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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潜经济贡献定量研究

谢 卑

(厦门市港务管理站,福建 厦门 “⒛∝)

【摘 要】 对厦门港及其港田经济贡献进行界定,给出测算厦冂港经济贡献的具体研究方法,

通过投入一产出模型的定量分析对厦门港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分别从总产出、GDP和税收以及就

业人数等方面定量分析厦门港对地区产生的直接经济贡献、间接经济贡献和波及经济贡献,并进

一步分析厦门港相关指标的单位贡献对地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 投入一产出模型;直接经济贡献;间接经济贡献;波及经济贡献

当前,国外已经开始重视港口对地区经济贡献和

带动作用的研究,但国内对此研究则刚起步,主要进行

一些定性分析。本文以厦门港为特定研究对象,在港

口对地区经济贡献度的量化研究上进行探索,通过研

究重建包含港口业的投人一产出模型,定量测算港口

相关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贡献和带动作用,综

合分析厦门港对厦门地区经济的贡献度,对港口作用

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高厦门港对区域

经济贡献度与作用绩效的基本思路与措施建议。

1.1 厦门港范围界定

zOOT年 8月 ,交通部颁发文件确认厦门港跨行政

区划和厦门湾港口资源整合实行-体化管理 ,同时还

确认由厦门港口管理局依粼 港口法溯 定 ,履行东渡、

海沧、嵩屿、刘五店、客运、招银、后石、石码等 8个港区

的行政管理职能。本文主要研究厦门港 zOm年的经济

贡献 ,当时由于一体化管理体制刚开始实行 ,很多内部

体制和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因此 ,研究范围限定

于厦门港原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客运等 5港区 ,

其地区贡献度也为该 5个港区对厦门市的经济贡献。

日。2 经济贡献界定

根据经济活动与港口的关系,将港口对地区经济

的总经济贡献分为港口直接经济贡献、港口间接经济

贡献和港口波及经济贡献。m

(1)直接贡献。直接经济贡献是指由港口相关经济

活动自身所创造的对地区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经济贡献,

其中既包括港口装卸生产与服务和港口管理与建设 ,同

时还包含其他与港口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仓储业或相

关运输业等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经济贡献。

(2)间接贡献。闾接经济贡献是指由与港口相关的

各种经济活动向地区国民经济部门购买产品或服务而

产生的经济贡献。这部分经济贡献是由港口相关经济

活动生产经营引起的,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购买

关系。

(3)波及经济贡献。波及经济贡献是指由于港口相

关经济活动部门职工工资消费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的后续波及贡献。港口相关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波

及范围广,且循环次数多,将产生一轮又一轮的贡献。

主要采用投人一产出模型来计箅港口对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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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调研港口相关经济活动企业和组织 ,采集大量

相关数据,在对厦门市投人产出表分析基础上从交通

运输与仓储业中剥离出港口业,重新建立与港口有关

的投人一产出模型,然后运用该模型计算港口业与其

他国民经济行业的相关经济系数 ,评估港口对地区经

济的贡献度。

目前 ,国 内主要有产业间价值流量投

^产

出、直接

消耗系数投入产出和总消耗系数投入产出等 3种计算

方法。为便于取得相关统计数据、计算更加直观和易

于理解 ,主要使用第 2种方渚 ,但是在计算诸如就业乘

数之类数据时,也结合使用第 1种和第 3种算法。采

用有关产业间商品流、最终需求和总产出等各方面的

政府统计数据构成投入一产出模型迸行研究是当前世

界上的通行做法。作为一般均衡经济学的一种应用方

法 ,投人产出分析能使人们对经济中的产业间关系有

一个全面认识。
⒓·匆

对于由港口直接经济贡献部门和闻接经济贡献部

门的职工通过消费作用雨产生的一轮又一轮的波及经

济贡献 ,主要根据消费乘数经济原理迸行测算。

根据现有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标准,确定港口贡献

度的核心评价指标为总产出、GDP增加值、劳动者报

酬、上缴税收、利润、就业人数等 6大类衡量标准。

表 2 港口直接经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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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反冂货代协会、反门船东协会捉供

整个港口的总产出直接贡献为狃。583亿元,其中 5.199亿元,职工劳动报酬为⒏羽2亿元,实现利润

增加值直接贡献为zT.zIz5亿元,上交税金直接贡献为 9.8泓亿元,就业人数直按贡献为 1。ss万人。

3.1 直接经济贡献

港口相关经济活动直接经济贡献测箅是整个贡献

测算的基础,根据港口产业特点,将港口直接经济贡献

相关经济活动划分为港口生产、港口管理、潜口服务和

港口建设 4个类别,具体范围见表 1。

港口直接经济贡献主要通过对相关经济活动部门

“
自上而下

”
和

“
自下而上

”
的大量数据采集、调研以及

相关比例关系的推算,测算出港口相关经济活动对地

区经济的直接贡献。同时考虑到由于港口管理部门中

包含非蠃利性的政府机关 ,而政府管理人员的报酬和

管理费都由国家或财政支出,在计算港口经济贡献时

应作为政府补贴予以扣除 (表 2为厦门港相关经济活

动的直接经济贡献 )。

表 1 港口直接经济贡献部闩识剔

港口装卸、港内堆存、生产调庋、理货、拖驳、辂舶维修等

港区仓掊、堆存、配送中心、船代、货代、报关、港口桀琨运等

海关、海苷、引航、捡验捡疫、船捡等港口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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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建

设等

港口管理部门



3.2 间接经济贡献

港口相关经济活动间接经济贡献是在港口相关经

济活动直接经济贡献的基础上,通过重新构建的包含
‘
港 口业

”
投人—产出模型中相关系数进行测算,主要

通过总产出、GDP增加、税收、劳动者报酬和就业人数

等 5大类指标进行测算,港 口间接经济贡献见表 3。
四

表 3 港口间接经济贡献 万 元

注:港口间接经济贡献数据在含
“
港口业

”
投入一产出表的基础上测

算,再按3个产业的划分标准进行合并。

根据表 2和表 3数据计算 ,得出厦门港直接经济贡

献对间接经济贡献的拉动情况 :港 口相关经济活动每创

造 1元增加值将会带动地区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创造 0。拼

元的增加值间接贡献 ,每上缴 1元税金将会带动地区其

他国民经济部门上缴 0.sT元的税金间接贡献 ,每提供 1

元劳动报酬将会带动地区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提供0.7元

的劳动报酬间接贡献 ,每产生 1元利润将会带动地区其

他国民经济部门提供 0.汐 元的利润间接贡献。

3.3 波及经济贡献

波及经济贡献轮次多 ,涉及行业多,地理范围广 ,

主要是由港口直接经济贡献部门和间接经济贡献部门

的职工通过消费作用引起的后续经济效应,因此必须

调研港口相关经济活动就业人数的地区分布和消费结

构。目前 ,主要采用投人一产出法和凯恩斯乘数法计

箅波及经济贡献。波及效应产生的原理如图 1所示。

囡日 波及效应产生原理

本文主要根据凯恩斯乘数原理测箅港口波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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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港口波及经济贡献

3.4 总经济贡献

2∞6年厦门港对地区的总经济贡献总产出 217。9z

亿元 ,占当年厦门市总产出的 6%。 总经济贡献增加值

为 110.5亿元,占当年厦门市 GDP增加值的 9.5%,其

中由直接经济贡献部门带动的间接经济贡献和波及经

济贡献增加值为 s3。刀亿元 ,两者合计是港口直接经济

贡献的3.6倍 ,说明港口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对国民

经济其他部门的带动作用相当明显。在税收贡献方

面 ,厦门港总经济贡献上交税收为 18.3亿元 ,其中波及

经济贡献上交税收 9.6亿元 ,间接经济贡献上交税收

3.5亿元 ,分别为直接税收贡献的 1。Bs倍和 0.臼 倍。在

社会效益方面 ,其总贡献产生的就业人数 9.%万人 ,占

当年厦门市城镇就业人数的 8.7%,其直接就业人数、

间接就业人数和波及就业人数之比为 1:I.5:3.9,间接

和波及就业人数大约是港口直接就业人数的 5.4倍 。

从产业分布分析,港 口相关经济活动带动的第二产业

就业人数 1.5万人 ,带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 8,躬 万

人 ,说明厦门港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带动比较明显 ,

港口业快速发展可以为厦门市创造出大量第三产业就

业岗位 ,为政府相关部门解决大量就业问题。

厦门港对区域经济贡献度测算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 E门港对区域经济贲拭度曰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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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公路一铁路、公路一水路联运。

3.4 环境因素

随着世界贸易的不断发展,欧美主要港口的吞吐

量也在逐年增加,吞吐量的迅速增加给港口带来巨大

挑战,这些挑战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对港口减少污染

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 ,因此欧美许多港口,如

美国的洛杉矶港、长滩港、纽约一新泽西港 ,都在建设

‘
绿色港口

”
。建设

‘
绿色港口

”
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

是对低排放量港口集疏运方式的选择 ,从欧美港口的

集疏运发展历程及近期集疏运规划来看,降低高污染

的公路集疏运分担率、提高更加环境友好型的铁路或

驳船集疏运分担率是一种趋势与特征。

笫30卷 笫6期 zOOB年 6月 求 色 窄 程

通过对国外港口集疏运现状、发展演变及趋势、发

展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结出以下 4方面经验 :

(1)加强规划研究 ,以规刘引导港口集疏运发展。

(2)因地制宜,引导港口集疏运方式朝多样化方向 
’

发展。港口应根据现有的集疏运基础设施条件,因地

制宜地避免单一发展某种运输方式带来的拥堵问题 ,

提高港口集疏运的保障性。

(3)结合港口腹地、港口主要货种与各种集疏运方

式特性 ,引导港口集疏运朝经济合理的方向发展。

(4)加大更加环境友好的水路、铁路集疏运方式比

重 ,引导港口集疏运朝绿色化方向发展。●

u接莞4页) 根据对整个贡献度的测算,⒛哟 年厦

门港每产生1元总产出将会带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产

生 3~9元的总产出贡献,每创造 1元的GDP增加值将

会带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产生3.1元增加值贡献,每上

缴 1元税收将会带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产生 2.3元的

税收贡献,每提供 1个就业人数将会为其他国民经济

部门带来 5.4倍的就业人数贡献。

对 3种经济贡献科学合理地进行界定 ,整个港口

贡献度测算以重建的投人一产出模型和凯恩斯乘数理

论为基础,通过对港口相关产业进行正确识别和产业

调研,分别对经济总量规模:总产出;经济效益 :增加

值 ;社会效益 :就业人数等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进行测

箅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厦门港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度 ,基

本上回答了厦门港对地区经济贡献到底有多大、厦门

港如何对地区产生贡献和用什么来衡量厦门港对地区

的贡献等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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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国际 燕 运 高 级 论 坛 ⒛ 08· △ 豸
°
即 将 召 开

“
国际航运高级论坛⒛oB· 上海

”
将于2∞8年 9月 3日 至4日 在上海市北苏州路⒛ 号上海大厦举行。会

议由上海海事局、上海市港口管理局、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市船东协会和上海海夸大学共同主办,届 时将邀请

国内主要航运集团公司和玫府有关部门及世界知名航运公司、物流企业、投资机构、港口企业、造船企业及其他

相关机构的高层领导及业界知名专宋,共 同对世界经贸、金融形势、中国市场对全球航运业发展趋势的影响及其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企业的市场战咯与运营效率策咯、航运科技创新与安全、节能、环保等多方面的专题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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