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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从形成到发展，从被外资垄断到自成体系，走过了140多年的征

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北工业从废墟中走来，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步伐，不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

一到多元，从轻到重，从传统走向现代。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湖北工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以更

好地展望未来，为湖北工业体系的产业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历史经验，助力湖北实现“中部崛起”。

一、近代湖北工业的发展历程（1873—1949年）

湖北地区的工业建设，始于汉口开埠后外国资本的进入，形成于张之洞主政期间，从1873年湖北出现第

一座现代工厂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湖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先后经历了三次高潮期。每次掀起

工业发展的高潮后，或因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或因自然灾害的影响，湖北地区的工业发展都会进入衰退

期，1938年抗日战争和1945年解放战争的爆发，使湖北地区形成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一）近代工业的起步（1873—1911年）
汉口开埠，外国资本随之进入湖北。1873年，俄商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蒸汽机制茶厂，这是湖北第一座利

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在此之后，相继有英商创办的炼金厂、德商创办的蛋粉厂以及其他几家外商创办

的打包厂、制革厂等。这些外资工厂依靠政治上的特权、资金及技术上的优势，利用湖北的廉价原料与劳动

力进行生产并出口，在将新的生产力带到湖北的同时，也对湖北的传统产业形成了挑战[1]。

为了应对外国资本对湖北经济带来的冲击，张之洞自1889年12月接任湖广总督开始，致力于湖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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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兴，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工

矿厂共19家。具有代表性的分别为军工行业的湖北枪炮厂，钢铁行业的汉阳铁厂，纺织行业的湖北织布局、

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制麻局、湖北毡呢厂，铸币行业的湖北银元局和湖北铜币局。这批以官办

为主的工业企业的产生打破了湖北工业由外资垄断的格局。受张之洞的影响，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

20世纪初，湖北出现了创设民办工厂的第一次高潮。例如，1897年创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

居全国之首；1908年建成的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装机容量1500千瓦，占当时全国民营电厂总容量的1/3；
1907年成立的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为全国第二大机器厂。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湖北创办的民营工

矿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40余家，总资本1700余万元。其中，轻纺、食品加工业近30家，资本783万元，约占总

资本的46%；水电业2家，资本679万元，约占总资本的40%；机器制造业3家，资本57.4万元，约占总资本的

3%；建材业8家，资本179万元，约占总资本的10%；矿业1家，资本16.8万元，约占总资本的1%[2]。此次兴办工

业的高潮使武汉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至1911年，武汉市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官办与民办）共有28
家，资本额1724万元（见表1）[3]。湖北形成了以武汉为地域中心，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以官办工业为主要

形式的工业体系雏形。

表1 1895—1911年中国民间资本厂矿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厂矿数

资本额（千元）

总计

549
120288

上海

83
23879

武汉

28
17240

天津

17
4219

广州

16
5791

杭州

13
1552

无锡

12
1422

其他

380
66185

（二）一战期间工业发展的“黄金期”（1912—1926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七八年间，欧美各国忙于战争和战后的恢复工作。同时，日本乘虚

而入，对中国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遭到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抵制。由此，湖北迎来了自张之洞督鄂后的第

二次兴办工业的高潮。这次兴办工业的高潮不同于张之洞主政期的第一次，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投资规

模扩大。1912—1926年，湖北兴办的规模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总资本达1818万元左右，比1886—1911年的创

办投资总额增加25%。第二，创办主体从官办工业为主导转型为以民办工业为主导。1886—1911年，私人

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左右；1912—1926年，私人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上升到82.5%。第三，轻工业逐步

成为主要产业。1886—1911年，重工业及大型工矿业的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54%；1912—1926年，轻工业及

中小工厂约占该期投资总额的62%。第四，地区分布扩大。1886—1911年，湖北的工业产业主要集中在武

汉。1912—1926年，除武汉外，沙市、宜昌、黄石、武穴等地的工业也有较大发展[2]。

在各类工业行业中，纺织业发展最快。到1925年，湖北已开纱锭25.7万余枚，布机2600余台，纱锭数占

全国纱锭总数的13.65%，仅次于上海，武汉成为中部最大、全国第二大的纺织工业中心[4]。除武汉之外，湖北

其他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发展迅速：江陵的民生织布厂年产各种棉布1.2万多匹，宜昌布厂年产棉布1.6万余

匹，应山县棉布厂年产棉布1.2万余匹[2]。

（三）从低谷走向第一次历史高峰（1927—1937年）
1927年的宁汉对峙带来了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互相封锁，湖北兴办工厂的热潮开

始冷却，原有的华资工厂相继出现经营困难、无力偿贷的困境。随着宁汉对峙的结束，湖北地区的工业从

1928年开始恢复，至1929年再次趋于兴旺。然而随之而来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31年的大

水灾再次给湖北地区的工业发展以沉重打击。大量华资工厂不得不减产减员。1933年，武汉有超过90%的

工厂因市场萧条而减产[2]。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湖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复兴经济的措施：第一，统一

货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使用法币；第二，减免各类捐税，减轻生产负担；第三，政府通过拨款、成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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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和兴修水利的方式复兴农村经济；第四，支持国货，对华资工商企业提供贷款与各类

奖励金，降低其运输费用；第五，改善交通与邮电通讯。通过以上恢复经济的措施，加上世界经济危机趋于

缓和，湖北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从1935年下半年以后，不仅原来停产减员的工厂逐渐恢复生产，而且再次出现了兴办工厂的热潮。据

1936年《湖北统计年鉴》统计，1935年和 1936年，湖北兴建工厂近 120家。据 1936年 8月调查统计，湖北按

《工厂法》登记的工厂达554家，其中，民营有534家，国营和省营的有20家，资本总额达6146万元，年产值约

2.03亿元。从工业的产业结构来看，纺织、食品工业的比重和规模最大，共282家，占工厂总数的50.9%；资本

额共2173余万元，占总资本额的35.36%[5]。湖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在1936年、1937年达到第一次历史高峰，其

中，纺织和食品加工业的比重和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电力、机械、化学等工业也达到一定的规模。

（四）从历史高峰再次走向低谷（1938—1949年）
从1938年日军侵入长江流域，到1949年11月18日湖北全境获得解放，湖北的工业发展因为战争的因

素而遭受严重破坏。抗日战争期间，湖北工业机械、材料损失3.4万吨，比战前减少60%。例如，机械工业方

面，战前湖北共有工作母机3200多台，战后仅剩800余台，厂家由150余家减至38家；纺织工业方面，战前有

纱锭 32万枚、布机 3500台，战后仅剩纱锭 8万枚、布机 1200台。战争造成的损失方面，省营工业损失共计

3432.9亿元，其中直接损失1567.3亿元，间接损失1905.6亿元；民营工业损失共计3655亿元，其中直接损失

210亿元，间接损失3445亿元[2]。

从1945年8月日军投降，到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随着一些工矿企业迁回武汉，湖北的工

业产业经历了短暂的恢复与繁荣。在此期间，通过接收日伪资产，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迅速成为各个领域

的主导。在工业方面，到1946年上半年，国家工业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比重达80%。其中，除接收日伪资

产建立国有工业企业外，还将一部分民营企业指为日伪资产加以没收，在武汉被没收的民营企业有金龙云

记面粉厂、达昌机器染厂、汉口义兴铁工厂、太平洋肥皂厂、震昌机器铁工厂、汉阳电气公司、福威机器碾米

厂等。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湖北的经济进入统制经济状态，一切工业生产为战争服务，湖北经济重建的工

作陷入停滞。庞大的战争用度挤压了用于经济重建的资源，湖北工业的发展陷入进一步的衰退。

到1949年，湖北工农业总产值仅21.46亿元（此处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单位为人民币，下同），其中，农

业总产值16.73亿元，占78%，工业总产值4.73亿元，占22%。工业方面，湖北共有工业企业4004个，其中，私

营工业企业3997个，占99.83%，私营工厂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7%。从产业结构来看，轻工业产值4.02亿
元，占总产值比重的83.8%，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产值3.12亿元，占轻工业产值的79.9%；重工

业产值0.71亿元，占总产值比重16.2%。与1936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生

铁产量下降 78.57%，原煤产量下降 52.06%，水泥产量下降 32.65%，面纱、棉布产量分别下降 39.22%和

58.02%，火柴产量下降61.71%，卷烟产量下降18.61%[2]。从地区分布看，湖北工业50%以上集中在武汉[2]。

二、湖北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设时期（1949—1976年）

（一）从工业生产恢复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起步（1949—1957年）
1949年11月18日湖北全境获得解放后，湖北的工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湖北地区的工业从一

片废墟中开始重建，经过3年的恢复，即达到甚至超过1936、1937年的历史高峰。随着湖北经济包括工业生

产的恢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指导下，湖北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迈进。

1950—1952年，湖北地区工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恢复生产，包括接收的国民政府的国营工业要恢复生

产，也包括因战争而歇业的私营工业要恢复生产。在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两次工商业的调整，造成整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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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产生波动。但总体而言，经过3年时间，湖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52
年底，湖北工农业产值达到 32.36亿元，比 1949年增长 50.79%，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 9.73亿元，增长

105.71%。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比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都有较大的增长。例如，生铁产量增长86.43%，水

泥产量增长6.35倍，棉纱产量增长45.09%，棉布产量增长18.58%（见表2）[2]。

表2 湖北1952年与1949年、1936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对比

工业产品

钢（万吨）

生铁（万吨）

发电量（亿度）

水泥（万吨）

原煤（万吨）

棉纱（万吨）

棉布（万米）

卷烟（万箱）

1952年
4.44
2.61
1.63
25

41.47
2.28
5328
11.03

1949年
0.03
0.3
0.8
2.29
23.5
0.95
1886
9.23

1936年

1.4
0.83
3.4

49.02
1.57
4493
11.33

1952年比下列各年增长（+）下降（-）
1949年
+147倍
+7.7倍

+103.75倍
+9.92倍
+76.46%
+138.59%
+182.50%
+19.50%

1936年

+86.43%
+96.39%
+6.35倍
-15.40%
+45.09%
+18.58%
-2.65%

1954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中国共产党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

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扩大

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重工业。

围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湖北地区的工业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迈进。国家对于武汉的建设目标是

以冶金、机械、纺织工业为主体的南方工业基地。因此，“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重点工程项目

中的3项安排在武汉，分别是武汉钢铁公司一期工程、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厂一期工程。随后，又增

加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以及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和部分

矿山工程建设。为了加强内地轻纺工业，又从上海迁建了武汉印染厂、沙市热水瓶厂等。

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湖北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6.38亿元，比1952年增长74.22%。其中，工业总

产值24.31亿元，增长149.84%。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30.1%提高到43.12%。湖北

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与 1952年相比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钢 14.75万吨，增长 232.21%；生铁 5.23万吨，增长

100.38%；原煤 73.88万吨，增长 78.15%；水泥 53.89万吨，增长 115.56%；棉纱 4.48万吨，增长 96.49%；棉布

137.8万米，增长157.28%（见表3）[2]。

表3 湖北1957年与1952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对比

工业产品

钢(万吨)
生铁(万吨)

发电量(亿度)
水泥(万吨)
原煤(万吨)
棉纱(万吨)
棉布(万米)

1957年
14.75
5.23
4.39
53.89
73.88
4.48
137.8

1952年
4.44
2.61
1.63
25

41.47
2.28
5328

增长（%）

+232.21
+100.38
+169.33
+115.56
+78.15
+96.49
+157.28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开展时期（1958—1976年）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构想中，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所有制是公有制，行业组成以重工业为核心。

这段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5年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全面建设期；1966—1976年是以“三线”为

重点的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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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5年，湖北地区工业建设最初的目标是实现“钢帅升帐”，由此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

1958—1960年，重工业迅速发展，比重快速上升。到1960年，湖北重工业部门总产值达31.65亿元，比1957
年增长292.68%。重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3.2%上升到1960年的57.2%；同年，轻工业

部门产值是23.64亿元，比1957年增长45.48%，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57年的66.8%下降到1960年的

42.8%。在工业职工人数方面，1960年达到 61.3万人，比 1957年增加 39.12万人，增长 176.38%[2]。到 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9.21亿元，比 1960年增长 6.68%，比 1957年增长 58.23%；国民收入达 64.88亿元，比

1960年增长 17.26%，比 1957年增长 47.85%；财政收入达 11.26亿元，比 1960年下降 16.4%，比 1957年增长

79.58%。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产值比重为46.7∶30.3∶23.0[2]。在这8年
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北经济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奠定了湖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1966—1975年，围绕“三线”建设，湖北地区的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三五”期间湖北全省基本建设投

资51.93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四五”期间湖北全省基本建设投资102.44亿元，居全国第三位[2]。湖北成为全

国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经过十年的建设，湖北形成了以钢铁冶金、石油化工、建材、纺织等基础原料工业

和机械与汽车、电力设备、通讯等基础装备工业为支柱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在工业布局上，湖北地区改变了以往 70%工业集中于武汉的格局，建立起以武汉、黄石为中心并以钢

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煤炭、轻纺工业为主体的鄂东工业带；以十堰、襄樊为中心并以汽车制造、电子、轻

纺工业为主体的鄂西工业带；以宜昌、沙市、荆门为中心并以电力、石油、化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鄂中、鄂西南

工业带。

三、湖北工业建设的改革发展时期（1977—2005年）

虽然经过了十年的迅猛发展，但是湖北地区的工业建设仍然存在着基建规模过大、重复建设、投资效益

低、浪费严重、经济结构及工业构成不平衡等问题。湖北地区的工业从1977年开始进入到调整时期。从工

业结构来看，这段时期经历了“重—轻—重”的转变。1979年到80年代末是由重转轻的调整，调整的动力在

于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重工业比例过大的工业结构的纠正。1991—2005年是由轻再度转重的转型，由于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过乱的现象，为进一步理顺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的关系，国家

在三年治理整顿工作完成后，又加强了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生产。

湖北地区围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调整，在产业结构上以农业为重点，在工业内部

对轻工业实行“六优先”政策（能源、原材料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

先，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增加对轻工业的投资。轻工业投资在湖北总投资中的比重

从1978年的3.35%上升到1981年的12.17%。经过此次调整，轻工业产值从1978年的74.12亿元增长到1981
年的127.96亿元，年平均增长20%。轻重工业结构比例由45.76∶54.24变为52.15∶47.85①。到1985年，湖北

共有工业企业 2.5万个，工业固定资产额 373亿元。其中，国营工业 325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工业总产值

457.6亿元，居全国第十位。在中南五省（区）中仅次于广东，居第二位。在全国62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

湖北居前十位的约有40种，其中居前五的有16种：水电发电量和磷矿石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生铁和汽车居

全国第二位，钢、钢材及针棉织品居全国第三位，棉布、棉纱、拖拉机居全国第四位②。

从 1985年开始，湖北工业在增长速度上与东部各省的差距逐渐拉大，工业发展开始出现落伍的现象。

因此，湖北省委在1987年5月第一次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在经历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之后，湖

北工业结构的调整再度进入到由轻转重的阶段。这次转变中，重工业更多的以资产重组、结构升级、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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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主要内容，以提升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2004年八大行业实施战略性调整，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

湖北工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全年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增加25.8%。到2005年，湖北工业增加值

达2468.66亿元，增长24.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19%。其中，轻工业增加值为541.89亿元，增长13.7%；重

工业增加值1466亿元，增长21.6%；轻重工业结构由2004年的26∶74变为27∶73①。虽然这段时期湖北工业

建设有所发展，但在全国的位置呈现出下滑趋势：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6%下

降到2005年的3.31%，工业总产值排名从1985年的第十位下降到2005年的第十二位，与东部沿海各省市的

差距进一步加大（见图1）。

（年份）

图1 1985—2005年湖北省工业产值增速与苏、浙、粤三省工业产值平均增速对比

四、湖北工业建设的转型发展时期（2006年至今）

2004年12月，“中部崛起”被列为中央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之一。2006年4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定位，标志着这一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

正式启动。湖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以此为契机进入到由传统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向新型工业体系的转

变期。此次调整的内容是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促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目标是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具体而

言，这一阶段湖北工业建设的调整主要有以下两点内容：

第一，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推进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重点打造汽车、电子信息、石化、装备

制造、食品、纺织、钢铁和建材八大产业，使其作为全省工业建设的基础与支柱。经过“十一五”“十二五”两

个五年规划的建设，截至“十二五”期末，湖北拥有14个国家级和26个省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成两百

多个各类产业集群，全年工业总产值达4.53万亿元，工业总量从全国第十一位提升到第七位[6]。

第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2008年，在现代制造业集聚区的建设上，形成围绕

富士康综合制造基地和集成电路、多晶硅、显示器等三大产业的配套企业群。到2009年，形成了以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高新技术开发区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信息产业在此期间得到高速发

展，保持年均30%以上增速。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6653亿元，较上年增长12.8%；国家高新区达

到12家，省级高新区达到2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65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突破20000家[7]。

到2018年，湖北新型工业化体系基本成型。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柱，培育以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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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快速发展。食品、冶金、石化、建材等传统支柱工业开始改造升级，向优质制造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则重

点推动集成电路、数字、生物、新能源与新材料等行业的发展；创新驱动能力不断提升，工业企业R&D经费投

入不断增加，科技活动对工业企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见图2）。

（年份）

图2 2011—2017年湖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收入比重

五、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北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经历了“快—减缓—进一步减缓”的过程；工业内部结构

经历了“轻—重—轻—重”的过程。

首先，从增长速度来看（见图3），1949—1977年，增长速度较快，在正常年份平均增速25.38%。但波动

很大，先后形成 5个“波峰”和 4个“波谷”。“波峰”分别为 1958年的 69.89%、1964年的 37.95%、1971年的

31.74%、1975年的41.90%、1977年的43.13%；“波谷”分别是1961年的-56.82%、1968年的-20%、1974年的-
25.57%、1976年的-24.19%。最大振幅125.69%，最小振幅58.50%①。波动周期最长的为14年，最短的为3年。

1978—2005年，工业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平均增长速度为16.09%，除2005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增

长速度均为正数。这段时期虽然增长的波动情况较上一阶段有所减轻，但整体上仍处于波动上升的过程。

增长速度由 1978年的 29.10%逐渐下降到 1981年的 1.29%，1984年又上升到 28.17%，之后经历 1985—1986
年、1988—1989年两次震荡下跌后，在1990年又下降到4.31%；从1990年开始，工业增长速度逐渐提升，并在

1999年达到57.45%；之后又迅速下降，并在2005年下降到-6.17%。

2006—2018年，湖北工业的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时期，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5.19%，进一步

放缓。整体波动幅度不大，从 2006到 2010年，增长速度由 19.75%上升到 28.64%；之后增长速度再次放缓，

从2013年开始增长速度下降到10%以下，一直持续到2017年。从2018年开始，增长速度再次超过10%，达

到10.67%。截至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15.9%和34.3%。

201
8

图3 1953—2018年湖北工业产值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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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工业内部结构看，湖北工业的发展经历了“轻—重—轻—重”的过程。1949—1957年，轻工业的

发展要快于重工业，全省轻重工业比例在1957年时为56.53∶43.47。随着工业部门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围

绕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湖北从1958年开始进入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到1978年，轻

重工业比例为45.76∶54.24。从1978年开始，工业结构进入到“重—轻”的转变。1981年，轻工业所占比重再

次超过重工业，轻重工业比为 52.15∶47.85。1987年以来，湖北工业结构再次经历“轻—重”的过程，到 2005
年，轻重工业结构为27∶73。

整体而言，经过70年的发展，作为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的湖北，逐步完成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形成

了门类齐全、以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但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波动大、速度逐渐放缓、

工业结构多次偏重、生产效率较低等情况。因此湖北自2006年开始对传统工业体系进行转型升级，在保留

并继续发展优势工业门类的同时，大力培育新型高新技术工业的建设。在工业能源消耗方面，从2006年开

始，湖北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开始快于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在新型工业化的建设过程中，湖北工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提出武汉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发挥核心

作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进行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以此为契机，正处于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中的湖北工业，将充分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指导，以“一

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为主要内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注 释：

① 根据历年《湖北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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