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基于2007—2017年相关数据，在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与污染排放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省

市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样本期内长江下游省市产业优化升级相对较

快，长江上、中游各省市产业优化升级相对缓慢，且与下游的差距有拉大趋势。综合来看，沿江绝大部分省市产业优化升

级较生态环境显得滞后，这也是导致样本末期这些省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等级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优

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2007年总体高于2017年，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等级下降明显的省

份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其中下游的安徽和上游的云南二者的协调等级下降尤为明显，从良好协调型直降为

低度协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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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人类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主要环节，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产业结构既是

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的重要连接体，也是各类经济投入的“资源转换器”[1]，同时又是各种“污染物种类

和数量的控制体”[2]。一方面，产业结构的组合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

对环境的胁迫[3]；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亦直接影响或制约区域产业结构及其发展方向。通过对近年

关于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区域产业结构变

化或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4~11]，研究表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是影响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且不同的产业

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是关于工业结构演变

的环境效应研究[12~15]，研究认为，工业三废排放是区域环境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在

工业结构中占比较高，将导致废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因此调整工业结构是污染减排的重要途径；三

是关于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及协调关系的研究[16~18]，分析得出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质量存在交互

耦合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促进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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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关于产业结构演变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探讨产业

结构演变或调整与环境质量关系时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虽各有所长，但大部分研究方法难以反映产业结构

演变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二是现有文献中虽有涉及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互动关系的研究，

但相对较少，尤其有关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环境质量协调关系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众所周知，由于

多年来长江经济带沿江偏向重化工业的不合理产业布局，造成累积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2016年3
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如何处理好长期困扰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议题倍

受关注，一些沿江省市也先后付诸行动，对沿江布局中污染较大的重化工产业进行了专项整治，沿江产业结构

亦明显得到优化，环境污染近年也有所改善，但要彻底根除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尚需时日。因此，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为此，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等模

型，通过构建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

关系展开相关研究，以找出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以期对引导长江经

济带有序产业转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时段为2007—2017年，数据主要源自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统计年鉴。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指标所用数据主要由三产增加值数据、三产占GDP比重及三产就业数据构成。由于废水、废气

和烟尘及固废排放目前仍是影响各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选取废水排放、废气+烟尘排放和固

废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指标，这三个指标通过加权合成环境质量指数。其中，废水排放包括工业和生活废

水排放量，废气排放包括工业和生活等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于固废排放无从获取，这里统一用一般固

废产生量替代。

（二）研究方法

1. 泰尔指数法

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19]，以重新定义的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因该指数既考

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又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同时它还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其

具体计算公式为：

TL =∑
i = 1

n (Yi

Y
)ln(Yi

Li

/Y
L
) （1）

其中，Yi 代表三次产业增加值（i=1，2，3），Y为GDP，L为三次产业从业者总和，Li为三次产业从业人数

（i=1，2，3）。TL=0，表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同。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

构偏离了均衡状态，偏离0越远，产业结构越不合理，越接近0，产业结构相对越合理。本文用泰尔指数指代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记为TS）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20]，二者加

权合成产业优化升级指数。

2. 变异系数法

为避免因指标量纲不同而对权重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赋权，计算公式如下：

Vi = σi-
xi
, (i = 1, 2..., n) （2）

式（2）中，Vi是第 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 是第 i项指标的标准差，-xi 是第 i项指标的平均数。各指标的权

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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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 Vi∑Vi

, (i = 1,2...,n) （3）

为便于比较，在确定指标权重之前，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计算各

指标的变异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

x'
i = (xi -min xi) (max xi -min xi) （4）

负向指标：

x'
i = (max xi - xi) (max xi -min xi) （5）

其中，xi是原始指标值，minxi，maxxi分别表示原始指标的最小、最大值。

确定好各指标权重，再利用线性加权法合成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3. 耦合度模型

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表示系统或

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21]。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

C = 2 u1u2 /(u1 + u2) （6）

其中，ui( i = 1，2) 表示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本文分别为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显

然，C∈［0，1］，C 越接近1，说明产业升级与环境质量间的耦合度越强；反之，则越弱。当 C =1 时，耦合度达到

最大，表明二者的相关性极强，当 C = 0 时，耦合度最小，表明二者互不相关，彼此互不影响。

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而无法真实反映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水平，为进一步反映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建立如下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 C·T)1 /2 ， T = αu1 + βu2 （7）
式（7）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

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质量同等重要，故此处取α=β=0.5，在实际应用中，通常D∈[0，1]。

三、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与污染排放现状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现状

长江经济带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沿江11省市的GDP占全国比重已超45%[22]，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各区域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演进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进入新常态以来，虽然沿江

各地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重型化特点仍然突出，重化工产业沿

江高度密集布局的现状亟待改变。

对比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7年与2017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如图1~图4所示），可

以发现，2007年11个省市中，除了上海外，其余10省市的产业结构都呈“二三一”分布，其中第二产业占比排

在前三位的是江苏、浙江和江西，第一产业占比除了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外，其余8省市皆在10%以

上，相较而言，11省市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除了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和中游的湖北呈“二三一”分布外，其

他几个省市则呈“一三二”分布，出现这一状况与这些省市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不无关系。到2017年，总

的来看，各地第一产业占比下降较快，尤其中游各省降幅明显，上游省市下降幅度略显缓慢，绝大部分省市

（安徽除外）第二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但第二产业占比总体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安徽和江西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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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省市的产业结构皆呈“三二一”分布，与此同时，各地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11省市的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较2007年都有大幅提高，但第三产业占比对标全国平均水平仍显滞后，第三产业占比除

了下游4省市增长较快外，上、中游各省市占比增幅相对缓慢，服务业凸显增长乏力，这两个区域在调结构、

促转型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1 200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结构状况 图2 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结构状况

图3 200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三次产业就业情况 图4 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三次产业就业情况

（二）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现状

虽然长江经济带在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多年的粗放式发展，不仅导

致该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而且引发的区域性、累积性、复合性环境问题也愈益突出。长江经济带面

积虽然仅为全国的21％，但据统计，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区域污染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23]，其

中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单位面积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2倍[24]。

从2007—2017年的统计数据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废水排放量（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总体呈

上升态势（如图5所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废水排放在2007—2014年间呈上升态势，2015年后呈现放缓

之势，而上游的废水排放量近年则呈现增速加快态势，总的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废水排放量明显高于中、上

游地区；从废气和烟尘排放量看，三区域总体皆呈下降趋势，2014—2017年下降速率明显加快（如图6所示），

这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力度不无关系；从固废产生量来看，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固废产生量

波动较大，尤其中游波动愈发明显，但可以看出两地的固废产生量明显高于下游，其中上游的固废排放量除

了个别年份（2015年、2016年）低于中游外，其余年份的固废产生量皆高于中游，而长江下游地区的固废产生

量在此期间则呈现平稳上升态势（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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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情况 图6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废气和烟尘排放情况

图7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固废产生量情况

四、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测度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分析

本文根据前述研究方法算得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7—2017年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综

合得分，鉴于篇幅，在此只列举2007年和2017年各省市的得分，如表1所示。

表1 2007年和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

区域

长江下游

长江中游

长江上游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产业优化升级水平综合得分

2007
0.9831
0.3759
0.4803
0.5201
0.3380
0.5828
0.6552
0.5569
0.5246
0.4789
0.6072

2017
1.0388
0.4591
0.5348
0.3346
0.3380
0.3814
0.4649
0.3772
0.5103
0.3554
0.3455

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

2007
0.8980
0.3787
0.6277
0.6607
0.6126
0.6405
0.4956
0.7963
0.1576
0.7059
0.4233

2017
0.9514
0.2458
0.6147
0.3797
0.3977
0.5472
0.6701
0.8446
0.2108
0.3053
0.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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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1，分区域来看，长江下游4省市中只有上海在这两个年份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皆高于生态环

境质量得分，生态环境质量略显滞后，江苏、浙江和安徽3省在2007年皆是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滞后于生

态环境质量得分，到2017年，江苏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高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且差距较大，生态环境质

量亟待提升，而浙江和安徽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则低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产业升级步伐亟需加快；长

江中游3省中，2007年只有湖南省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高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其他2省都表现为产业升

级滞后型，2017年3省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更皆落后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长江上游4省市中，2007年
重庆和云南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滞后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四川和贵州则高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

2017年四川和云南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得分高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重庆和贵州情况则正好相反。

综上分析，对比2007年和2017年，总的来看，长江下游各省市产业优化升级的步伐相对较快，长江上、

中游各省市的产业优化升级进程相对缓慢，亟需跟进。从2017年的得分看，部分省市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

观，尤其下游的江苏和安徽、中游的江西及上游的四川和云南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还需下大力气。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可算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得

分，据此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如下等级（如表2所示），得出各省市具体得分，限于篇幅仍取2007年和2017年
为例进行分析，如表3和图8所示。

从表3和图8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值2007年总体高

于2017年。2007年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等级除了上游的四川及中下游的江西和江苏处于低度和中度协调类

型外，其余8省市皆处于良好协调以上，其中上海和重庆两市属于高度协调等级；而2017年二者的耦合协调

度较2007年来看，除了下游的上海和浙江及上游的四川耦合协调度值有小幅上升外，其余8省市的耦合协

调度值皆有所降低。
表2 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

D
0.8≤ D＜1
0.7≤ D＜0.8
0.6≤ D＜0.7
0.5≤ D＜0.6
0.3≤ D＜0.5
0≤ D＜0.3

耦合协调度等级

高度耦合协调

良好耦合协调

中度耦合协调

低度耦合协调

基本不协调

严重不协调

u1(x)＞u2(x)
生态环境滞后

生态环境滞后

生态环境滞后

生态环境滞后

生态环境滞后

生态环境滞后

u2(x)＞u1(x)
产业升级滞后

产业升级滞后

产业升级滞后

产业升级滞后

产业升级滞后

产业升级滞后

注：当u1(x)=u2(x)时，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属于同一协调等级下同步发展型

表3 2007年和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得分

区域

长江下游

长江中游

长江上游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2007年
耦合协调度得分

0.9693
0.6142
0.7410
0.7656
0.6746
0.7816
0.7549
0.8160
0.5362
0.7625
0.7120

耦合协调类别

高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中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高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低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7年
耦合协调度得分

0.9971
0.5796
0.7572
0.5970
0.6055
0.6759
0.7471
0.7513
0.5727
0.5739
0.6110

耦合协调类别

高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低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低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中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中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良好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低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低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产业升级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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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7年和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雷达图

分区域看，下游的江苏和安徽协调度值下降明显，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协调等级也从中度、良

好降至低度，中游的湖北协调度值下降相对较快，相应的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协调等级也从

良好降至中度，上游协调度值下降最快的是云南，其次是贵州，第三是重庆，三地区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分别

从良好和高度协调型降至低度、中度和良好型，四川协调度值虽有小幅提升，但二者耦合协调等级没有跃

升，仍处于低度。

将以上分析结果结合表1可以发现，导致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协调度下降的原因不尽相同，下游

的江苏和安徽协调度降低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滞后导致，上、中游绝大部分省市协调度的降低则是由产业

优化升级落后所致，因此要提升长江经济带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因地施策、精

准发力尤为重要。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处理好

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愈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2007—2017年样本数据，探讨了长江经济

带 11省市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分布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如下：

第一，样本期内长江下游省市除安徽外其他3省市产业升级相对较快，长江上、中游各省市产业优化升

级相对缓慢，且与下游的差距有拉大趋势，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北及上游的云南和贵州产业优化升

级尤显落后，亟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来看，样本期间内除了上海、湖南、重庆和

四川略有提升外，其余7个省份得分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下游的江苏和安徽、中游的江西及上游的

四川和云南得分相对较低。

第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2007年总体高于2017年，2007年二

者的耦合协调度等级除了四川外，绝大部分省市处于良好等级以上；2017年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

耦合协调度值除了上海、浙江和四川3省市有小幅提升外，其余8 省市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耦合协调

度值下降较快的省份依次是云南、安徽、湖北、贵州和江苏。从空间分布看，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

耦合协调等级下降明显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其中下游的安徽和上游的云南二者的协调

等级下降尤为明显，从良好协调型直降为低度协调型。

第三，综合来看，除了个别省市外，整个样本期内，沿江绝大部分省市产业优化升级较生态环境滞后，这

也是导致样本末期这些省市二者耦合协调度降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一段时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应立

崔木花：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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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地，充分发挥地方资源要素优势，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尤其要对地方工业内部那些“三高”行业加

大整治力度，促使其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以加快提升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

调等级。

总之，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沿江各省市凝聚共识、齐

抓共管、协同发力才能实现预期目标。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地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要互联互通，互帮互促，

因势利导，扬长避短，长江下游发达省市应加大对上、中游省市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帮扶力度，加快推进

这些省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尽快缩小地区间在产业发展上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推动产

业升级的同时，要强化对全域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监管，加快推动建立地区间“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及

生态补偿机制，加快构建地区间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确保环境预警信息在地区间能够及时发布和传播，同时

要尽快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出现污染情况，尽量避免污染扩散及

对临近区域环境造成影响。只有各地的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皆实现互促共赢，才能真正推进长江经济带全

域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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