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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70年来，陕西生产总值增长了
12723倍，人均收入增长755倍，新中国第一架
无人机、首只彩色显像管、第一块集成电路、第
一架民用客机、第一台火箭发动机……均诞生
在这片黄土地上。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
对陕西发展提出“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的
新定位、新要求。古老的三秦大地再次踏上追
赶超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国家担当，再造产业新体系

梳理 70 年陕西经济的产业发展脉络，有
三大节点不可回避：一是国家“一五”计划、“二
五”计划时期，国家布局建设了以国防科技和
现代纺织为主的一大批企业，其中，1953年全
国 156个重点项目中，布局在陕西的有 24个，
数量居全国第二位。“二五”计划期间，国家继
续加大对陕西工业领域投资，到1965年，陕西
工业总产值中，机械工业和纺织工业分别占到
36.8％和 27.5％，成为两大支柱产业。二是国
家“三线建设”期间，陕西又迎来一大批军工民
用、交通设备等基础产业。如今的秦川机床、
陕汽、法士特等一批全国装备制造行业标杆以
及诸多国家级大型科研院所均诞生于此。三
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企改革焕发生机的同
时，源自国有科教单位创新人才外溢引发的创
业创新大潮。以国家西安高新区、宝鸡高新区
等聚集区为代表的民营科技产业势能再次为
陕西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此外，兴发于上世
纪之交的陕北能源化工基地，为陕西工业持续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基于历史和地域产业要素禀赋，7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精心构建体现创
新引领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优化存量，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技术产业做优增量，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一是“优煤、强电、稳油、扩气、促新、深转
化”，推动能源工业稳定增长。二是加快培育
发展新动能，围绕现代化工、汽车、航空航天与
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现
代医药6大新支柱产业布局产业链。2018年，
陕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0%和 36.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4%。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开展国家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等
现代服务业。

突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的首要着力点。为此，陕西在加速推进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发展
的同时，发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
链推进方案，推动先进装备制造、集成电路、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
升，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异军突起；汽车、输变电、节
能环保、数控机床等领域的领军企业正加速由
设备提供商向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变。一大批
大中型骨干企业、“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
向研发设计上游衔枚疾进。

融合发展，释放潜能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聚集了丰厚的科教
资源。然而，曾经的计划体制下科技资源的“二
元结构”所导致的“分割、分隔、分离”现象，长期
严重制约着创新潜能的释放。2009年，陕西在
全国率先启动“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此后，伴
随着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的深入实践，以市场化机制为引导的“融合
发展”成为陕西激活丰厚创新资源的引爆器。

重构“政、军、民、产、学、研、用、才”等多位
一体的创新体系，统筹国家、地方、军工和市场
等各类创新资源同向发力协同作战，系统实施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业态创新，是陕西深化全面“创改”的重点
任务和目标。

作为承载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融合、深度共
享的市场化平台之一，西安科技大市场以财政
奖补政策为引导，利用其“科技资源信息化平
台、科技服务市场化平台、移动互联平台”等线
上线下的数据集成能力和创新产业服务体系，

“撬动”265家分属不同条块的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和军工单位的13235台（套）大型科学仪器
入网，其中军工单位仪器设备约占网内共享仪
器的 28.4%，使过去深藏甚至闲置在高校、科
研 院 所 和 军 工 单 位 的 仪 器 设 备 共 享 率 达
30%。目前，科技大市场平台线上交易系统为
各类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开设知识产权店
铺107家，累计发布可运营专利14231件，解密
国防专利7560件，军民两用技术1041项，军民
融合大数据中心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军
民融合导航检索、智慧决策、解密国防专利深
加工等特色功能的大型公益IP检索系统。

围绕“军民融合”与“统筹科技资源”两大改
革重点，陕西先后出台“打造‘一带一路’创新中
心的实施意见”“军民融合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
案”等 34项 120条新政策新机制。此外，精心
打造创新平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中科院西
安科学园建设等融合创新平台，陕西空天动力
研究院相继落地。西咸新区等4个国家双创基
地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1.4万个，2018年陕西
有33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合同
交易额突破1100亿元，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居
全国第七位。“军转民”“民参军”企业超过1000
家，军民融合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位。

向西开放，重绘丝路新画卷

陕西地处国家版图中心，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国家陆续在这里布局了纵横交错的交通
网络，但受制于交通成本和基础型产业结构，
直至改革开放后很多年，经济外向度低始终是
制约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短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陕西向
西开放的“门户”优势日渐凸显。党的十九大
以后，陕西跳出三秦谋布局，围绕短板聚合力，
提出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
济”，力促要素加速流动。先后出台了40多条
新政策，为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创新海铁
公铁联运、壮大跨境电商和优化营商环境以及
靶向招商等开放式发展精准加力。

本着密织通道，物畅其流的原则，陕西共
实施重点设施项目289个，完成投资3278.5亿
元。新建成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均超过 1000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5279公里；高速铁
路通车里程达 854 公里，在全国排名第九位。
201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为4465
万余人次，跃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国际（地区）
旅客量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首位；全年货邮

吞吐量首次突破 30 万吨，增幅位居全国十大
机场首位。此外，陕西还设立了西安临空经济
示范区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组建西北
国际货运航空公司，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运吞
吐量实现晋位且获批第五航权。中欧班列长
安号实载开行1235列，重载率、满载率均居全
国第一位，铁路旅客发送人数、货物发送量增
幅分别居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陕西自贸区
165 项试点任务基本完成，7 项制度创新成果
在全国复制推广。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陕西有三
个着力点：一是以织密公路网、做大铁路网、优
化航空网、构建综合交通网、做强信息网，加快
建立陆空互动、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做实枢纽经济。二是打造“一带一路”五大中
心，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做大门户经济。三
是实施高端人才支持计划，加强院士专家工作
站、博士后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术人
才发展平台建设。扎实推进“互联网+物流”建
设，完善城乡配送体系，积极培育无车承运人、
智慧物流等现代物流新业态，支持企业开拓海
外市场，创新做强流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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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70年，

陕西经济发展由数量追赶到质量

超越的轨迹特征明显。

新中国70年来，陕西经济发

展实现了量的剧增。生产总值快

速 增 长 。 1952 年 陕 西 GDP 是

1.92 亿元，1978 年为 81.07 亿元，

2018 年达到了 24438.32 亿元，生

产总值增长了 12723倍。值得关

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经

济更是提速增效，实现历史性突

破，经济总量跻身全国“万亿元俱

乐部”。

新中国70年来，陕西经济发

展表现出质量超越的显著特征。

第一，人民生活水平体现出

质量超越的特征。一方面，人民

收入水平发生巨变。1952 年陕

西人均收入 84.10 元，1978 年陕

西人均收入为 291 元，不足 300

元，2018年则达到6.35万元。70

年增长了755倍，改革开放40年

增长了217倍，2018年陕西人均

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此外，

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扩宽，结构不

断优化。居民收入来源从新中国

初期城镇居民主要依靠工资性收

入和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主要

依靠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逐渐转变

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多种渠道

并存。另一方面，人民消费水平

发生巨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由 1978 年的 55%下降为 2018 年

的 28.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由1978年的62.8%下降为2018年

的26%，不断向全面小康迈进。此外，居民消费形态发生

了深刻变化，居民家用小汽车、彩电、冰箱等拥有量不断

上升，其中 2018年私人汽车拥有量突破了 500万辆大关。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型、温饱型、单一化消费形态正快

步向品质型、享受型、多样化的消费形态转变，整体消费

形态不断朝着时尚环保、高品质、个性化的高质量产品

倾斜。

第二，陕西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体现了质量超越的

特征。一是所有制结构发生深度变革。改革开放 40多年

来，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比重不断提高，活力不断增

强。1997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仅为

26.7%，2018 年已达 54.2%。二是市场结构发生巨变。改

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市场基础上，通过

对外开放促进陕西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外向度

逐年提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从 1978 年的 0.12 亿美元到

2018 年的 2419.6 亿元人民币的跨越式增长。三是城乡结

构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陕西城镇

人口比 1978 年增加了 1724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44 万多

人；农村人口由 1978 年的 2325 万人减少为 1657 万人。

1978 年，陕西城镇化率为 16.34%，2018 年达到 58.13%，较

改革开放初提高 41.79 个百分点。四是产业结构发生了

巨变。陕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依

靠二三产业协同带动。

70 年艰苦卓绝，70 年玉汝于成。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陕西正积极落实“五新”战略任务，着眼于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新常态到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从新发展理念到“五新”战略任务，再到推

动“三个经济”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陕西跨入新时

代的新路标。

（作者系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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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