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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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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就“发达”和“发展中”这一对概念而言，人们对

它们的总体理解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以

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发展在世界上达到了高水平，就
属于“发展了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否则就属于

“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展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随着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各
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布在不断变化，尤其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发展水平持续迅速提升

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或
者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是对发展状态而不是发

展水平的描述，韩国、中国、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目
前在世界上都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在发展水

平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韩国已经迈过两类国家

之间的门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中国和印度仍

然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的门槛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个

“门槛”有明确定量规定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两个，一
个是 世 界 银 行， 另 一 个 是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ＵＮＤＰ）。 世界银行主要是从人均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来看的，把 １９８７ 年的 ６０００ 美元作为“高收

入”或“工业化”的固定标准，一个国家按照可比价

格计算的人均 ＧＮＩ 达到了这个标准成为高收入国

家，就可以认为是“工业化了的”或“发达国家”。 而

ＵＮＤＰ 的标准是相对标准， 即把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达到 ０．８ 以上的国家归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国家即发达国家，否则为发展中国家。

二、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一）人均收入水平

首先，从世界各大地区的发展上看，中国目前的

发展水平和广大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相当。 按

汇率法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 ＧＮＩ 水平略低于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当于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平均水平。
从收入水平分组上看，大约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

的平均数。 而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 ２０１６
年的人均 ＧＮＩ 为 １５４７０ 国际元，在列入排序的 ２１５
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 １０３ 位，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当，在
收入水平分组上略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和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提升了东亚地

区的平均发展水平，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原来的

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达国家两端分布的

格局，已经形成了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上中等收入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发达国家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二）产业结构

第一，中美之间增加值结构的比较。 ２０１４ 年中

国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 ４．８ 倍，制
造业是美国的 １．５ 倍，而建筑业是美国的 １．１ 倍。 但

是从第三产业上看，中国的总量和美国之间还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仅仅为美国的 ３６．４％。 因而，中
国和美国之间经济总量上的差距（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汇

率法 ＧＤＰ 只占美国的 ６０％），关键不在于第一产业

和第二产业发展不足，而是第三产业没有跟上来。
中美两国经济各自的增加值结构，反映了两国处于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比较。 美国的就业

结构与其增加值结构是相似的，２００５ 年美国按三次

产业计算的就业构成是 １．６％、２０．６％和 ７７．８％，而在

２０１６ 年，这一结构发展为 １．１％、２０．０％和７８．９％，十
多年间只有很小的变化。 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

同：两个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果用就业结

构来说明产业结构的话，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就

更大，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美国高 ２６％，而第

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则和美国相差 ３６．５％。
第三，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比较。 产业结构高

度确实从质态上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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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６ 年世界部分国家增加值和就业构成表可以

看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排序中，中国大约

位于它们的中间位置，属于发展水平已经得到提高

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从产业结构的自身变化看，中国正处于迅

速发展阶段。 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增加值结构与

就业结构表可以看到，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期间，中国

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没有显著变化，仅仅下降了

０．６％，但是就业比重下降了 ７％，而且是逐年稳步下

降；相应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每年

都在稳步提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 目前，中
国第三产业占比和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之间还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占比大多达到 ７０％以上，如果中途不发生停滞，按
照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推算，那么达到发达国家的

产业结构，中国还要用 ２０ 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达到这个水平。
（三）人类发展

首先看出生预期（平均）寿命，这是根据人口学

上的生命表计算的预期平均寿命。 从 ２０１５ 年世界

部分国家和地区人类发展指数情况表可以看到，在
四个分组中，分组水平越高，预期寿命往往就越长。
中国的出生预期寿命是 ７６ 岁，在高人类发展水平国

家中位于领先水平，但和西欧（８０ 岁以上）、北欧（８０
岁以上）、北美（８０ 岁左右）、大洋洲（８０ 岁以上）、亚
洲（日本、韩国、中国香港，８０ 岁以上）的发达国家和

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
其次看受教育程度。 从 ２０１５ 年世界部分国家

和地区人类发展指数情况表可以看到，极高发展水

平组中的国家和地区预期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 １５
年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 １１ 年以上。 在两

个指标中，改善前一个指标需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这是从供给方看，从需求方看，还要有对受教育群

体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后一个指标则是前期教育

投入所产生的结果。 中国 １９９０ 年时预期受教育年

限为 ８．８ 年，２０００ 年提高到 ９．６ 年，２０１０ 年提高到

１２．８ 年，２０１５ 年已经是 １３．５ 年，发展得非常快。 从

发展趋势看，２０２０ 年前后，有可能达到 １５ 年，赶上

发达国家的基本水平。 但是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
中国目前只有 ７．６ 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最后看人均收入。 如果是进行人均收入的排

序，按汇率法计算，日本和中国在 ２１６ 个国家或经济

体中分别列 ３４ 位和 ９５ 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
本和中国在 ２１５ 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分别列 ３４ 位和

１０３ 位。 日本属于发达国家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个分析结果没有改变。

三、区域发展和城乡收入差异

　 　 （一）地区经济发展

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ＧＤＰ、人
口及其对比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各个地区（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如果用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标准来进行比较，北京、
上海、天津 ３ 个直辖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已经进入了

高收入地区的行列，属于中国的发达地区，地区人口

占全国的近 １５％，经济总量占 ＧＤＰ 的 ２５％左右。 而

其他的 ２５ 个地区，仍属于上中等收入地区，由于这

个组数值所包括的跨度大，组内相互之间差异也比

较大。 这 ２５ 个地区包含的人口占全国的 ８５％以上，
经济总量占 ＧＤＰ 的 ７５％左右。 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地

区北京（１７７８４ 美元）与最低的地区甘肃（４１５３ 美

元）相比，北京为甘肃的 ４．２８ 倍。 高收入地区人均

ＧＤＰ（１４９７４ 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地区（７４３２ 美元）
两倍左右。 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

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就对整个

国家的发展水平产生错判。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

看，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也有它们的后发优势：
从本地的层面看，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国家的

层面看，则有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所能够

提供的日益增加的政策与财力的支持；从地区协作

的关系看，又能通过地区间经济活动的梯度转移获

得发展。 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保

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城乡差距

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镇人口

占全部人口比重表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的城镇化率

现在仍然不高，只有 ５７％，具体地看，城镇化率超过

６０％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只有 １０ 个，城镇化水平还

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此外，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看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分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城乡居民

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整体上看，城镇居

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的 ２．７２ 倍。 其二，
在不同的地区间之间进行比较时，城乡居民构成往

往是居民总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也反映在居民所享受的公

共服务上，农村的教育、医疗、退休、社会福利等方面

的发展都明显地落后于城市。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

不充分，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所

以，观察和判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能

只从局部取得的成就上看，还必须从整体上看存在

的不足，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管理世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原题《如何看待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约 ２５０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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