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总结“十三五”时期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在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弥补基础设施短板等方面的成就，指出投资

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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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全省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

用，以重大项目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奋勇开拓、锐

意进取，投资方向精准聚焦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弥补短板，固

定资产投资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一、“十三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运行情况

“十三五”时期，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0.5%，增速比“十二五”时期回落 6.1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

额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50.4%，高于同期最终消

费支出年均贡献率 1.5 个百分点。分年份看，2016 年、2017 年，

在《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的带动下，工业投资、特别是工业技术改造投资迅猛增长，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10.0%和 13.5%；2018 年，文、教、体、

卫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全年投资增长 10.7%；2019 年，工业投

资实现恢复性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大，全年投资增长

11.1%；2020 年，全省以“两新一重”为切入点，坚持疫情防控

不放松和项目建设不停步，全年投资增长 7.2%。



图 1 “十三五”期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一）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效果显著。

“十三五”时期，广东着力打造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

投资年均增长 2.4%，增速较“十二五”放缓 15.9 个百分点；占

整体投资比重 22.3%，比“十二五”时期回落 5.2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显著提升。“十三五”时期，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由 2015 年的 15.5%提高至 2020 年

的 31.4%，有力支撑了全省产业升级，其中广州富士康第 10.5

代 TFT-LCD 显示器件生产线、广州乐金显示光电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第 8.5 代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器件、深圳华星光

电第11代TFT-LCD及 AMOLED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等重大项目均

在“十三五”时期建成投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以石化、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十



三五”期间，石油及化学、钢铁冶炼及加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4.1%

和 1.4%。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建设提速。湛江中科炼化一体化

项目于 2020 年建成投产，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湛江巴斯

夫首批装置均于 2020 年动工，揭阳中石油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

自 2018 年重新启动以来稳步推进。钢铁淘汰低效产能脚步不停

步，打造高端精品钢材产业聚集区，湛江钢铁基地一期顺利投产，

三高炉系统项目自 2019 年开工以来，截至 2020 年底，高炉系统

项目土建工程基本完成，全面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民间资本

在钢铁领域也有大手笔，云浮金晟兰年产 800 万吨优特钢项目一

期、广东南方东海钢铁精品钢项目均于“十三五”期间落地。

（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再上新台阶。

“十三五”时期，广东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 14.2%，高于

整体投资年均增速 3.7 个百分点。一是绿色、清洁、可持续能源

保障体系加速构建。“十三五”时期，广东以核电、天然气、风

电、太阳能为重点，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年均增长 16.1%。电源项目方面，阳江核电

4 个机组、台山核电 2 个机组于“十三五”时期建成投产，新增

核电装机容量 782 万千瓦，风力发电紧抓电价补贴窗口进入快速

发展期，投资年均增长 46.7%，2020 年风力发电投资额占电力投

资的比重已达 42.3%，5 年累计新增装机容量 319 万千瓦；天然

气管网方面，2020 年 10 月天然气管网揭阳—梅州干线项目全线

贯通，初步实现省内天然气“市市通”，基本建成以珠三角为中



心、横跨粤东西北的“全省一张网”，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

绿色能源“大动脉”。

二是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十三五”时期，广东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政业投资年均增长 8.4%。铁路运输方面，铁路运

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20.3%，随着广深港高铁、莞惠城际、广佛肇

城际、穗莞深城际等线路陆续通车，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

式形成；深茂铁路江门至茂名段、梅汕铁路、广清城际广州北至

清远段等高铁、城际铁路的投入运营，极大缩短了粤东西北地区

与珠三角核心区的时空距离。截至 2020 年底，全省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 2065 公里，比 2015 年增加 705 公里。道路运输方面，继

“十二五”时期实现县县通高速后，广东继续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加快跨珠江口通道建设，有序实施瓶颈路段的改扩建，畅通城市

群的内部通道和对外通道，加强珠三角对粤东西北地区的辐射，

五年间道路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12.4%，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

国率先突破 1 万公里，连续 7 年居全国首位。其中横跨珠江口的

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建成通车，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正

式开工，珠江口东西两岸交通瓶颈有望进一步缓解。

三是城市公共交通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

略，完善大城市公共交通网，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地铁建设提

速，广佛线二期、东莞地铁 2 号线于 2016 年通车，省内有地铁

的城市从 2015 年的 3 个增加到 4 个，全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超过 1021 公里，比 2015 年末增加 549 公里。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十三五”期间，广东以实际

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力推进环境

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 18.3%。其

中，深圳市经过三年治理，截至 2019 年底，茅洲河、深圳河、

大沙河等五大河流考核断面水质已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Ⅴ类标准，

深圳 310 条河流中的 159 个黑臭水体、1467 个小微黑臭水体已

全面消除，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

（三）社会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大。

“十三五”时期，广东社会领域投资年均增长 21.0%，比“十

二五”时期加快 11.8 个百分点，占同期投资的比重为 3.8%，比

“十二五”时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2016-2020 年，全省教育业

投资年均增长 23.8%，2019 年比 2015 年新增各级各类学校 736

所，其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空前。深圳加快集聚国内

外优质资源，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中山大学·深圳、哈工大（深圳）、深圳技术大学、天津大学佐

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先后获教育部批准设立，5年新增5所大学；

清远职教城项目自 2019 年一期交付使用以来，截至 2020 年底，

已有 9 所职业技术院校入驻，在校学生数量超 7 万人。医疗卫生

接纳能力提高。2016-2020 年，全省医疗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年

均增长 25.0%；2016-2019 年，全省共新增医疗卫生机构 5561 个，

总数达 5.39 万个；医疗机构床位数增加 10.95 万张，总床位数

达 54.52 万张；新增万元以上设备 20.67 万台。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增强，医疗资源更加均衡，2019 年底，位于粤东西北地

区人口大县的 47 家中心卫生院全部升级建设为县级医院。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广州呼吸中心、汕尾市中心医院（深

圳援建）等项目顺利推进。文体事业长足发展。2016-2020 年，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年均增长 10.9%。体育方面，汕头市 2021

年亚青会相关体育场馆建设顺利推进；文娱方面，建成投产广州

融创乐园，珠海市工人文化宫及方志馆项目（S1-S5 地块），广

东美术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广东文学馆“三馆合

一”等重点项目于 2020 年正式开工。

（四）新基建投资成为新的增长点。

2020 年，广东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加大新基建投资的相关部署，

印发《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提出高质量建设5G网络、打造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基础设施集群，推进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十大智慧

工程。2020年，广东新基建项目投资比上年增长51.3%，占同期项

目投资总量的3.0%，占比同比提高 0.9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同期

整体投资和项目投资增长1.1个、0.6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广东累计建成 5G 基站 12.43 万座，数量

居全国第一，基本实现深圳 5G 网络全覆盖、广州主要城区连续

覆盖、珠三角中心城区广覆盖；2020 年，广东共有在建各类数

据中心项目 33 个，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84.3%，其中腾讯清远大

数据中心、阿里巴巴河源大数据中心计划总投资都在百亿元以



上；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强流

重离子加速器、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项目、江门中微子实验

站等重大科学装置项目顺利推进。

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民间投资比重有所下滑。

“十三五”时期，广东民间投资年均增长 8.5%，低于同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015

年的 60.1%下降到 2020 年的 52.1%。“十三五”时期，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重点企业实施了全方位打压，叠

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出口

受限、转型升级压力较大、人工成本上升等困难，进而影响了投

资意愿。特别是在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制造业领域，2016-2020

年只增长 2.3%，其中民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 1.7%。

（二）粤东西北投资增速不及珠三角。

“十三五”时期，珠三角核心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1.5%，粤东西北地区年均增长 7.9%，低于珠三角 2.6 个百分点，

比“十二五”时期大幅回落 15.3 个百分点。“十一五”“十二

五”时期，粤东西北地区大力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固定资

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但是进入“十三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

换挡、增长动能转换，粤东西北仅凭土地、人工等方面的低成本

优势已经不足以弥补其在营商环境、人才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

的不足，地区间协调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表 1 “十一五”以来按地区分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单位：%

按地区分
“十一五”时期年均增

速
“十二五”时期年均增

速
“十三五”时期年均增

速

珠三角 16.3 14.2 11.5

粤东西北 25.3 23.2 7.9

粤东 25.8 27.1 12.0

粤西 22.6 32.0 4.0

粤北山区 26.5 18.3 6.5

（三）投资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十三五”时期，广东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①
为 0.20，

考虑到 2020 年疫情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剔除 2020 年后，四年

年均投资效果系数为 0.23，低于“十二五”时期的 0.26。“十

三五”以来，广东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固定资产投资在环

境保护、社会事业等增进民生福祉的公共投资力度加大，加之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图 2 “十二五”以来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①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是指报告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5%91%8A%E6%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A%E5%AE%9A%E8%B5%84%E4%BA%A7%E6%8A%95%E8%B5%84%E9%A2%9D


三、“十四五”固定资产投资展望和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广东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第一个五年。在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新格局的大背景

下，固定资产投资仍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从主要领域

看，制造业方面，2020 年底，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十大战略性

支柱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区块链与量子信息等 20 个

产业集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基础设施方面，2020 年底，《交

通强国建设广东试点实施方案》已获交通运输部批复，广东将持

续通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便捷高效的综合运输通道、

协同开放的世界级港口群和全球通达的机场群，打造绿色、便捷、

高效的现代化智能交通体系。

综上所述，广东要继续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在转型提效益、培

育新动能、补短板惠民生等方面的先导性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前布局。一是要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充分发挥

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科学、合理增加财政资金投入，积极拓展

财政贴息、担保补贴、投资奖补等多元化扶持方式。强化政府对

投资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投公共领域项目，安排政府投资

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发挥重点工程的辐射带动作

用，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及产业关联度大、技术水平高、代表性示



范性强的重点项目。通过加强政策引导、破解融资瓶颈、支持转

型发展、改善发展环境等措施, 全力支持促进民间投资加快增

长。二是多举措加快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进一步改善粤东西北地

区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重点工业园区联接中心城市、空港、

铁路、高速公路的疏运通道。提高信息网络的综合服务能力，完

善人才市场机制，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优化营商环境。三是要紧

抓“新基建”政策窗口期，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与“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是“十四五”期间重

要的发展方向。要及早开展高端制造业布局规划，大力发展算力

基础设施在制造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构建全过程科技创新生

态链、自主可控供应链。科学有序推进智造产业体系建设，逐步

释放“新基建”潜能，为迎接数字经济时代谋划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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