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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及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的分析

吴　刚　刘晓惠　冉淑青

摘　要：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变动影响着经济规模实力的变化，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稳步提

升市场主体成长力是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支撑。本文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分析的

视角，构建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市场主体投

资强度指数、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指数、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指数的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呈现差异化趋势特征，并且市场主体成长力多项

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准。对标施策，提出通过提升市场主体总量规模、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非公市场主体、引进外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对策措施，促进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发展壮

大、稳步增强市场主体成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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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提升发展实力是夯实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支撑。据相关研究表明，市场主体数

量、质量变动影响着经济规模实力的变化。当前，

西部省（区、市）面临市场主体（内资企业、外资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规模偏

小、成长力相对较弱的突出问题，加大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稳步提升市场主体成长力是贯彻落实十九

大提出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战略路径选择。

二、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差异化

趋势特征分析

市场主体成长力是市场主体成长所依赖的资源

和能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各种要素对市场主体成长

性的影响程度以及市场主体自身资源的异质性而不

同。可以通过计算市场主体各项指标的增值情况，

来评判市场主体的成长力大小。基于工商登记信息

数据分析的视角，建构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活

跃度指数、分布强度指数、投资强度指数、人口分

布密度指数、经济贡献强度指数等不同维度的指标

体系研判分析市场主体成长力。

据全国工商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数

据反映，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

总量为2088.28万户，同比增长9.47%。分省（区、

市）来看，其中，四川省市场主体总量427.35万
户，占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的20.46%，优势地位

突出。其他地区依次为云南257.92万户、广西216.55
万户、贵州216.46万户、重庆214.41万户、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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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6万户、内蒙古174.66万户、甘肃141.66万户、

新疆127.77万户、宁夏47.89万户、青海33.30万户、

西藏19.04万户[1]。如图1所示。目前，西部地区市场

主体成长力呈现如下趋势特征。

图1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总量分布情况

（一）西藏、青海、新疆、贵州、宁夏市场主

体保持超高速增长态势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

同比增速分析显示：西藏市场主体增速23.49%、

青海15.27%、新疆15.15%、贵州13.37%、宁夏

13.05%，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37%），处

于西部第一层次；重庆10.67%、甘肃10.65%、云南

10.37%，市场主体增速均超过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

平（9.47%），处于西部第二层次；陕西7.78%、四

川7.18%、广西6.98%、内蒙古4.94%，处于西部第

三层次，这些地区市场主体增速较为缓慢，预示着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如图2所示。

图2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增长指数比较图

（二）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宁夏、广

西市场主体投资活跃度较高

市场主体活跃度QRI(Quantitative Relative Index)

是指某一段时间内进入市场的市场主体净户数与某

个观察期间内存活市场主体总个数的比值[2]。这一

指数越高反映这一段时期区域内投资活力越强。截

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活跃度指

数分析显示：西藏24.85%、青海21.47%、内蒙古

21.05%、新疆20.10%，宁夏19.71%、广西19.32%，

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8.97%），处于西部

第一层次，这些地区投资较为活跃，市场主体增长

能力较强；云南18.82%，市场主体活跃度略高于同

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8.47%），处于西部第二层

次；甘肃18.37%、陕西18.30%，四川17.33%、贵

州17.18%、重庆16.64%，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

地区投资活力缺乏，预示着经济活跃度呈现下滑态

势。如图3所示。

图3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

比较图

（三）四川市场主体总量全国占比较大，领先

位次明显

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是指区域内市场主体数量

所占全国份额的大小，通常情况下市场主体分布

强度越大经济规模越大。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

（区、市）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分析显示：四

川省市场主体总量占全国市场主体总量的4.91%，

全国占比份额较大，处于绝对领先位次；云南

2.96%、贵州2.49%、广西2.49%、重庆2.46%、

陕西2.43%、内蒙古2.01%、甘肃1.63%、新疆

1.47%，处于西部第二层次；宁夏0.55%、青海

0.38%、西藏0.22%，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地

区市场主体总量相对较小，反映出区域经济规模

也相对较小。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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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

数比较图

（四）西藏市场主体投资规模远高于西部其他

省（区、市）

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是指单位市场主体投资规

模大小，通常用单位市场主体注册资本金来衡

量。市场主体投资强度大小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

主体质量水平。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

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数分析显示：西藏市场主体

投资规模为413.77万元/户，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

平（266.92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一层次；青海

258.29万元/户、宁夏254.28万元/户、陕西247.95
万元/户、新疆237.53万元/户、内蒙古214.31万元/
户、四川196.94万元/户，这些地区市场主体投资

规模均高于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94.42万元/
户），处于西部第二层次；贵州192.98万元/户、

重庆177.83万元 /户、甘肃161.99万元 /户、云南

150.39万元/户、广西144.91万元/户，处于西部第

三层次，这些地区小微企业居多，市场主体投资

规模尚待提升。如图5所示。

图5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

数比较图

（五）宁夏、重庆、内蒙古市场主体人口分布

密度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是指市场主体平均人

口占有状况的指标，该指标反映市场主体在一定

人口规模中分布的稠密程度。截至2016年西部各

省（区、市）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分析显示：

宁夏706.53户/万人、重庆703.35户/万人、内蒙古

693.06户/万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均高于全

国同期水平（629.59户/万人），处于西部第一层

次；贵州608.88户 /万人、西藏587.78户 /万人、

青海561.19户/万人，这些省（区）市场主体人口

分布密度均高于同期西部地区平均水平（559.21
户/万人），处于西部第二层次；陕西554.11户/万
人、云南543.94户 /万人、甘肃542.76户 /万人、

新疆5 4 1 . 3 9户 /万人、四川5 1 7 . 2 5户 /万人、广

西447.60户 /万人，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些省

（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较低，预示着市场

主体增长空间相对较大。如图6所示。

图6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

度指数比较图

（六）内蒙古、陕西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相

对较高

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是指市场主体对区域

经济贡献能力大小的指标，通常用单位市场主体创

造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

（区、市）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分析显示：内蒙

古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106.68万元/户、陕西90.72
万元/户，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均高于全国同期水

平（85.48万元/户），这些省（区）市场主体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处于西部第一层次；广

西84.25万元/户、重庆81.89万元/户、青海77.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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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四川76.47万元/户、新疆75.27万元/户，市场主

体经济贡献强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同期水平（74.95万
元/户），处于西部第二层次；宁夏65.77万元/户、

西藏60.29万元/户、云南57.65万元/户、贵州54.21万
元/户、甘肃50.49万元/户，处于西部第三层次，这

些地区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度相对较弱，预示着提

质增效尚待持续发力。如图7所示。

图7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经济贡献强

度指数比较图

（七）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分布态势

依据上述分析，通过德尔菲法分别赋予市场

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参考权重，并经过加权平均计

算，得出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成长力排序

如下：

西藏为0.714分，市场主体成长力西部排位第

一，其后依次为内蒙古0.683分、四川0.659分、陕

西0.648分、重庆0.642分、新疆0.633分、青海0.623
分、宁夏0.604分、贵州0.587分、广西0.577分、云

南0.572分、甘肃0.514分。如表1所示。

三、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提升面

临的突出问题分析

对标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多项指标落

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主体成长力尚待进一步加

强。截至2016年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总量2088.28万

户，仅占全国总量的23.99%，同比增长9.47%，低

于全国市场主体平均增长水平2.9个百分点；西部

地区市场主体活跃度指数为18.47%，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投资强度为

194.42万元/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2.5万元/户；西

部地区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为559.21户/万人，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70.38户/万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

经济贡献强度为74.95万元/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53万元/户[3]。进一步分析，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

长力提升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高质量市场主体数量相对较少

与个体工商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非企业相比，

企业在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能力突出，对区域发

展贡献较大，企业是重要的高质量市场主体[4]。从

企业所占区域市场主体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
年西部地区仅有重庆31.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9.82%，其他省（区、市）均低于全国均值。依次

为广西26.99%、陕西26.65%、宁夏25.43%、四川

24.64%、西藏22.45%、青海22.34%、云南21.18%、

贵州21.06%、新疆21.04%、甘肃19.97%、内蒙古

表1　截至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市场主体成长力对比情况

　
市场主体增长

指数（0.16）
活跃度指数

（0.14）
分布强度指数

（0.16）
投资强度指数

（0.15）
市场主体人口分

布密度（0.14）
经济贡献强度

指数（0.25）
市场主体成长

力综合分值
排名

内蒙古 0.034 0.119 0.065 0.078 0.137 0.250 0.683 2
广西 0.048 0.109 0.081 0.053 0.089 0.197 0.577 10
重庆 0.073 0.094 0.080 0.064 0.139 0.192 0.642 5
四川 0.049 0.098 0.160 0.071 0.102 0.179 0.659 3
贵州 0.091 0.097 0.081 0.070 0.121 0.127 0.587 9
云南 0.071 0.106 0.097 0.055 0.108 0.135 0.572 11
西藏 0.160 0.140 0.007 0.150 0.116 0.141 0.714 1
陕西 0.053 0.103 0.079 0.090 0.110 0.213 0.648 4
甘肃 0.073 0.103 0.053 0.059 0.108 0.118 0.514 12
青海 0.104 0.121 0.012 0.094 0.111 0.181 0.623 7
宁夏 0.089 0.111 0.018 0.092 0.140 0.154 0.604 8
新疆 0.103 0.113 0.048 0.086 0.107 0.176 0.6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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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从企业数量增幅来看，2016年全国企业数

量增长18.77%，西部地区仅有西藏、青海、云南、

新疆、宁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比增幅分别为

45.95%、26.51%、21.72%、19.01%、18.90%；而

贵州、甘肃、广西、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幅分别为18.15%、16.64%、

15.49%、15.05%、14.28%、13.41%、9.45%。

（二）非公市场主体发展较为缓慢

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量，体现着区域发展市场活力[5]。从非公市场主体

在区域市场主体中所占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年
全国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为97.28%，西部地区

仅有重庆、宁夏、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贵

州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

为98.26%、98.17%、97.93%、97.86%、97.80%、

97.64%、97.60%；而四川、新疆、广西、青海、

西藏非公市场主体所占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分别为97.14%、97.02%、97.01%、96.91%、

96.22%。从非公市场主体同比增幅来看，2016年全

国非公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1.24%，西部地区仅有西

藏、青海、新疆、贵州、宁夏非公市场主体增幅高

于全国水平，分别为18.51%、13.51%、13.30%、

11.82%、11.60%；而甘肃、重庆、云南、陕西、四

川、广西、内蒙古非公市场主体增幅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分别为9.92%、9.82%、9.47%、7.56%、

6.93%、6.79%、4.67%。

（三）外资企业极为短缺

西部地区外资企业普遍数量少、实力弱，外

向型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从外资企业所占区域市

场主体数量比重分析来看，2016年全国平均水平

0.58%，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依次为陕

西0.28%、重庆0.26%、四川0.24%、广西0.21%、内

蒙古0.19%、云南0.16%、甘肃0.15%、宁夏0.14%、

青海0.13%、新疆和西藏0.12%、贵州0.07%。从外

资企业增幅来看，201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4.98%，

西部地区仅有内蒙古、宁夏、重庆、青海、西藏、

新疆、广西外资企业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为13.31%、11.47%、10.90%、8.91%、6.79%、

6.50%、6.41%；而云南、陕西、四川、甘肃、贵

州外资企业同比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4.77%、-1.06%、-2.11%、-2.39%、-9.09%。

（四）传统产业数量大改造升级挑战艰巨

从市场主体产业类型分析来看，2016年西部地区

批发零售、农林牧渔、租赁和商务服务、建筑、传统

制造等产业仍然占据绝对主体位置，电子商务、文化

创意、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新产

业新业态数量少、发展滞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任务艰巨，新旧动能转化步伐缓慢。

四、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长力提升路

径策略选择

（一）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路径

西部地区市场主体主要指标均落后于全国水

平，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尤为必要和迫切。一是

继续优化政策措施，积极培育更多的企业主体，重

点培育发展资源禀赋突出、引领作用较强的龙头骨

干企业、创新型企业，增强市场主体贡献能力。二

是大力实施“个转企”工程，积极引导帮扶个体工

商户转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畅

通绿色通道，确保“个转企”顺利过渡[6]。三是加

大引导农业科技人员、专业种养大户、返乡创业人

员组建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家庭农

场，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基地、种养基地、农家乐

休闲基地，培育根深苗壮的现代农业市场主体[7]。

（二）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路径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置换的市场

空间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

“四新”市场主体填补。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

加大“四新”市场主体超常发展。一是系统推进新

兴主体、载体建设、重点项目、产业投融资、政策

与服务环境融合互动，共同激发“四新”经济发

展活力。创新“四新+基地+基金”的载体建设模

式，推进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四新”产业集

聚基地建设，加速孵化“四新”主体，形成梯队，

孵苗成林[8]。二是聚焦“四新”领域，推进智能制

造、精益制造、绿色制造及共享经济、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引导转化过剩落后产能，引导生产

要素向高端、高附加值环节配置[9]。三是建立“四

新”经济协同推进模式。围绕“主体、载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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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融资、环境”建设，制定“四新”主体培育

成长计划，搭建政府、企业、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

“四新”经济发展平台，建立和完善涵盖“四新”

的市场主体扶持政策，促进“四新”市场主体超常

发展。

（三）非公市场主体培育发展路径

 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劳动就业、增加税收、

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是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目前，西部各省（区、

市）非公经济所占份额较小，支撑能力薄弱。一是

进一步深化细化“放管服”各项政策举措，清理和

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

除体制性障碍，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让非公企业真正分享政策红利。二是积极探索向民

间资本开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新途径、新

模式，让非公企业享受更多的盈利可控、回报预期

显著的项目[10]。三是大力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

股，培育发展更多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平台，破

解非公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激发非公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11]。

（四）外资企业培育发展路径

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发展仍然处于落后水

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较弱。随着国家新一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战略实施，以及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的

获批，西部地区开放平台、政策环境进一步趋

好，开放促发展机遇良好。为此，加大外向型产

业培育，拓展外资利用新方式，加快培育发展新

优势。一是主动作为，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吸

引国际商务、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离岸服务外

包、国际认证检测、期货保税等产业在西部落

户[12]。二是积极拓展利用外资方式，鼓励现有外

资企业以利润再投资、增资，扩大利用外资规

模，实现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突破。三是

搭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城市的贸易、投

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深化产能合作[13]。

（五）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

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政府以清

单方式明确列出在区域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

业、领域、业务等，并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

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禁止准入类

和限制准入类，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初

始投资、扩大投资、并购投资等投资经营行为及其

他市场进入行为[14]。按照国家整体部署，2018年全

国将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一是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自贸区相关制度创新成

果，促进外商、非公投资准入的开放度、便利度、

透明度。二是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规定，结合

西部各省（区、市）资源禀赋、优势产业，梳理和

制定适合本区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权责和标准，建立和完善

清单公开制度，创新公开载体和形式，探索“互联

网+政务服务”新模式、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工

作透明度。三是加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

宣贯和解读，推进建立第三方政策跟踪评估、实施

效果反馈预警长效机制，营造市场主体培育发展的

良好生态环境。

五、结论

本文基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数据分析的视角，

构建涵盖市场主体增长指数、市场主体活跃度指

数、市场主体分布强度指数、市场主体投资强度指

数、市场主体人口分布密度指数、市场主体经济贡

献强度指数的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

过德尔菲法分别赋予市场主体成长力评价指标参考

权重，经过加权平均计算，对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成

长力进行量化排序，分析显示，西部地区市场主体

多项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主体成长力尚

待进一步加强。针对高质量市场主体数量相对较

少、非公市场主体发展较为缓慢、外资企业极为短

缺、传统产业数量大改造升级挑战艰巨等突出问

题，规划设计了市场主体总量规模提升、新产业新

业态培育、非公市场主体发展、外资企业培育、良

好营商环境营造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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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Market Subj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data based 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Wu Gang    Liu Xiaohui   Ran Shuqing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Market Entity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scale strength, so fostering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subject and steadil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subject are the basic supports of tamping down the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arket subject growth capacity evaluation including growth index, activity index, distribution intensity index, 

investment index,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density index, economy contribution index. And many indexes among market principle 

growth force lag behind the standard of national averag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subj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steadily strengthen the market by upgrading the total quantity of market subject, cultivating 

new industry, developing non-public market subject, introducing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 and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Market subject; Growth Assessment; Path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