imbalance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become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ning and desig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in our country,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gives the opinion suggestion, 

to promote China's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our country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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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欠发达地区标准化发展战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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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本文从标准化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设计，初步分析

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意见建议，对推动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进我

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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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制

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的不仅仅是“小康”，而

且是要“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发展不平衡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问题，

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可能都会遇到并且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一趋势在很多国家还在加剧。

如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推进我国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界定 

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生

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1]欠发达地区不同学者、文件有不完全相同的

定义和界定，欠发达地区所包含的地区也是一个不断动态调整和变化的，然而，在一定时期

内会处于动态稳定的状态，包含的省市可能也是固定的。我国学者对“欠发达地区”的内涵与定

义方法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我国对欠发达地区界定主要有三种划分法。[2]一是地域划分法。在“七五”计划中将我国粗略

的分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过界定。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3]于 2009 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一）》中，对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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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进行了界定，把包含四川、青海在内的 20 多个省(区、市)划归到了欠发达地区。二

是单一经济划分法。胡鞍钢[4]以省为单元将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划为欠发达地

区，包括贵、皖等 9 个省区为欠发达地区。杨晓光等[5]以县为单元，将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60%的县（县级市）列为欠发达地区。对于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库区

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适当放宽标准，最终划入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共有 808 个。三是综

合划分法。杨伟民[6]借用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用人均收入等 10 个指标合成发展程度指数，

在省级单元将陕西、四川等 10 个省区划为欠发达的地区。王雷等[7]用 21 个指标对我国各省

发达程度进行聚类，并通过连续三年的数据分析，来划分我国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落后

地区。林勇[8]从分析欠发达地区内涵和社会发展水平衡量方式入手，运用 IDI 指标体系，实

例测算并给出了欠发达省份范围。另外，张鹏飞[9]构建了欠发达地区的四层指标体系，并通

过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界定了我国欠发达地区。总体汇总对比情况如表 1。 

表1 欠发达地区界定 

划分主体 划分单元 划分方法 欠发达地区 

国家（“七五”时期） 省区市 地域划分法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胡鞍钢（1994） 省区市 
单一经济划分法（人均

GDP） 

贵州、安徽、广西、甘肃、河南、云南、四川、江西、湖南、陕西、西藏、宁

夏、内蒙、山西、河北、湖北、青海、海南和吉林 

杨伟民（1997） 省区市 
综合划分法（发展程度指

数） 
四川、陕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和西藏 

王雷（2006） 省区市 综合划分法 

欠发达地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落后地区包括：内蒙古、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林勇（2007） 省区市 
综合划分法（IDI 指标体

系） 

陕西、重庆、宁夏、青海、河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西藏、甘肃、广

西、海南、云南和贵州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基地，

贵州省财经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

发中心（2009） 

省区市 地域划分法 

河南，河北省，湖北鄂西，欠发达地区包括燕山坝上地区、黑龙港地区、太行山

地区、沿海盐碱地区西部十二省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内蒙古，广西。 

谷树忠、张新华等（2011） 地市州盟 综合划分法 137 个欠发达地区 

张鹏飞（2016） 省区市 综合划分法 
江西、四川、湖南、黑龙江、海南、广西、宁夏、新疆、云南、青海、西藏、甘

肃以及贵州 

肖萍（2016） 省区市 地域划分法 

河南省、河北省欠发达地区( 包括燕山坝上地区、黑龙港地区、太行山地区、沿海

盐碱地区) 、吉林省延边州以及西部 12 省、自治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通过对表 1 中前期国内专家、学者对我国欠发达地区范围界定的梳理不难发现，四川、贵州、

云南、广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多年来一直都是公认的我国欠发达地区。 

3. 标准化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既包括自然、历史、教育等，也与世界经济整体态势影响以及地方

战略政策息息相关。其中，固有的自然环境很难改变、历史情况也已经形成。政府是影响中

国不同地区人均 GDP 差距的一个重要角色。不同地区战略政策的差异，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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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的 GDP 政绩考评体系[10]和政府调控[11]也会导致不同地区政府投资

的激烈竞争而引发“诸侯经济”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的市场分割，从而造成不同地区人

均 GDP 的差异。因此，区域协调发展能否早日实现与地方政府战略政策是否切实有效关系密

切，欠发达地区政府的战略规划的优化设计和布局是促进其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

至关重要的因素。 

标准是经济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工具，是国家基础性制度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标准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和引领性的作用。因此在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时要充分利用标准这一工具，重视标准化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提

升政府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方面的作用。全国很多欠发达地区也都已经认识到标准化的重要

作用，结合当地实际，纷纷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化发展战略、规划等。 

4.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标准化规划 

2.1. 标准化规划梳理 
截至 2017 年年底，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宁夏、青海、甘肃七个欠发达地区的省、自

治区中，均已经发布过如标准化相关的发展规划、纲要、意见、通知等战略性文件，表 2 梳

理了相关文件、规划的名称及发布日期等信息。 

表2 欠发达地区标准化相关规划表 

序号 地区 标准化与质量提升相关规划 日期或文号 

1.  四川 

四川省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2011－2015) 2010.11.09 

四川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 2016.12.18 

四川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017.09.06 

2.  贵州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0.05.04 

贵州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2.26 

贵州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实施方案 2017.08.24 

3.  云南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意见 云政发（2009）143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云政办发〔2016〕149号 

云南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 2017．08.25 

4.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的意见 桂政发〔2008〕55号 

5.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2017.02.24 

6.  青海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意见的通知 青政办〔2007〕95号 

7.  甘肃 甘肃省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14） 2014.11.15 

2.2. 规划内容简析 

通过对这些文件内容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标准化战略规划设计多以战略纲要，

省市政府加强相关工作意见、通知、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形式出现，对各地标准化工作的

总体要求、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作、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划设计。这些规划相

关的文件主要以“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体、社会参与”作为工作的导向，结合各省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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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和发展重点，在标准化方面，提出了健全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应用、 加强标准监

督管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加强国际标准化工作、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等工作，各地区根

据各地特点，一般都是从农业农村、工业、服务业、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

层面制定相应措施，保证标准化规划的实施。 

虽然欠发达地区标准化战略规划设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标准化战略规划

的发布和实施，为引领和推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提升区域竞争力，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多

年来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欠发达的局面，规划设计方面还有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的空间。 

2.3. 规划存在的差距 
从总体上来看，欠发达地区在标准化规划与发达地区标准化规划相比，还存在以下差距：一

是欠发达地区标准化发展规划更多倾向于标准体系的完善、标准化工作的加强，存在科技创

新能力不足、产业竞争力不够，国际标准化影响力欠缺等差距。二是部分欠发达地区存在简

单的转载国家标准体系规划内容的问题，部分规划设计偏重于形式化，实施效果欠佳，对地

区产业情况的结合等方面还存在一定欠缺。三是在标准化促进区域发展方面，部分地区存在

片面的追求标准数量，与实际成效结合方面的考虑不够。四是部分标准化发展战略的规划设

计偏于陈旧，与新形势、新趋势不完全符合。 

5. 建议 

结合以上针对欠发达地区标准化发展规划的探索研究和分析，针对当前欠发达地区的标准化

战略规划设计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1．深入研究和分析与本地产业特色相近发达地区标准化发展规划设计，紧跟国际、国家标准

化发展总体规划设计，定期组织调研和学习研究，总结相关成熟经验，进行适用性分析和探

索。 

2．善于抓住国家针对欠发达地区倾斜政策及其他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和优势，加强

标准化应用领域的拓展、创新和应用研究。 

3．标准化发展战略的规划设计不是一劳永逸的，还需要结合发展现状以及国家宏观政策进行

相应调整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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