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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港口与产业经济发展存在密切关系袁港口的发

展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袁而产业经济发展为港

口发展提供基础遥 世界港口城市发展轨迹表明袁依
托港口的区位优势能大大推动区域产业经济的发

展袁促进腹地城市的兴旺发达遥 近年来袁港口与产业

经济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港口城市发展关注的焦点袁
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遥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袁近
年来结合港口与产业经济关联的实证研究越来越

多袁采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袁如系统动力法尧数据包

络法尧 经济计量法等袁 主要代表性文献如下院 傅明

明尧吕靖通过构建系统动力模型袁实证得出港口对

地域经济水平尧产业结构尧就业等均有较强影响曰[1]亓
世龙等基于 DEA 模型研究山东港口城市袁 刘庆广

等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南通市袁结果均认为港

口发展对地域经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曰[2][3] 苏明尧黄
晓金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东莞袁结果表明港口货

物吞吐量的增加引起 GDP 的增加袁 主要反映在第

二尧三产业的增长上遥 [4]同时袁更多的研究应用了灰

色关联分析法袁如吕青尧唐秋生针对重庆市进行研

究袁结果表明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存在高度相关性曰
[5]石永强等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发现袁珠三角港口

与先进制造业尧 战略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和优势

传统产业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曰[6] 禚振坤等研究发

现袁温州港口与临港型产业的关联度相对较低曰[7]曹
玮尧于清波对福建研究发现袁港口与经济尧第三产业

均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曰[8] 周晓娟对江苏太仓的研究

发现袁港口物流与经济的各项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

关联曰[9]卢珂等对青岛的研究发现袁港口与第二尧三
产业的关联度较高袁与第一产业关联相对较低遥 [10]

港口和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

响袁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袁它们的发展具有动态性

和不确定性袁是一个复杂的灰色系统遥 灰色关联分

析渊Grey Relational Analysis冤是根据系统间因素发

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衡量因素的关联程度袁对
系统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度量袁它可以规避两种系统

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细节问题袁因此适宜于港口与产

业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袁这也是当前众多研究采用

此方法的原因遥 [11]渊P1-2冤基于此袁本文也将灰色关联分

析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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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青岛港 日照港 烟台港 威海港 潍坊港 东营港 滨州港 合计

2012
2013
2014
三年合计

占比全省

41465
45782
47700

134947
38.2

28387
31800
35300
95487

27.0

27029.8
28680
31970.73
87680.53

24.8

6200
7001
7110.3

20311.3
5.7

2031
2331.9
2603
6965.9

2.0

832
1421
2653
4906

1.4

710
1112
1423
3245

0.9

106654.8
118127.9
128760.03
353542.73

100
梯队划分 第四梯队 要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山东省是一个经济强省和沿海大省遥 据国家统

计局及中港网数据袁2015 年山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63002.3 亿元袁列在广东省尧江苏省之后袁位居全

国第三位袁 实现经济增速 8%遥 山东半岛拥有 3000
多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袁占全国六分之一左右袁仅次

于广东袁位居全国第二位遥 2015 年山东沿海港口货

物吞吐量超过 13 亿吨袁其中青岛尧日照尧烟台合计

完成 11.89 亿吨遥 2015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中袁
山东所属的青岛港尧日照港尧烟台港位列全国前列袁
其中青岛港位列全球 10 大港口第 8 位尧 国内第 7
位遥 2009 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 2011 年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同时国

家正大力推行野一带一路冶战略袁这些战略均进一步

拉近了山东省港口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遥 在此背

景下袁 研究山东沿海城市港口与产业经济的关联袁
对于促进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袁落实区域经济发展

战略袁助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遥 然而梳

理现有文献袁目前涉及山东港口与产业经济关联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港口与区域产业经济的关联

上袁其中以青岛港为实例的研究较多袁而鲜有对各

个港口与产业经济关联情况的比较分析遥 基于此袁
本文将着眼于比较视野袁结合港口货物吞吐量规模

和地市经济总量规模袁 在对山东沿海港口群淤梯队

分类基础上袁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山东沿海城市

港口与产业经济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遥

二尧山东沿海港口群梯队分类

山东省沿海港口城市包括青岛尧烟台尧潍坊尧东
营尧威海尧滨州尧日照 7 个地市袁其经济发展基本情

况如表 1 所示遥
综合 2012要2014 年三年的数据袁 山东省沿海

港口 7 地市经济发展总量较大袁 三年 GDP 之和为

82362.08 亿元袁占比全省 50.2%遥但地市之间的经济

发展情况差异较大袁三年 GDP 总量和超过 1.5 万亿

元的地市为青岛尧烟台袁占比全省均超过百分之十袁
分列第一尧二位曰潍坊和东营分列第三尧四位袁两者

占比全省均在百分之五以上曰威海尧滨州尧日照三地

市 GDP 总量较小袁分别位列第五尧六尧七位遥 按照

GDP 占比全省 5%以下尧5~10%尧10%以上三个档次

分类院青岛和烟台位列第一梯队袁譺訛潍坊和东营位列

第二梯队袁威海尧滨州和日照位列第三梯队遥 梯队之

间的差距较大袁第一梯队两成员占比总和几乎与第

二尧三梯队五成员总和相等袁前者为 24.9%尧后者为

25.3%曰 第一梯队两成员占比是第三梯队三成员的

2.2 倍袁 其中位列第一位的青岛市 GDP 总量是位列

第七位日照市的 5.4 倍遥
青岛尧烟台尧潍坊尧东营尧威海尧滨州尧日照 7 地

市沿海港口群货物吞吐量的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遥
综合三年数据袁山东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年均

超过 11 亿吨袁但地市之间港口货物吞吐量不均衡袁
青岛尧烟台尧日照尧威海尧潍坊尧东营尧滨州港口群分

表 1 2012要2014 年山东省沿海港口 7 地市 GDP 情况统计表

注院数据来源于叶山东统计年鉴曳渊2015冤袁GDP 单位为亿元袁占比单位为%遥

年份 青岛市 烟台市 潍坊市 东营市 威海市 滨州市 日照市 全省总计

2012
2013
2014
三年合计

占比全省

7302.1
8006.6
8692.1

24000.8
14.6

5281.4
5613.9
6002.08

16897.38
10.3

4012.4
4420.7
4786.7

13219.8
8.1

3000.7
3250.2
3430.5
9681.4

5.9

2337.9
2549.7
2790.3
7677.9

4.7

1987.7
2155.7
2276.7
6420.1

3.9

1352.6
1500.2
1611.9
4464.7

2.7

50013.2
54684.3
59426.6

164124.1
100

梯队划分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要

表 2 2012要2014 年山东省沿海港口群货物吞吐量统计表

注院数据来源于叶中国港口年鉴曳及相应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袁货物吞吐量单位为万吨袁占比单位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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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一至第七位袁其中前三位占比较高袁后四位占

比较低遥 综合考察各港口区货物吞吐量占比情况袁
将七组港口群划分为四个梯队院 青岛为第一梯队袁
日照和烟台为第二梯队袁威海为第三梯队袁潍坊尧东
营尧滨州为第四梯队遥 梯队之间的差距也较大袁根据

表 2 数据袁第一梯队青岛占比是第四梯队三成员的

十倍多袁第三梯队威海占比超过第四梯队三成员总

和袁第二梯队两成员占比总和达到 51.8%袁一尧二梯

队三成员占比总和则达到90%遥
综合 7 地市 GDP 及所属港口群货物吞吐量数

据袁将 7 类对象划分为 4 个组别院青岛和烟台曰威海

和滨州曰潍坊和东营曰日照遥 第一小组院青岛和烟台袁
其经济实力和港口实力均属于强的行列袁两者地位

基本吻合遥 青岛的港口群地位与经济总量地位都很

强袁均位列第一位袁且远远拉开了与第二位的差距袁
在七地市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曰烟台市 GDP 总量位

列第二位袁虽然在 GDP 总量划分中将烟台市列于第

一梯队袁但从 GDP 的绝对量来看袁烟台与第一名青

岛还存在较大差距袁其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位列第三

位袁但与第二位日照港口群的差距不算大袁经济实

力与港口地位都处于强的行列遥 第二小组院威海和

滨州袁 其经济实力和港口实力均属于弱的行列袁两
者地位也基本吻合遥 威海经济总量位列第五位袁港
口群实力位列第四位袁综合对比两者地位都处于较

弱的水平曰滨州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港口群货物吞吐

量都位列最后一个梯队袁但其经济实力地位较之于

港口群地位稍好袁前者归属于较弱水平袁后者则应

归属为很弱水平袁但总体均弱遥 第三小组院潍坊和东

营袁其经济实力都较强袁但港口实力却很弱袁两方面

地位差异较大遥 潍坊总体经济实力较强袁位居第三

位袁处于第二梯队袁而其港口地位弱袁两者形成明显

的反差曰东营经济实力位列第二梯队袁排名第四位袁
其港口实力却位列第四梯队袁排名第六位袁与前三

个梯队成员存在巨大差距袁反差很大遥 第四小组院日
照袁经济实力弱而港口实力强袁日照经济实力位列

最后一位袁 不但与前面梯队成员存在巨大差距袁与
所处梯队的其他两个成员也存在较大差距袁然而其

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位列第二梯队第一名袁呈现出典

型的港口实力尧强经济实力弱的现象遥 综合而言袁第
一小组和第二小组均属于经济实力与港口实力地

位基本对等袁但前者是强强组合袁后者是弱弱组合袁
将前者称之为协同玉型袁后者为协同域型曰第三小

组和第四小组属于经济实力与港口实力地位差异

大的情况袁前者经济实力强尧港口实力弱袁而后者经

济实力弱尧港口实力强袁将前者称为相异玉型袁后者

则为相异域型袁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遥
从港口群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袁山东省所属青

岛尧烟台尧日照尧威海四大港口群已具备较大规模袁
对经济起到良好的支撑带动作用袁 尤其是青岛尧烟
台尧日照三港口群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港口群中占

据重要地位袁而潍坊尧东营尧滨州三港口群规模尚

小袁目前正处于大力建设时期遥 考虑港口群的代表

性特征及数据可得情况等袁 选取协同玉型青岛尧烟
台两市袁协同域型威海袁相异玉型潍坊袁相异域型日

照五个港口群与产业经济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遥
三尧港口群与产业经济关联实证分析

渊一冤模型方法及样本选择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灰色系统理论是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创立的一种研究少数据尧贫信息不确定性问

题的方法遥 灰色关联分析较之于一般的计量分析方

法的优点在于其对样本数量和数据规律无特殊要

求袁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袁尤其在经济

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其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院
确定指标尧指标处理尧求灰色关联系数尧求灰色关联

度尧关联度排序比较评价遥 [11]渊P63-64冤

将青岛尧烟台尧威海尧潍坊尧日照 5 地市港口群

货物吞吐量作为参考序列袁相应地区 GDP 总值和三

次产业增加值作为比较序列遥 选取 2001要2014 年

数据样本袁为消除量纲采用各指标序列的实际增长

率袁得到实际样本数据期为 2002要2014 年遥 譻訛同时袁
根据样本数据特征袁 将 2002要2014 总体样本分为

2002要2007尧2008要2014 两个分样本袁 前一样本包

含 6 组数据袁后一样本包含 7 组数据遥

青岛 烟台 威海 滨州 潍坊 东营 日照

经济实力 很强 强 较弱 较弱 较强 较强 弱

港口实力 很强 强 较弱 很弱 弱 很弱 强

类型划分 协同玉型 协同域型 相异玉型 相异域型

表 3 7 地市经济实力与港口实力对应表

王宝义：山东沿海港口群与产业经济关联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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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四类港口群实证结果分析

以港口群货物吞吐量增长率为参考序列袁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率及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比较

序列袁 以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 GTM7.0 为计算平

台袁选择邓氏关联度进行相关运算袁分辨系数选择

0.5袁得到对应地市的结果袁如表 4尧5尧6 所示遥 譼訛

1. 协同型地市结果分析

渊1冤协同玉型院青岛和烟台实证结果

表 4 展示了青岛尧 烟台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

GDP尧三次产业灰色关联度的实证情况遥
对于青岛袁从实证数据来看袁无论是总样本还

是分样本袁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均超过 0.6袁说明每

一项指标都具有关联的显著性遥 就总体样本而言袁
关联度排序为第二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尧第一产业袁
其中前三者灰色关联度差距不大袁三者与第一产业

的值差距较大袁说明第二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对港

口影响较大曰 第一分样本结果排序为第三产业尧
GDP尧第二产业尧第一产业袁前三者的值均超过 0.81袁
说明前三者对港口的影响作用较大袁尤其第三产业

最为明显曰 第二分样本结果排序与第一分样本相

同袁其他情况也类似遥 综合比较三类样本袁均支持第

二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对港口的影响大于第一产业

的结论袁但总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对港口的

影响最大袁其他两类分样本则支持第三产业对港口

影响最大的结论遥
对于烟台袁从实证数据来看袁各样本指标的灰

色关联度均超过 0.6袁 说明每一项指标都具有关联

的显著性袁但各指标数据基本在 0.6~0.7 之间袁最大

值约 0.72袁最小值约 0.61遥 就总体样本而言袁四类指

标灰色关联度排序为第一产业尧GDP尧 第二产业尧第
三产业袁但四个数据差距不大袁尤其是后三者均在

0.65 的水平上曰 第一分样本的结果排序为第一产

业尧第二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袁但灰色关联度差距也

不大曰第二分样本结果排序为第三产业尧GDP尧第二

产业尧第一产业袁说明第三产业对港口的影响最大袁
但前三者灰色关联度差距不大遥 综合比较三类样

本袁结果差距较大院总样本和第一分样本均显示第

一产业对港口的作用最大袁 第三产业的作用最弱曰
第二分样本结果正好相反袁显示第三产业的影响作

用最大袁第一产业的作用最小遥 由此可见袁烟台不同

样本间的差距较大遥
青岛和烟台虽同为协同玉型袁经济实力和港口

实力都属于强的行列袁但灰色关联分析显示袁青岛

第二产业尧GDP尧 第三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较强袁
第一产业的作用则较弱曰但烟台的实证结果尤其是

总样本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较强袁
其他产业及 GDP 的影响作用也相对差不多遥

渊2冤协同域型院威海实证结果

表 5 展示了威海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 GDP尧三
次产业灰色关联度的实证情况遥 12 项指标中有 5 项

指标小于 0.6袁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遥 就

总体样本而言袁 灰色关联度排序为第二产业尧GDP尧
第一产业尧第三产业袁其中后两者小于 0.6袁第二产

业对港口的作用最为明显曰第一分样本灰色关联度

排序为第一产业尧第二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袁其中后

两者小于 0.6袁 但 GDP 灰色关联度为 0.5935袁 接近

0.6袁第一产业对港口的作用最为明显曰第二分样本

结果排序为第三产业尧GDP尧第二产业尧第一产业袁除
第一产业外均超过 0.6袁 第三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

用最为明显遥 综合比较三组样本袁除三类样本均支

持第二产业对港口明显的关联作用外袁其余方面差

距较大袁如总样本和第一分样本均不支持第三产业

对港口影响的显著作用袁但第二分样本却支持第三

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袁 其在四类指标中最强袁总
样本和第二分样本均不支持第一产业对港口影响

的显著作用袁但第一分样本却支持第一产业对港口

的影响作用袁且较之其他三类指标最强遥
表 5 威海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

年份区间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2-2014
2002-2007
2008-2014

0.6114
0.5935
0.7858

0.5832
0.6761
0.5470

0.7000
0.6258
0.6923

0.5412
0.5692
0.8061

表 4 青岛尧烟台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

青岛 烟台

年份区间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2-2014
2002-2007
2008-2014

0.8076
0.8566
0.8903

0.6696
0.6432
0.5991

0.8202
0.8129
0.8218

0.8055
0.8991
0.9267

0.6576
0.6147
0.7121

0.6844
0.6393
0.6212

0.6555
0.6168
0.7014

0.6553
0.6075
0.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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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 日照

年份区间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2-2014
2002-2007
2008-2014

0.7915
0.7974
0.7423

0.5742
0.6435
0.6358

0.818
0.8046
0.7551

0.8106
0.8425
0.6715

0.7810
0.7461
0.7947

0.7892
0.7131
0.7319

0.7706
0.7551
0.7661

0.7608
0.7161
0.7674

表 6 潍坊尧日照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

2. 相异型地市结果分析

表 6 展示了潍坊尧 日照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

GDP尧三次产业灰色关联度的实证情况遥
渊1冤相异玉型院潍坊实证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袁 除第一产业的一项指标外袁
其余指标均大于 0.6 的临界值遥就总体样本而言袁灰
色关联度排序为第二产业尧第三产业尧GDP尧第一产

业袁前三项关联显著且关联度差距不大袁但第二产

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最大曰第一分样本灰色关联度

排序为第三产业尧第二产业尧GDP尧第一产业袁四项指

标均具有关联显著性袁较之于第一产业前三项指标

值较大曰 第二分样本结果排序为第二产业尧GDP尧第
三产业尧第一产业袁其中第一产业关联度不具显著

性袁第二产业对港口的作用最为明显遥 综合比较三

类样本袁均支持第一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相对较

小的结论袁三类样本均支持第二产业对港口较强的

影响作用袁其中总样本和第二分样本中的排序为第

一袁第一分样本中的排序为第二遥 潍坊属于经济实

力较强袁而港口群实力弱的相异型代表袁灰色关联

分析结果表明袁其第二尧三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

是很明显的袁GDP 对其的影响也具显著性袁 但第一

产业对其的影响作用较小遥
渊2冤相异域型院日照实证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袁 所有指标数据均超过 0.6 的

临界显著水平遥 就总体样本而言袁灰色关联度排序

为第一产业尧GDP尧第二产业尧第三产业袁但四者值差

距不大袁表明四项指标对港口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水

平袁但比较而言第一产业影响相对最大曰第一分样

本灰色关联度排序为第二产业尧GDP尧 第三产业尧第
一产业袁 表明第二产业尧GDP 对港口的影响作用相

对较大袁第三产业尧第一产业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袁
但差距不大曰第二分样本结果排序为 GDP尧第三产

业尧第二产业尧第一产业袁前三者的值差距不大袁关
联度在 0.7 左右的水平袁比较而言袁GDP 对港口的影

响作用最大遥 综合各样本数据袁四类指标对港口具

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袁但总体样本支持第一产业的关

联排名为第一位袁两类分样本第一产业的关联排序

则均位列最后一位袁但从各样本数据来看袁四类指

标之间的差距并不大遥
从四类港口群的分析结果来看袁每个港口群的

情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袁有的港口群总样本与分样

本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袁有的则差距较大袁甚至相反袁
由此可见不同的样本期港口群与产业经济关联关

系是有差别的遥
渊三冤四类港口群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选取 2002要2014 总样本期为研究对象袁 横向

比较四类港口与产业经济的关联情况袁 结果如表 7
所示遥

表 7 山东 5地市港口群货物吞吐量与产业经济

发展的灰色关联度比较

区域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青岛

烟台

威海

潍坊

日照

第二产业

渊0.8202冤
第一产业

渊0.6844冤
第二产业

渊0.7000冤
第二产业

渊0.8180冤
第一产业

渊0.7892冤

GDP
渊0.8076冤
GDP

渊0.6576冤
GDP

渊0.6114冤
第三产业

渊0.8106冤
GDP

渊0.7810冤

第三产业

渊0.8055冤
第二产业

渊0.6555冤
第一产业

渊0.5832冤
GDP

渊0.7915冤
第二产业

渊0.7706冤

第一产业

渊0.6696冤
第三产业

渊0.6553冤
第三产业

渊0.5412冤
第一产业

渊0.5742冤
第三产业

渊0.7608冤

从表 7 情况来看袁青岛尧威海尧潍坊三市港口群

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均最强袁烟台尧日照的结果显

示港口群与第一产业的关联最强曰 青岛尧 烟台尧潍
坊尧 日照四市港口群与 GDP 的关联度排在第二位袁
而潍坊港口群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排在第二位曰青
岛尧潍坊两市港口群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排在第四

位袁而烟台尧威海尧日照三市港口群与第三产业的关

联度排在第四位曰威海港口群与第一产业尧第三产

业灰色关联度不具有显著性袁潍坊港口群与第一产

业关联不具显著性遥 由此可见袁在样本期内袁所有地

市港口群与第二产业尧GDP 的灰色关联度都是显著

的袁且两者对港口的影响作用较强袁而第一产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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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影响作用在地市间差距较大袁烟台尧日照均

列第一位袁青岛列居最后一位袁而威海尧潍坊则不具

有关联显著性遥
协同玉型组内青岛尧烟台两市关联差异情况较

大袁除港口群与 GDP 的关联排序一致外袁其余均不

一样袁从灰色关联度值来看袁青岛市港口群与第二

产业尧GDP尧第三产业三者的关联分辨度较弱袁三者

较之于第一产业分辨度较高曰烟台市第一产业关联

与其他三项指标分辨度较高袁但其余三项指标之间

的分辨度较弱遥 协同玉型烟台市与相异域型日照市

港口群与四项指标的关联排序一致袁对港口的影响

作用从高到低均为第一产业尧GDP尧第二产业尧第三

产业袁且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四项指标的分辨度均

较弱曰协同玉型青岛市与协同域型威海市袁分列第

一尧二位的指标是相同的袁第二产业尧GDP 对港口的

影响作用均较强曰 相异玉型潍坊与相异域型日照袁
两者差异较大袁前者第二产业对港口的影响作用最

强袁第一产业关联不具显著性袁后者却是第一产业

对港口的影响作用最大遥 总体而言袁以港口实力尧经
济规模为基础的港口群类型划分为我们分析比较

港口与产业经济关联提供了清晰思路袁但分析结果

说明其对应情况并不能成为港口与产业经济关联

一致性分类的基础袁每个港口群与产业经济发展都

具有自身规律袁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袁同时又

存在较大差异遥
四尧结论与建议

港口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野促进器冶袁而产业经济

是港口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袁 两者存在密切关系袁
灰色关联分析能够为港口与产业经济之间的复杂

关系展示一条清晰的脉络遥 本文在对山东沿海港口

群分类定阶的基础上袁基于个体内比较与个体间比

较双重视野袁重点分析了青岛尧烟台尧威海尧潍坊尧日
照 5 大港口群与产业经济的关系遥 实证结果显示袁
港口与产业经济存在密切的关系袁但不同的港口群

在不同的样本期内与产业经济的关联情况不一样遥
一般而言袁 港口与第二产业尧GDP 的关联是相对较

强的袁而与第一产业的关联相对较弱袁这是因为第

二产业及社会物流需求系数相对较高袁本文的研究

也基本印证了这一规律遥 港口具有一定的辐射范

围袁根据其吸引和辐射地域的不同分为直接尧间接

腹地与陆向尧海向腹地遥 由于港口所处城市往往是

港口的直接腹地袁但直接腹地又不限于港口城市的

行政区划袁因此会存在因港口腹地范围大小尧关联

强弱而导致的城市经济与港口关联的偏差遥 与此同

时袁产业外向经济结构的不同也会引起产业关联的

差异袁如农产品出口港会拉动农业的发展袁拉近港

口与第一产业的关系袁而重要的铁矿石进出港则会

拉近港口与第二产业的关系遥 虽然山东港口群与产

业经济促进较密切的关系袁 但山东拥有近 30 个大

中小型港口袁港口分布密集尧重复建设严重袁存在恶

性竞争的情况袁 港口之间缺乏良好的协同作用袁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临港工业乃至产业经济的发展遥

鉴于山东五大港口群与产业经济关联的现状

和分析结果袁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院
第一袁加强港口资源整合袁形成各港口合理分

工尧协同发展的局面遥 虽然山东省已形成以青岛尧烟
台尧日照港为主枢纽港口袁以威海等港口为地区重

要港口的发展格局袁但尚未构建干线港尧支线港尧喂
给港相互协调协同发展的局面袁更缺乏与国内其他

省市主要港口的协同发展遥 山东省在野一带一路冶和
中韩自贸区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袁港口发展将迎来

新的机遇袁 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合理统筹尧
有效整合港口资源袁 形成各港口良性互动的局面袁
助力港口城市和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遥

第二袁促进港口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袁提升

依港兴城尧港城互动的局面遥 港口是城市经济发展

的野促进器冶袁临港工业是其发展的重要野引擎冶袁各
港口城市需依托港口和地域产业经济特色袁发挥集

聚功能袁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遥 如滨州临港工业建设

必须与其国际农产品进出口高效生态港的定位相

符合袁 港口建设与临港工业必须一体规划协同发

展袁通过做深产业链尧做高附加值袁形成野以港聚业

兴城冶尧港城互动的良好局面遥 同时袁依托腹地经济

发展特色袁通过港口物流袁努力促进腹地经济更好

地野引进来尧走出去冶遥
注 释院
淤 港口群指归属地区范围内的所有港口的组合遥
于 烟台的经济总量与青岛的差距较之潍坊与其的差距要大

得多袁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烟台归属第二梯队更合适袁但若

以占比区间来分袁归属第一档更合适遥
盂 五地市港口群货物吞吐量增长率均根据历年港口货物吞

吐量进行核算袁GDP 实际增长率均来自各地市历年统计

年鉴给出的直接数据袁 以下各地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实际

增长率数据也是如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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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plit seven Shandong coastal regions into four typ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rt cargo scale and e鄄

conomies of scale. We select five representative port clusters, based on figures for 2002-2014 using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to mak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t and industry economy in either of two perspectives. E鄄
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port cluster power canno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of port and industry econo鄄
my. The relation of the port cluster and industry economy in different sample periods may be consistent or have some differ鄄
ences. The relation of the port cluster and industry economy in the same sample period, has some regularities but has their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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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灰色关联分析包括邓氏关联度尧灰色绝对关联度尧灰色相

对关联度尧灰色综合关联度尧灰色相似关联度尧灰色接近

关联度等袁每一种关联度的计算公式均存在差别袁一般所

称的灰色关联度指邓氏关联度袁 这也是在作港口与产业

经济关联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袁 此处的计算方法也是邓

氏关联度遥 依据经验袁一般而言袁当分辨系数取 0.5 时袁关
联度大于 0.6 就认为关联性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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