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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温州为例

刘 锋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温州经济发展迅速，其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要求。建立了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选取熵值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创新驱动是最为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维度，为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角度。通过对温州市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分析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趋

势与主要特征，为温州地区建设创新型社会提供对策及建议，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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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aking Wenzhou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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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nzhou'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elects the entropy meth-

o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innovation-drive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mens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

opment, providing another angle for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innovation-driv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Wenzhou's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analyzing the overall trend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Wen-

zhou'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soci-

ety in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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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同时

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当前，温州产业发展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

的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即要素驱动阶段，创新创业

氛围不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新兴产业规模较

小，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快，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

不足。因此，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发展，达到产业结

构合理化、高度化与高效化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

然。加快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温州经济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

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当前，关于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方法、研究角度还不多。我们以“创新+高质量发

展”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相关文献，发现相

关文献不足百篇，数量明显不足。对创新驱动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一

套科学合理的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协调

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不利于

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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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入手，建立创新驱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评

价方法进行评价分析，为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研究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对温州市进行综

合评价分析，有利于分析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

体趋势与主要特征，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为温州

地区建设创新型社会提供内生动力和基础，从而具

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自高质量概念提出之后，相关研究文献出现了

增长，我们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进行检索，发现2017年有5篇文章，2018年达到

597 篇文章，2019 年达到 6 065 篇，2020 年前两个

月相关文献已经达到 615篇。反映了学术界对高质

量发展的关注，具体梳理如下。

（一）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阐述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

认知。赵剑波、史丹、邓洲 （2019） [1]从系统平

衡、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对高质量的

内涵进行了阐述，高质量发展既体现在宏观层面

（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企业

和产品），认为可以从发展层面、环境因素、基础

条件三个方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周文、李思思

（2019） [2]、金碚（2018） [3]分别从政治经济学、经

济学视角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任保平、文丰

安 （2018） [4]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包含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二）对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容的研究

学者们对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容的构

建，大多数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为指引，针对具体研究对象提出不同的

指标体系。刘丽波等（2018） [5]从宏观统计的视角

出发，构建了增长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需求

结构升级、效率效益提升、发展环境优化等五个维

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史丹、李鹏（2019） [6]基于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

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包括创新驱动、协调发

展、绿色生态、开放稳定、共享和谐等五个维度；

黄敏、任栋（2019） [7]构建了包括收入、健康、教

育、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 6个维度的中国高

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鲁邦克、邢茂源、杨青龙

（2019） [8]构建了经济增长高质量、创新发展高质

量、生态文明高质量和民生发展高质量四个维度的

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李金昌等（2019） [9]构

建了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

社会和谐等五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三）对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

学者们对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多数集中在熵

值法、变异系数法、AHP法和因子分析法等。黄庆

华、时培豪、刘晗（2019） [10]以重庆为研究样本，

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了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分析了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及特征；鲁朝

云、刘国炳（2019） [11]以现代服务业为研究对象，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高质量发展不

同层次指标的权重；李梦欣、任保平（2019） [12]利

用AHP方法结合BP神经网络算法对中国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吕军等（2019） [13]利用熵权法

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马茹等

（2019） [14]采用线性加权法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

行了测算。

（四）对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陈再齐、李震、杨志云（2019） [15]利用经济学理论

和案例研究方法，提出了政府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功

能定位；陈长江（2019） [16]以江苏为例，从创新投

入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对接等方面提出了高质量

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从高质量发展内涵、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容、高质量发展测度、高

质量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还没有文献对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探讨，本文

的研究将丰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理论。

二、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一）温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近年来，温州整体经济发展较好，经济、基础

设施、生态文明、创新等方面均稳步前进。根据

2018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列数

据 [17]，2018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 6 006.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2.0%，第

二产业增长 7.6%，第三产业增长 8.2%。就业形势

良好，城镇登记失业率同比下降 0.03%，创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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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 337.1亿元，比上年

增长9.0%。全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均有所增加，发明专利授权增长 23.8%。全年温

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5.1%，PM2.5 年均浓度

维持较低水平。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开放度进一

步加大。

（二）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基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根据科学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参考先前学者的有关

研究 [10][14][18]，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民生

协调发展、创新驱动能力、生态文明进步、基础设

施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6个维度34个测度指标的

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三、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及分析

本文按照上文构建的温州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数据选取 2012年到 2017年六年间的数据，其

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大在 2012 年召开，之后国家对

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因此各年份之间数据更具可

比性。采用熵值法测度了温州市高质量发展情况，

如表 2所示。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各

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

重。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由

于熵值法计算采用的是各个维度某一指标占同一指

标值总和的比值，因此不存在量纲的影响，而且该

方法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数，

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

因此本文选取该方法确定指标权重。

（一）温州市高质量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

从表 2可以看出，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

步提升。2017 年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达到

0.945 4，比 2012年的 0.058 1提高 0.887 4，指数年

均提高 0.177 5，表明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间得到较大的提升，经济发展兼

顾速度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质量的提升。从温州经

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上看，由图 1可以看出，2015—
2016年处于快速上升阶段，2016年温州经济高质量

指数为 0.702 5，比 2012 年提高 0.644 5。温州经济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原因可能在于，全市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表1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目标

温州
经济
高质
量发
展

维度

经济
增长

社会
民生

创新
驱动

生态
文明

基础
建设

对外
开放

测度指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GDP增速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工业占GDP比重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人民币住户存款余额（万元）
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恩格尔系数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高等学校人数占在校学生总数比重
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

市及市级以上新产品（项）
科技成果获奖

发明申请量（项）
实用新型申请量（项）
外观设计申请量（项）

发明授权量（项）
实用新型授权量（项）
外观设计授权量（项）

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项）
技术成交额（万元）

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GDP能耗降低率（%）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元）
新签外资合同项目（个）

合同外资（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国际旅游者人数（人）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熵值法计算温州市高质量发展指标指数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经济增长
0.002 4
0.008 0
0.005 1
0.011 4
0.024 3
0.028 1

社会民生
0.001 0
0.003 1
0.010 6
0.014 4
0.019 1
0.023 3

创新驱动
0.007 5
0.041 7
0.077 5
0.149 0
0.424 9
0.508 9

生态文明
0.015 6
0.001 1
0.011 3
0.014 8
0.004 0
0.007 8

基础建设
0.000 3
0.003 7
0.006 1
0.008 6
0.011 4
0.013 2

开放协调
0.031 3
0.050 1
0.050 7
0.022 9
0.218 7
0.364 1

高质量发展指数
0.058 1
0.107 6
0.161 2
0.221 1
0.702 5
0.9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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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基调，紧扣“‘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这条主线，以“温州擂台·六比竞赛”

为主抓手，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了

民营经济发展，提升了经济运行质量，人民生活品

质提升，创新势头强劲，生态环境改良，基础建设

稳步推进，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高质量发展趋势

明显。

（二）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发展趋势研判

温州高质量发展势头迅猛，除生态文明指数略

有波动外，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创新驱动、基础

建设和开放协调指数均逐年上升，显示出温州整体

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态势。图 1显示，创新驱动和开

放协调对高质量发展影响较大。

首先，温州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近年来，

温州经济主打转型升级，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经

济整体平稳增长。数字经济、总部经济、区块链、

供应链等新形态经济模式逐渐走到前台，在经济大

潮中处于风口浪尖，助推传统经济的转型。2019年

以来，温州市紧紧围绕“奋战 1161①，奋进 2019”
主题主线，以“温州擂台·六比竞赛”为总抓手，

聚焦聚力“两区”②建设，有力推进“三助三红”③

专项活动。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
4 648.8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下同），同比增长

8.2%，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 1.7%、6.6%
和9.7%。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速

延续一季度、上半年保持全省第 2位，并且超过市

人代会目标（7.5%） 0.7个百分点，已连续 18个季

度保持在 7.5%～8.5%的区间，同时连续 17个季度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其次，社会民生逐年改善。温州社会民生逐年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根据温州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2018年温州市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 61 412 元，与 2017 年的 58 238 元相比，

增加3 174元，增长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3.1%。其中，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78 528 元，与 2017 年的 72 403 元相比，增加 6
125 元，增长 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8 588
元，与2017年的44 866元相比，增加3 722元，增

长 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9%。2019年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 715元，增

长9.8%，增速居全省第2位。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7 062元，增长9.2%，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3 583元，增长9.8%，增速分别比去

年同期提高1.1和1.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快于城镇 0.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和娱乐、医

疗保健、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同比分别上涨

4.8%、4.2%、6.4%、1.2%和 0.3%，交通通信、居

住同比分别下降 0.6%和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半年收窄 0.3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下降

1.5%，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9月

份PPI和 IPI同比分别下降 0.3%和 3.1%，环比分别

持平和下降0.1%。

第三，创新驱动最为显著。根据温州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2%、9.1%和 8.3%，增速分别高于规上工业平均

0.6、1.5和0.7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38.7%，新产品产值率 33.2%，同比提高 7.2个百分

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1-8月份，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57.3%、

12.1%、16.9%。前三个季度，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共

有规模以上企业21家，人工智能产业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 3.70亿，同比增长 27.9%，增速比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高 20.3个百分点；营业收入 10.05亿元，同

比增长 12.6%；利润总额 0.97 亿元，增长 31.6%。

企业研发费用 0.49亿元，增长 12.7%，研发费用相

当于营业收入的 4.9%，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从单位

图1 熵值法分析温州市高质量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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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看，这个指标有一定波

动，说明温州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

性，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一个较长

的时间适应。温州市最近几年越来越重视环境保

护，温州环保局网站实时公布PM2.5小时浓度，提

醒对健康影响情况，环境治理力度越来越大。但还

是有一些盲点存在，需要上下共同努力，齐抓共

管，共同治理。

第五，基础建设稳中有升。近年来，温州基础

投资稳步提升，S1轻轨竣工通车、S2轻轨紧锣密鼓

开工建设、机场 T2 航站楼竣工投入使用等重大工

程带动了基础投资建设，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诸

如BRT公交站等其他惠民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

和运作中，体现了政府相关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视。

第六，开放协调程度发展迅速。根据温州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温州市实现外贸出

口1 210.5亿元，同比增长26.8%，增速比上半年提

高10.7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分

别增长 45.4%和 29.6%，高于全部出口增速 18.6 和

2.8个百分点。全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出口 501.1亿元，同比增长 42%，高于全部出口

增速 15.2个百分点。但是进口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贸进口159亿元，同比下降5.2%。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在增长，但转型升级还比

较缓慢。温州传统轻工业仍然是当前温州经济系统

的主流，虽然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等新兴经济形式

不断发展涌现，但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主要原因

是机制体制、人才吸引、区位优势还有所欠缺，这

些在短时间内改善有一定难度，因此经济增速比较

缓慢。

其次，社会民生逐年改善，但仍然存在较大空

间。资源的稀缺导致的居民收入、教育均衡、就

医、住房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花大力气治理和

改善。

第三，创新驱动虽然增幅较快，但总体体量还

较小。温州的各类专利数量还比较少，科技拨款力

度还有待加强，专职科研人员结构和质量也略显

不足。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大力度。随

着垃圾分类等制度的出台，环境质量逐年改善，城

市、农村环境质量均得到改善。但一些小的环保问

题依然存在。

第五、基础设施逐年建设，但科学规划水平有

待提高。在基础建设水平提升的同时，还存在重复

建设、由于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一条路反复挖

掘的现象，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第六，开放协调程度发展迅速，但对抗外部环

境影响能力较弱。受制于中美贸易纠纷，温州的进

出口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对外贸依赖较多的企业

影响更大，导致效益不佳。

四、结论和对策

本文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

建了温州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基于 2012—
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综

合测度了温州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了温州高质量

发展变化趋势及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温州

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最近两年提升明

显。第二，创新驱动是最主要的高质量推动力。第

三，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以上

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继续推进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创新驱动是促进

温州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政府继续加大科技鼓

励力度，发展数字经济；企业要通过最新技术的应

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最终实现转型升级。高校

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阵地，应该加大各方面投入，力

争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

其次，科学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

生发展。通过科学规划，可以节约时间成本、物资

成本，减少浪费。以信息化作为催化剂，大力发展

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消除不均衡发展，力求

各方面协调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的幸福感。

第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现

代社会的标志，也是一种新时尚。要增加绿地面

积，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三废”排放，把温州

打造为绿色之都、文明之都。要以垃圾分类为契

机，大力提高居民生态文明意识。

总之，要紧扣“‘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这条主线，按照一个总目标的要求，利

用一个主抓手，着力六个主攻点，为温州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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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一个总目标：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一个主抓手：“温州擂台·六比竞赛”，六比竞赛是各单位

“比质量、比位次、比创新、比项目、比环境、比担当”；六个主攻点：民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深化、都市能级提升、社

会治理创新、基层基础夯实、民生福祉增进；一个总要求：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②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③作为深化“三服务”的具体措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自选动作、“奋战1161，奋进2019”的主要抓手，市

委市政府决定组织开展以“助援救灾、助力发展、助推落实”为重点、以“指标‘全年红’、任务‘全部红’、工作‘全线

红’”为目标的“三助三红”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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