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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s an industry which is the most potential and high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Liaoning Province's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ird Economic Census Data,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pointe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lags behind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areas, there is still a gap. In this 

regard, we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iming to accelerat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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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最具有潜力和高增长性

的产业,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辽宁省经济的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均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依据三经普数据,分析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指出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制造业等其他产业,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对此提出加快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及措施。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对策 

1. 引言 

现代服务业是为了适应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

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1-3]。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

要标志，是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服务业特别是

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4-6]。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辽宁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

义。因此,如何推动和发展辽宁省现代服务业成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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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服务业含义及范围 

现代服务业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其发展源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以及社会分工专业化等的需求[7-9]。在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概念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提出的，目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对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尚未做统一的划分标准，可归纳为

狭义论、等同论、升级论、综合论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广义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的

升级和新型服务业。狭义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指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技能发展起

来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业[10-12]。本文界定的现代服务业包括：（1）基

础服务（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2）生产和市场服务（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

业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3）个人消费服务（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

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4）公共服务（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

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 

3.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正在推动辽宁省经济的增长 

近年来，伴随着辽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

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为辽宁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辽宁省现代服务业正

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3.1. 总量规模迅猛增长 

截止到2013年年末，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实现生产总值10486.6亿元，总量比2008年第二次经济

普查时增加的5207.7亿元增加了5278.9亿元，平均增长速度11.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38.73%，拉动经济增长3.4%。图2-1显示了自2008年至2013年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变

化；2008年至2013年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对经济发展的拉动

见表1。 

 

图2-1 辽宁省2008年-2013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表1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对经济发展的拉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生产总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8.10% 38.73% 37.11% 36.71% 38.07% 38.73%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对辽宁

经济发展的拉动 
4.80% 4.90% 5.00% 4.10% 3.7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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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营单位数量不断增加 

截止到2013 年年末，全省共有产业活动单位1
47.97万户，现代服务业36.70万户，占比76.5%，

比2008年年末的26.38万户增长39.12%，年均增长7.82%；在215.40万户个体经营者中，现代

服务业204.60万户，占比95.00%，比2008年年末的120.91万户增长69.22%，年均增长13.84%。

由此可以看出，在辽宁省现代服务业中,个体经营者所占比重较高，而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

度增长。 

3.3. 吸纳的就业能力逐渐增强 

截止2013 年年末，辽宁省产业活动单位从业人数1317.47万人，现代服务业从业人数已达到

583.59万人，占比44.3%；比2008年年末的442.16万人，增长32.00%；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460.91万人，比2008 年年末的323.95增加了136.96万人，增长42.28%，年均增长8.46%。在

个体经营者现代服务业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96.4万人，占42.6%；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111.2万人，占24.1%；住宿和餐饮业53.3万人，占11.6%，总计占比78.30%，

均比2008年增幅超过一倍以上。 

3.4. 重点行业正在引领现代服务业发展 

截止到2013年年末，资产规模位居首位的是房地产业，资产总计21710.4亿元。位居第二位的

是批发和零售业，资产总计10581.0亿元。位居第三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资产总

计8447.1亿元。三个行业对全部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3.9%、12.1%和11.3%。另外，截

止到2013年年末，上述三个行业中，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营业收入为1686.4亿元，比2008年增长1.41倍。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1464.87

亿元，比2008年增长1.35倍。房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550.23亿元，三个行业与2008年相比，

分别增长1.41倍、1.35倍和1.2倍。重点行业发展速度快，带动了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和辽宁省

社会经济的发展。 

3.5. 显著出现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2013年末，在辽宁省的产业单位中，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6127个，占全

部企业法人单位1.9%。其中，节能环保产业2859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0.9%；新材料产

业1172个，占0.4%。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68.9万人，占全部企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6.5%。其中，节能环保产业43.4万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1%；

新材料产业25.1万人，占2.4%，新兴产业的市场活力正在逐渐释放。 

4. 辽宁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辽宁省现代服务业近几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受到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

限制，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4.1. 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不优 

从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来看，批发、零售行业所占比重最大，占辽宁省现代服

务业比重为36.8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所占比重较低，所占比重仅为1.25%；辽

宁省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如图3-1所示。从图3-1可以看出，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现代服

务业发展水平比较低。 
 

                                                             
1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组

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能提供收入、支出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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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 
 

4.2. 现代服务业GDP所占比重明显偏低 

2013年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3%，比全国平均水平的46.1%低0.7个百分

点，总量仅占全国的4%。这说明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在辽宁省社会经济中尚未占主导地位。从

国际现代服务业水平来看，按照英格尔斯现代化的标准，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重

要高于50%的水平。目前，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在65%以上，由此可见，辽宁省现代服务业所

占比重明显偏低。 

4.3. 现代服务业企业规模不大 

至2013年末，全省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11794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8.5%，

在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全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的4.2%，集体企业

占2.6%，有限责任公司占25.1%，私营企业占61.1%。大型物流园如沈阳张士物流园、沈阳西

部货运中心、大连国际保税物流园区、大连普集物流工业园等，主要集中在沈阳和大连。而

西部的朝阳地区，没有大型的物流园。省内大型软件园仅有腾飞软件园、东软软件园；大型

的会展博览园主要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大连国际博览中心等，也主要集中在沈阳和大连。由

此可见，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聚集化程度低，发展载体不强、规模偏小，总体处于“小、散、

弱”状态，难以形成对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4.4. 现代服务业人才匮乏 

从辽宁省的实际情况看，具有高学历、高级职称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研发、教育、卫生、金

融、机关团体等部门，服务业人才积累较少，尤其是在市场服务、服务外包、物流辅助服务

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方面缺乏专业性的人才。同时，由于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

对人才的需求不足，不仅不能吸引相应高层次人才，还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人才外流，这样会

导致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缺乏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发展后劲较差。 

4.5. 支撑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待健全 

辽宁省仅在2008年出台了《辽宁省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了辽宁省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发展方向、合理布局、重点和保障措施，但对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扶持办

法和激励机制，在服务业发展问题上，重点发展什么，目标任务尚不够明确，对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力度远远低于对工业的发展力度。 

5. 加快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深化体制改革，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进一步扩大流通性物流的规模，推进配送型物流、产

业基地型物流、第三方综合物流的发展；大力开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确区分

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体育、咨询服务等行业中的营利性服务、非营利性服务和公益性

服务，鼓励充分竞争，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1033



5.2. 强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扩大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以沿海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作为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积极承接技术研发、信息管理、数据处理、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加大在金融、保险、国际航运等领域的建设力度。同时，加强“走出去”战略指导规划，鼓

励和支持我省优势服务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向技术

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转变。 

5.3. 加强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良好人力支持 

建立、健全和完善人才招聘制度，积极引进高层次、高技能、熟悉现代管理的服务业高端人

才，吸引、留住、用好人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社会机构的作用，优化人

才发展环境，建立适应服务业特点的人才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形成有利于服务业人才创

业的环境。 

5.4. 加速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 

通过加速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内部行业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以金融服务为先导，以现代物流、

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为支撑, 加快培育现代物流业,发展物流信息和电子商务服务业，着力

建设现代信息服务业,稳步推进教育、医疗、中介等专业服务合作, 搭建财税、智力扶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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