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15 城人均 GDP 达发达经济体标准，覆盖近 1.5 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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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并非一个简单的纸面数据，其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
产业的升级和带动能力。
据第一财经 3 月 1 日报道，上海统计局当天发布《201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2018 年上海人均 GDP 升至 13.5 万元，按照目前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计算，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首次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
国际组织认定，人均 GDP2 万美元以上，就是初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3 万美元以上，就是
中等发达国家。根据这一标准，记者通过梳理中国各城市公布的 2018 年经济数据，并以 2017
年末各城市常住人口为基准，发现有 15 个城市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
这 15 个城市分别为深圳、东营、鄂尔多斯、无锡、苏州、珠海、广州、南京、常州、杭
州、北京、长沙、武汉、上海、宁波，总人口超 1.45 亿。
对此，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 4 日在《新京报》刊发题为《15 城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都市圈崛起有了强力支点》的文章指出，15 个城市人均 GDP 破两万美元意义重大，
其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产业的升级和带动能力。
除了东营、鄂尔多斯两个资源型城市之外，其余 13 个城市基本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和新一
线城市，均处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中，是国家各类都市圈、城市群、
湾区规划中的中心城市或副中心城市。
文章认为，它们势必会成为都市圈的领头羊。一是这些城市已经形成了人财物各项生产要
素的磁吸和集聚效应，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具有辐射带动的能力；二是基于其经济质量
已经达到初等发达地区的水平，且依然在高速发展当中，应当承担起辐射带动的责任。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优化，
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 13 座城市迈入人均 GDP2 万美
元阵营，进一步夯实中国城市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和底气。
“中国城市的数量不仅多，而且发展质量高，通过这些城市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完全有能力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像部分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会出现所谓‘中
等收入国家陷阱’，正是因为其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的城市数量太少，难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
展。”文章说。
翻页为第一财经报道原文：
中国又一个超大城市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内地已有 15 个城市人
均 GDP 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覆盖人口近 1.5 亿。
3 月 1 日，上海统计局发布《201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下称《公报》），
2018 年上海人均 GDP 升至 13.5 万元，按照目前美元对人民币 6.7 的汇率计算，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首次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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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不是中国城市人均 GDP 首次达发达经济体水平，但由于上海人口规模超 2400 万，
是中国城区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 GDP 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均 GDP 达发达经济体水准，具
有重要象征意义。
“如果把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作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体，它们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早就在
人们的预期之中。”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海人均 GDP 已达发达
经济体标准是正常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城市达到这一标准。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各城市之间 GDP 总量不同，人口也不
一样，所以人均 GDP 是一个能更好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一
个综合性指标。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已
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按照人均 GDP 的标准来看，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板。
从全国看，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90 万亿人民币，人均 GDP 为 9780 美元左右，按
照世界银行 2015 年的标准，已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偏高水平。
国际组织认定，人均 GDP2 万美元以上，就是初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3 万美元以上，就是
中等发达国家。
根据这一标准，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梳理中国各城市公布的 2018 年经济数据，并以 2017
年末各城市常住人口为基准，发现有 15 个城市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
这 15 个城市分别为深圳、东营、鄂尔多斯、无锡、苏州、珠海、广州、南京、常州、杭
州、北京、长沙、武汉、上海、宁波，总人口超 1.45 亿。
排在第一位的是深圳，2018 年实现 GDP 总量 24221.98 亿元，以 2017 年末常住人口 1252.83
万人为基数，人均 GDP 近 20 万元，达 19.33 万元。
排在二三位的东营和鄂尔多斯，分别隶属山东和内蒙古，两个都是资源型城市，人口分别
是 215 万和 200 万左右，体量比较小。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 15 个城市中，江苏省占据 4 个，分别是无锡、苏州、南京和常州，
其中无锡市和苏州市人均 GDP 均已突破 17 万元。
经济大省广东占 3 个，分别是深圳、珠海和广东。浙江也有 2 个城市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
济体，分别是杭州和宁波，其中宁波人均 GDP 处于 2 万美元边缘，为 13.42 万元。
四大直辖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其中北京人均 GDP 是 13.97 万元，
上海是 13.5 万元，分别列 11 位和 14 位。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青岛和广东佛山两座城市，人均 GDP 接近 2 万美元。根据 2018 年数
据，佛山人均 GDP 是 12.98 万元，青岛是 12.92 万元。按照当前汇率和增速，明年这两座城市
很可能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上海 GDP 含金量很高
虽然人均 GDP 上海排名在中国城市中排名并不靠前，但从产业结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
却体现了上海 GDP 的含金量很高。
《公报》显示，2018 年上海市 GDP 同比去年增长 6.6%，其中三产比重进一步提高，占 GDP
的比重接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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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第一产业增加值 104.37 亿元，下降 6.9%；第二产业增加值 9732.54 亿元，增
长 1.8%；第三产业增加值 22842.96 亿元，增长 8.7%。
可以说，服务和流通业为主的三产为上海 GDP 的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源泉。上海统计局
的官方分析也认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快于第二产业，继续发挥了经济增长“稳定器”作用。
“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产业结构，社会民生和教育等各方面，上海都体现了高质
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上海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近 70%，转型升级
获得巨大成功，所以未来发展趋势还是非常看好。” 温彬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支点，上海人均 GDP 在 2018 年首次触及发达经济体标准，体现出了经济发展
由量及质的新趋势，验证了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秘钥。
程实总结说，以下两大“稳定锚”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首先是供给侧改革红利的加速
释放。历经 2016-2017 年的艰难改革，2018 年上海地区的供给侧改革成果初步显现，表现为
第三产业占比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速、新零售和中高端消费回流升温。这表明，在贸
易摩擦的逆风环境下，供给的优化有效激活了国内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进而带动了投资、
消费的内生复苏，夯实了经济增长底线。
其次，“稳增长”政策的高效执行。2018 年 7 月以来，面对内外部经济压力，中国经济
打出了“稳增长”的政策组合拳。就上海地区而言，金融业的改革创新，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市场治理的信息化和政府效率的稳步提升，共同减少了政策传导的阻滞和瓶颈，从而保障了
“稳增长”政策的高效落地。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可看出上海的 GDP 含金量很高。
2018 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4183 元，排在全国首位，实际增长 7.1%。这个数据
比人均 GDP 排名第一的深圳还要高，2018 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543 元，排在全国第
三，紧随北京之后。
上海将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上海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具有普遍意义，预示着
与上海位于同一阵营的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上海作为典型的经济领军城
市，以她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区域都将发挥城市群的竞争优势，
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交银国际研究部负责人洪灏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上海人均 GDP 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地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沿海地区进
入发达经济社会同时经济进一步转型，内陆地区经济也需要在发达地区辐射、带动和政策的扶
持下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程实提出，从全国层面看，以上海、深圳、雄安、海南等改革前沿为借鉴，加速推动改革
由点及面，推动开放从“特例”变为“惯例”，有望引导增长极的扩散和区域发展的协同，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程实分析认为，2018 年，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科创
中心”三位一体的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从全国一盘棋来看，这一城市功能的提升有望沿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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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辐射，广泛地支持中国制造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加快“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
聚变。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一线城市基本都已达到较发达水平，迈入发达经济体标
准是迟早的，但二线城市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经济体的龙头，上海
无疑将对周边城市发挥更大的拉动和辐射作用。
邵宇还认为，上海已经形成了超大型都市圈的核心，有良好的制造基础和金融支持，比较
像纽约和伦敦的风格，需要增强的是科创领域。
广发基金副总经理朱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海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经济腹地也足够大。
再加上金融业和总部经济的优势，上海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是可持续的。
“上海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以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为例，鲁政委认为，在其
最核心的曼哈顿，最大的附加值就不是金融，而是信息服务。当地的医疗保健、娱乐业和房地
产相关的产业占比丝毫不逊色于金融业。因此，上海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还要更加注重
整个生态的打造。如果服务业更加开放，整体经济的增长还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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