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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hina 's western development has three important periods: 1)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during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era; 2)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period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3)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hree different backgrounds, as well as vari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have led to three different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at has been hea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Africa has given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fourth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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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近代中国对西部的开发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国民政府时代的抗战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三

是“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三个不同时代背景及不同中国内外环境下造就了三个不同的结果。近年，在美国“亚

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影响下，朝向欧非前進的“一带一路”，給予了中国西部第四次开发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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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中国第一次对西部开发的抗战时期，大量的人力及物

力西移带动了西部的建设，但是随着抗战结束，建设也戛

然而止。第二次是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防止美苏

的入侵而耗费大笔资金推行的“三线建设”，它促使西部建

设再次热络。但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的因素影

响，无法顺利发展经济。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

政策，自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计画启动了第三次的

西部开发及建设。相较于两次，第三次不仅有了具体成效，

也替“一带一路”打下推展的基础。 

2．．．．文献回顾文献回顾文献回顾文献回顾 

申晓云(2007)认为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大地曾掀起过

两次西北建设的热潮，一次是在抗战前的30年代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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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在抗战时的40年代。战前的西北开发是国民政府有

计画从事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开端，而战时的西北

开发则为抗战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袁佳红(2014)认

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大后方调查史料对日后的西部开发

甚至对 “西部大开发 ”有明确的启发性作用 [2]。耿曙

(2001)、陈东林(2012)、朱民强(2013)认为“三线建设”对

西部的建设或布局有助益。耿曙(2001)甚至认为“三线建

设”的发展策略重于战略考量[3]。曹煜阳(2011)则意指

中国有打仗的准备而有“三线建设”，以致美苏放弃发动

侵略战争[4]。汪红娟(2009)指出“三线建设”虽然成绩显

著，但并不完全成功，中国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投

入了大量资金，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

貌[5]。 

陈东林(2002)指出1983年中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

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1986年开始，历经三个五年计

画，从布局、产品方向、产业结构和技术改造几个方面，

对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改造，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稳

定了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体制转变，

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准备[6]。 

陆张维等(2013)认为从社会经济产出的角度看，“西部

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GDP重心、人均GDP重心、城市

化率重心和工业增加值重心整体呈现向西移动的趋势。

2003年之前，中国的工业重心仍在向东移动，2003年之后，

工业重心开始快速向西移动[7]。刘世庆、许英明(2013)指

出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乌鲁木齐出席中

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致辞中明确提出：向西开放是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2012年4月，他在莫斯

科大学的演讲说：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把沿边开放、向西开放做为新一轮开放的重点[8]。宋志辉

(2015)认为近年来由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

衡”战略，不断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中国周边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迫使

中国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升级[9]。 

3333．．．．资料分析资料分析资料分析资料分析    

中国西部的开发阶段，依各学者而不同。陈东林

(2001)区分为50年代以“一五”计画为中心的第一次西部

开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西部开发及1999年

6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上宣布的第三次“西部大开发”[10]。谢斌(2001)区分为抗

日战争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大开

发”等四次[11]。刘秉扬(2002)区分为“洋务运动”时期、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等三次[12]。本文区

分为国民政府时代、“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三个

时期。 

3.1．．．．国民政府时代的西部开发国民政府时代的西部开发国民政府时代的西部开发国民政府时代的西部开发 

本文将中国西部开发分为西北及西南。冯成杰(2014)

认为西北开发先后出现两次高潮。沈阳事变后，第一次掀

起西北开发热潮。自东北沦陷后，对于西北之开发倍加注

意，前往考察者日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西南、西北两大区域成为沿海工业

迁移的目的地。国民政府则大倡开发西北，在政府和民间

力量的努力推动下，出现西北开发的第二次热潮[13]。 

同样地处西部，为何西北比西南较先获得开发。根据

李云峰、曹敏(2003)的汇整，由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

变、伪满洲国、华北事变，中国各界发出“开发西北”的呼

声,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

以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

北。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以

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

事变以前，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是以西北作为未来对外战

争的战略基地的。不过在1935年底以后，随着中国币制的

统一和川、黔、滇等省地方实力派的“中央化”，国民政府

遂将西南与西北相提并论[14]。 

1935年8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亲自

致函翁文灏，要求资委会从速指派人员筹备四川重工业建

设。政府经济建设重心由西北向西南的转移，同样也使处

于推进期的西北建设大打折扣。抗战开始后，西南地区成

为国民政府中枢重心所在地，西北建设虽未完全终止，但

推进步骤明显放慢[15]。一語言之，日本侵華迫使中国開

始了第一次西部的大量開発。 

笔者认为西北比西南较先获得开发，丰富天然资源的

军事考量也是原因之一。李云峰、曹敏(2003)提到甘肃玉

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16]。在物资匮乏的的抗战时期，

这两个油矿提供了大后方军事及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西南建设方面，李军(2000)指出截至1940年，西南

已建成各级公路27,000公里，较战前增长了3倍。正在赶

筑的也有2万公里。新建的3条国际公路，第一、修筑桂越

新线一岳车公路，于1940年2月通车。第二、滇缅公路，

于1937年冬开工，7个月完成通车。第三、中印公路[17]。 

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厂矿的西迁，总计共

有600多家工厂迁到了内地。另外，国民党政府八年间共

修筑了湘桂、湘黔、黔昆、宝天等铁路，共计1,900多公

里，另测量铁路线5,814公里。修筑的国际公路有：桂越、

滇缅、滇越、中部及甘新五大干线，另外还新建公路11,675

公里，改善公路88,901公里[18]。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对西部农业、经济、矿产等方

面进行统计研究，并依此对各领域做出相应的政策，这些 

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西部的发展。这些调查在“西部大开

发”中被又一次引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如抗战时

期对成渝铁路的规划和沿线经济调查，促成1950-52年成

渝铁路的成功修建。1995年建成的成渝高速公路，也是在

这一调查基础上修建成的第一条四川重庆高速[19]。 

从上述资料来看，国民政府时代的西部开发契机，主

要是为“勘内乱、御外侮”，也就是因军事因素而进行的开 

发。在日本侵华初期的西部开发是以西北为主，抗战开始

前即由西北转移至西南。这些为了跟中国国外联络或军事

补给而建设的铁公路，不仅在战时发挥其军事作用，在战

后也继续提供其经济上的功能。另外，国民政府时代的西

部开发除了在交通建设等硬体方面外，对各方面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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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料，不仅对日后的西部建设有正面影响，也成为日后

西部开发重要的参考依据。 

3.2．．．．“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的西部开发前的西部开发前的西部开发前的西部开发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开始编制“一五”计画，编制者

们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构想。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

境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获取援助的唯一国际

来源。1952年8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赴苏商谈

“一五”计画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苏联斯大林总書記明

确表示苏联将支持和援助中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一五”

计画[20]。“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实际施工

只有150项)中，内地为118项，沿海仅为32项。建成了宝

成、成渝、兰新等铁路干线及康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

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落后和交通闭塞的状况。“一五”

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初次开发，对改变该地区的落后面貌，

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步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

性，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都有重大意义[21]。 

中国从施行社会主义经济至改施行市场经济为止的

时期，对西部开发贡献最大的就是“三线建设”。1964年4

月，中共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1)工业过

于集中。(2)大城市人口多。(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

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

付敌人突袭的措施。战争初期，可能陷入瘫痪[22]。1964

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23]。无奈美国发动了侵略越南的

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不断与中国发生冲突，在中印边 

境东、西两段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此外，1969

年，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各自进入高度

的备战状态。这使得中国无法安心进行和平经济建设[24]。 

但是“三线建设”仍获致部分成果。王庭科(2000)认为

“三线建设”(1)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奠定

了西部工业的基础。到70年代末，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基地，

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以重工、军工為主体，门

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2)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闭

塞状况。在“三线建设”时期，新建了成昆、川黔、襄渝、

湘黔、焦枝等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修建了25万公里

的公路。(3)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崛起。这批新兴工

业城市在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将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

聚集点和辐射源。(4)当年“三线建设”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25]。但是由于对战争

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这次以“三线建设”为

形式的西部开发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

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其次，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

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患。第三、忽视经

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企业按“靠山、分散、

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

便。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

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和浪费[26]。 

“三线建设”的提出打乱了中国科学院自身发展的目

标和节奏：旨在提高三线地区研究机构在全院研究机构中

所占比例的指导思想，显然与根据西南西北地方资源特点

设立科研机构的思路完全不同；“靠山、分散、隐蔽”的选

址和建设思路干扰了此前提出的“三、五成群，以便于联

系，便于管理”的布局思路。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

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打乱了

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科研工作部署，使得中国科学院的日常

工作进入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之中[27]。以交通建设为主的

“156项工程”(内地为118/150项，沿海为32/150项)，可说是

“改革开放”前首次的西部开发。交通及产业同时并进的

“三线建设”，从最初的军事考量到后来受到政治干扰来看，

虽然投入与产出并未获得平衡，学者的评价也毁誉参半，

但是去除军事考量、政治干扰，“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

基础建设及尔后的经济发展仍有其贡献。冷战的战争威胁，

造成了中国第二次西部的大量開発。 

3.3．．．．“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开发后的西部开发后的西部开发后的西部开发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建设重

心转而移至东部。于是这个耗费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却没有获得相对成果的“三线建设”乃嘎然而止。但是，

1983年12月3日，中国国务院下达的关于成立“三线建设”

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做出如下决定：(1)“三线建

设”调整的方针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2)成立国务院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由相关部委和省市组成。

(3)调整规划的范围:先对云南、贵州、四川(包括重庆市)、

陕西四省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入规划范围

[28]。即使如此，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外资迅速进驻东

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却未雨露均沾。 

在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两个大局”的考量下，“改革

开放”实施的初期，西部开发被暂时搁置，全中国致力于

东部的建设。但是在东部实施成功后，为平衡东西差距，

“西部大开发”乃被提出。第三次的西部开发并未如前两次

因为受到外国军事威胁而被动进行。是在未受到外在因素

影响下，以经济为考量主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在“十五”规画被定位是根据江泽民的

提倡。《“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画》中所提及项目种类

繁多，若仅就交通建设，陆路方面有多条铁公路的建设。

水路方面有航道整治、港区建设、通航设施建设、拓展港

口功能。空路方面有机场的改扩新建[29]。小川春男(2005)

认为“西部大开发”计画的必要性有以下4个原因：(1)所得

差距扩大。(2)经济成长及资源・能源・环境保护。(3)宏

观经济调控。(4)国际环境[30]。 

沙景华、相楠(2009)指出西部地区发展的SWOT。存

在的问题(Weakness)：(1)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次产业结构

不合理，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发展技术装备水平

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有很大发展潜力。(2)基础设施较比薄

弱。(3)对外经济贸易能力较差。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西

部对外进出口贸易水平低，吸引外资的能力很差，外商投

资以及进出口商品受到限制。(4)自有资金积累能力低、人

才不足和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优势(Strength)：(1)丰富的资

源。(2)对外合作和贸易。西部可充分利用其国境优势，参

与国际国内分工，发展西部经济对外贸易引进国际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3)自然和人文环境。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类

型全、品位高、特色与垄断性强，而且西部地区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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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广泛，自然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业发展潜力大。

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y)：(1)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

(2)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

西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国际分

工的比较优势，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利于西部地区比较优势

的发挥[31]。而相较于西部地区人才丰沛、资金雄厚、技

术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则可视为文中未提到的威胁(Threat)。 

虽然姚蕴慧(2006)悲观的认为中西部开发有以下要面

对的问题： 平衡与 平等的社会、阶层发展与冲突、三

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全球

化背景下的中西部开发[32]。但是，在“西部大开发”的鼓

吹下，加上面对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外

资已将目光朝向人力成本较沿海地区低廉且资源丰富内

陆地区，因此，在吸取及累积前两次的经验后，西部内陆

的第三次开发潮的到来值得期待。跟国民政府时代及“改

革开放”前比起来，“改革开放”后的开发成果最为丰富。

同时，也逐步拉近了存在已久的东西差距。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提到的

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及同年10月3日在印尼(国会)提到的

21世纪海上丝路的建设[33]。这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

这个政策将会为未来的中国西部开创更多的商机。西部地

区虽然没有出海港，但是从中亚经欧洲再延伸至非洲的消

费人口，将会提供西部地区庞大的市场。另外，2014年12

月24日，21个首批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日在北京

签约共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4]。翌年的

12月25日正式成立[35]。亚投行的成立，不论对“西部大开

发”或“一带一路”的资金面都有极大正面的助益。 

444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国民政府时代由于中国内部有共产党作对，外部有日

本侵略，因此当时的西部开发是以建设大后方为目的而实

施。亦即，在有实际的外患及实际的内乱影响下的开发是

以跟外国联系的交通建设为主。 

“改革开放”前的西部开发，主要是在内部有政治斗争，

外部有军事威胁的环境下进行的“三线建设”。如果归纳

“三线建设”的得失，“得”是对西部建设或布局及之后的“改

革开放”更加有助益。“失”是当时为配合“三线建设”而从东

部抽调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西部，使得原本经济

条件較佳、经济效益較高的东部丧失了絕佳的发展良机。 

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将开发政策的重点放在东

部地区，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扩大

到内陆，西部地区开始有了新的局面。“改革开放”后的西

部开发，区域内有优惠政策，区域外有大量资金，在既无

实际的也无假想的外患内乱的情势下，第三次的西部开发

迅速进行并获致有效成果。虽然盛況仍不及东部地区，但

随着今后经济发展的扩大，届时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上的

优势将逐渐显现。再加上，相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事成本较

低，“一带一路”的推展，内陆地区的再一次开发潮的到来

将指日可待。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地处边陲且交通不便的西部

地区，无论是国民政府时代、“三线建设”时期亦或“改革

开放”后的中国，西部无疑是中国的地区建设及开发的终

点。但是从“一带一路”的视野来看，位处中国边陲的西部

地理位置却俨然位居东亚与中亚、西亚、南亚的中心位置。

凭借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倡导，以

往被认为是中国投资开发终点的西部地区将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及开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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