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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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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省域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必须遵循经济、社会、自然发展三大规律的客观要

求，与各省域经济布局转型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突出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功能提
升，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并注重导入智能化因素，培育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优势互补中推进省
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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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综上，在省域层面如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何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强调优化国土空

局，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间布局 。中国作为区域差异明显的大国，从经济
①

发展的角度看，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主要是形成

一、
中国省域区域空间结构三次转型的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是习近

演变规律

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8 月 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强调，

在省域层面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

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尊重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

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

记从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的高度，也特别强调要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 年第

尊重客观规律。所要尊重的客观规律，应该是经

24 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同名文

济、社会、自然发展的三大规律，反映在区域经济

章，系统地阐述了新形势下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

布局上，集中体现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客观规

展的思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举措，为实施

律。这就需要进一步认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形成

客观规律是什么，中国省域空间结构演变大体处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中国区

于什么状况，各省域基于这种状况推进形成优势

域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全国如此，各省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才是尊重客

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是地理大国、人口大国，每

观规律，符合经济、社会、自然发展三大规律的客

个省域或是面积很大，或是人口很多，在世界上差

观要求。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类

不多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省域内存在着

空间，也是生产力布局的两类地域载体。综观中

区域差异和区域分化，需要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

外经济区域布局的特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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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域空间结构呈现三次转型的演变规律。

三次转型在中国都有出现。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

第一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农村为主导

阔，区域差异很大，三次转型在中国地区间发生的

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型，发生于工业化初期。因

时序不同。其中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三次转

为这个时期出现了机械化工业，工业基本布局在

型总是快于其他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布局的重点

城市。根据世界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第一次转

区域。

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 30%，人均

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标志发生了第一次转型；20 世

第二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城市为主导

兴起为标志发生了第二次转型，而沿海发达地区在

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 20%，农业或
GDP 相当于目前低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

向以单个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为主导的空间转型，
发生于工业化中期。因为这个时期以城市为中心
的经济圈出现了，有的发展为都市圈，工业和服务
业向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集聚。不过，每个城市经
济圈或都市圈之间的联系不多。根据世界先行国
家的历史经验，第二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

市化率超过 5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在 10%以下，人均 GDP 相当于目前中等国家
的水平。

第三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城市经济圈
为主导向以城市群为主导的空间转型，发生于工业
化后期。因为这个时期由于高速公路和城际交通
的发展，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之间的联系增多，形
成了规模更大的城市群，工业和服务业向城市群集
聚。根据发达国家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第三次

转型发生的标志是，城镇人口占比超 2／3（人口城

市化率超过 66%），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在 5%以下，通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

过 15%，城市之间的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比例超
过 20%，人均 GDP 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见
表 1）。

表1

区域空间结构三次转型的标志

区域空间
结构转型

城市化率
（%）

第一产业
占比（%）

第一次转型

超过 20

低于 30

超过 66

低于 5

第二次转型
第三次转型

超过 50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低于 10

人均 GDP（元）
低收入水平

就全国而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开启社

纪 90 年代初期，以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经济圈的
90 年代后期就发生了第三次转型，出现了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进入 21 世纪，中西部

地区的城市群开始兴起，
“ 十二五”时期，中国编制
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 十三

五”规划提出中国将建设 19 个城市群，涵盖了中国

区域经济布局的四大板块。这些城市群承载中国
70%以上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正成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平台。

由于中国的省市、差异较大，各省域空间结构
转型的时序和程度不同。根据三次转型的发生标

志，2019 年中国 31 个省域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程度
如表 2 所示。

中国 31 个省域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程度可分为

六级层次：第一级层次是沪京津 3 个直辖市，已进入
第三次转型的后期；第二级层次是粤苏浙 3 个沿海

最发达省，进入第三次转型的前期；第三级层次是
辽渝闽鲁 4 个省，进入第二次转型的后期；第四级层
次是蒙鄂黑宁晋陕琼吉冀豫湘皖 12 个省域，进入第

二次转型的中期；第五级层次是青川豫新滇黔云甘
8 个省域，进入第二次转型的前期；第六级层次只有
西藏 1 个自治区，尚在第一次转型的后期，正在向第

二次转型前的期过渡。全国在总体上处于第二次
转型的后期。
中国省域经济空间结构处于六个层级的国

中等收入水平

情，是在经济、社会、自然发展三大规律历史演变

高收入水平

中形成的，各省域应在目前发展阶段上，一方面，
要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

区域空间结构的三次转型具有客观规律性，工

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培育以城市、都市圈、城市

业革命后在世界范围已得到体现，但三次转型发生

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另一方面，由于发展

的时间漫长，工业化水平不同的国家，三次转型发

基础和条件不同，发展仍会有差距，更需要合理分

生的年代也不同。中国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
成立后，区域空间结构才发生第一次转型，虽然起

步很晚，但发展很快，在短短的 70 年间，世界范围的

工、优化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省域内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中国，
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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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中国 31 个省（市、
区）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程度比较
省（市、区）

城镇化率（%）

农业在 GDP 占比（%）

人均 GDP（元）

区域空间结构转型所处阶段*

上海

88.1

0.27

157600

第三次转型后期

北京

86.6

0.3

164000

第三次转型后期

天津

83.5

1.3

90352

第三次转型后期

广东

71.4

4.0

94172

第三次转型前期

江苏

70.6

4.3

123607

第三次转型前期

浙江

70.0

3.4

107624

第三次转型前期

辽宁

68.1

8.7

57191

第二次转型后期

重庆

66.8

6.6

75828

第二次转型后期

福建

66.5

6.1

107139

第二次转型后期

山东

65.5

7.4

70653

第二次转型后期

内蒙古

63.4

10.8

62852

第二次转型中期

湖北

61.0

8.3

77320

第二次转型中期

黑龙江

60.9

23.4

36183

第二次转型中期

宁夏

59.9

7.5

54217

第二次转型中期

山西

59.6

4.8

45724

第二次转型中期

陕西

59.4

7.7

66649

第二次转型中期

海南

59.2

20.3

56507

第二次转型中期

吉林

58.3

11.0

43582

第二次转型中期

河北

57.6

10.0

46348

第二次转型中期

江西

57.4

8.3

53164

第二次转型中期

湖南

57.2

9.2

57540

第二次转型中期

安徽

55.8

7.9

58496

第二次转型中期

青海

55.5

10.2

48981

第二次转型前期

四川

53.8

10.3

55774

第二次转型前期

河南

53.2

8.5

56388

第二次转型前期

新疆

51.9

13.1

54280

第二次转型前期

广西

51.1

16.0

42964

第二次转型前期

贵州

49.0

13.6

46433

第二次转型前期

云南

48.9

13.1

47944

第二次转型前期

甘肃

48.5

12.1

32995

第二次转型前期

西藏

31.5

8.2

48902

第一次转型后期

60.6

7.1

70892

第二次转型后期

全

国

*注：区域空间结构转型处于阶段的判断，综合考虑了城镇化率、农业在 GDP 占比及人均 GDP 三大因素，
说明从略。
资料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第 24 期《求是》
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全国发展的“不平衡

二、城市群主导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

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

演变趋势研判

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因此，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
欠发达地区，应尊重客观规律，运用辩证思维，积

经过区域经济布局的三次转型，中国已进入城

极推进省域层面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市群时代。城市群造就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域经济布局。

展的新的空间力量，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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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区域经济布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对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入，中国
的区域经济布局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须以新的

产业变革是由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开启的智能化革
命，人工智能、5G、区块链、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

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世界出现了智能化浪潮。

理论视角认识和把握区域经济布局演变的新趋势、

智能化为中心城市赋能，会推进中心城市的智慧

新变化，
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化、数字化，大幅度提升动力枢纽功能；智能化为发

1.城市群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展廊道赋能，会提升发展廊道的集散功能，发展廊

城市群是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地区集聚的

道会成为城镇发展密集带、产业发展密集带；智能

产物，而集聚的因果累积效应会降低经济活动成

化为空间网络赋能，会推进空间网络多元化、高效

本，增加产业分工合作机会，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

化发展，大体会形成高效化的四大空间网络，即产

的交汇等，形成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市场运行的地

业网络、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网

域支撑，城市群也就自然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络。这样，智能化因素对城市群地区三大空间构成

的动力源，从而内生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要素的全面赋能，会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韧性，有

引擎功能，又吸引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群地区持

利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续集聚。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超过 60%，尚未

达到城镇人口占比超 2／3 的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城

4.都市圈逐渐成为城市群次区域的增长极

大尺度的城市群是由若干小尺度的都市圈构成

市化水平，今后新增的城市人口，将会优先选择向

的，
而都市圈的地域范围只在一小时通勤圈之内，
空

城市群地区流动，带动生产要素和高中端产业向城

间布局更为紧凑，是城市群次区域的增长极。随着

市群地区的持续集聚。

都市圈增长极功能的增强，极核城市的产业结构会

2.城市群地区中心和形态在发展中逐步转型

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制造业、中低端产业会向周

在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群持续集聚的过程

边腹地转移，
极化效应就转化为扩散效应，
会提升极

中，一方面，受自然条件决定的承载力约束，大尺度

核城市对腹地乡村的辐射带动力，改变都市圈城乡

的集聚又会伴随小尺度的分散，城市群地区会由单

分离的“二元”空间结构。这样，极核城市的功能会

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

进一步提升，
职住得以平衡，
腹地承接极核城市的某

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金字塔”式规

些产业功能，
优势会得到发挥，
都市圈的极核与腹地

模序位结构，中国大中城市多、小城市少的倒“金字

优势互补，推动形成一体化、同城化的新型城乡关

塔”结构将会改变；另一方面，因为分工合作机会的

系，
优化城市群次区域的人口和产业布局。

增加，城市群的动力源也会遵循规模序位法则循序
传递，每个层级的城市会形成与其条件和能力相适

5.交通网和物联网融合为欠发达地区释放后发

优势带来机遇

应的功能。这样，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又进一步向

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网

功能多中心转型，中心城市会形成综合型的动力枢

向全国各地的逐渐延展，形成高速化的交通网，使

纽功能，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会形成特色型的专门化

人们不分东西南北，可“朝出夕归”出行，远方的目

分工功能，城市群的动力源在功能传递中会推进形

标越来越近，人口、商品、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趋向

成多中心的区域增长极系统。

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形成区域经

济新布局

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布局理论，城市群地区有三

“全国化”；由于人工智能、5G、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形成泛在性的物联网，人口、商
品、要素流动对行政区界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使任

何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都有可能融入国内国际大循

大空间构成要素：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

环。而高速化的交通网和泛在性的物联网是有机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中枢大脑，发展廊道是城市群

融合、相互促进的，加快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和全国

的四肢驱干，空间网络是城市群的循环系统。新一

统一市场，为每个区域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会对这三大空间构成要素

变革创造条件，更为欠发达地区释放后发优势带来

赋能，必然会提升区域经济的技术含量，推动形成

机遇，会加快缩小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共同发展的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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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空间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农业和生

样的空间功能结构，区别在于三大空间要素构成的

由于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市群地区的持续集

现了经济发达省域和欠发达省域。在省域层面构

聚，无论是人口和经济高密度的城市群地区，还是

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

人口和经济低密度的农业和生态地区，空间治理、

提升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构成

生态保护都愈加重要，主体功能区制度对确保中国

要素的功能，在整体上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形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

态地区的战略地位

功能不同，从而导致整个空间功能的区别，也就出

都愈加凸显，在社会主义制度“四梁八柱”体制愈加

其次，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的基本面，但中国

完善定型的基础上，必然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

近年来区域经济出现的发展分化、创新极化、乡村

态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化办法及完善

弱化、虹吸固化和资源利用效率低问题突出、开发

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在发展中营造高密度地区

和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县域经

和低密度地区的平衡，这样农业和生态地区在优化

济这个基本面，需要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会上升。

的省域经济布局中，加快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中

城市群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在区域经济布局方

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

面形成的上述六大新趋势、新变化，说明中国在差

功能提升，都与县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联，如中心

异显著的区域之间，优势互补不仅具有可行性，而

城市的功能提升会增强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发

且更具有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8 月 26

展廊道的功能提升会畅通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在

经济技术与文化联系，空间网络的功能提升会将触

新的发展形势下，中国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

角伸延到集镇乡村，这些都会从县域层面推进省域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全国如此，一个省域也是如

空间功能结构的重塑。因此，县域发展是构建省域

此，也要遵循区域经济布局演变规律的客观要求，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可或缺的

立足于有区域差异的省情，着眼于长远发展，积极

基本面。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最后，省域经济是开放经济，每个省域都与若
干个省域相邻，省域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也是

三、
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的深度思考

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
重要课题。该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重视，如国家发展

在省域层面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涉及到省域空间功能结构的重塑。因为
省域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优势互补是高质量发

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早在

2016 年 8 月就下文明确提出，
“ 探索建立毗邻省份

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支持和鼓励在省际交界地区开

展必不可少的“黏合剂”，也是构建区域经济布局的

展区域一体化试点”②。几年来，许多省域在毗邻地

核心。从区域经济学的观点看，
“优势互补”是区域

区开展了这样的试点，成效显著。构建省域优势互

功能性作用的体现，因为“优势互补”的基本要求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更要扩展这种试

是，省域内要有优势，区域之间的优势能互补，而且

点，提升省域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水平。

可持续、可递增，这都是区域功能作用的培育和发

综上，应该从五个方面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

挥。因此，
“ 优势互补”又是功能性概念，从战略高

构，加快推进省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度看，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域经济布局：一是提升中心城市的区域功能，二是

布局，
必须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

提升发展廊道的区域功能，三是提升空间网络的区

1.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的三个方面

首先，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布局理论，任何一个
经济区域的空间功能结构，都是由中心城市、发展
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要素构成的。在中国，经
济空间结构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的省域，都存在着这
34

域功能，四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五是推进省域毗
邻地区的一体化。其中，前三个是重点，下面逐一
展开讨论。

2.中心城市：培育各具特色的增长极

首先，从培育动力源的高度重新认识城市发

中国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思考

展，发挥中心城市的独特优势，突出城市的主体区

功能决定城市的规模，一个城市的区域功能有多

域功能培育。城市功能有两类，一类是基础功能，

强，城市的规模就有多大。要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

即对本市全体居民、机构提供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基

“不求城市功能强但求城市规模大”的问题，努力建

本服务功能，体现城市对人口和要素的承载力；二
是区域功能，即对本市周边腹地的服务功能，体现
城市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力。中心城市的区域
价值主要是后一个功能，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设精致城市、特色城市、智慧城市。

3.发展廊道：变大通道为城镇与产业密集带、优

势互补链接轴

发展廊道是畅通人口和要素在区域间便捷流

动力源。无论是发达省域还是欠发达省域，构建优

动和高效集聚的战略走廊，依托交通运输大通道，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空间布局，关键是

提升交通运输大通道。这在欠发达地区极为重

发挥中心城市作为动力源的区域功能作用，特别是

要。对欠发达地区而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往往

最具优势的区域主体功能作用，形成中心城市功能

是把“双刃剑”：或仅仅是便捷的大通道，会造成优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市体系。

质要素被发达地区“虹吸”而更快地流失，削弱了要

其次，优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结构。不同等
级的中心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会有不同的区
域主体功能，有的只有单一主体功能，有的具有多
种主体功能；有的主体功能区域辐射面较小，只是

素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洼地”；或吸引优质要素
的更快流入与集聚，沿线地区成为新的发展高地，
欠发达地区会加快崛起。进入 21 世纪，由于国家的
大力支持，中西部欠发达省域的高速铁路、高速公

一个地区级或省级的某种功能中心城市；有的主体

路发展很快，虽然也改变了某些欠发达地区长期形

功能区域辐射面较大，是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某种

成的交通闭塞情况，促进这些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功能中心城市。从单一主体功能看，无论是发达省

但大通道导致要素大流失的问题并未改变，仍未走

域还是欠发达省域，都应注重培育五种主体功能的

出“后发优势陷阱”。针对这个严峻问题，欠发达地

中心城市：一是交通枢纽城市，包括国家级的交通

区必须从发展枢纽经济、加快产业集聚升级和提升

枢纽、跨相邻省域的交通枢纽、全省性交通枢纽和

城镇能级三个方面，对交通运输大通道“赋能”，把

省内地区级交通枢纽。二是加工制造业中心城市，

其建成城镇发展密集带、产业布局密集带和优势互

包括国家级的制造业中心、跨相邻省域的制造业中

补链接轴，成为省域优势互补经济布局的发展廊

心、全省性的制造业中心和省地区性的农副矿产资

道，推进欠发达省域的高质量发展。

源加工中心。三是服务贸易业中心城市，包括国家
级的服务贸易业中心、跨相邻省域的服务贸易业中
心、全省性的服务贸易业中心和省内地区级的服务

4.空间网络：为构建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

提供可靠支撑

空间网络是以多种方式构建的由点到线的空

贸易业中心。四是科创中心城市，包括国家级的科

间联系，是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集聚的必要条件，

创中心、跨相邻省域的科创中心、全省性的科创中

也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物

心和省内地区级的科创中心。五是特色中心城市，

理支撑。有多类型、广覆盖的空间网络，中心城市

包括世界级和国家级的旅游城市、世界级和国家级

才能发挥区域主体功能，发展廊道才能发挥中心城

的历史文化城市，以及其他特色产业城市等。通过

市之间的战略链接作用，进而带动腹地的县域经济

优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结构，推动相关要素向这

发展和乡村振兴。从中国各省域的现有条件和未

些中心城市集聚，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

来需求看，无论是发达省域还是欠发达省域，都应

市功能分工结构。

从布局上统筹谋划，重点发展产业网络、轨道交通

最后，完善城市等级结构，包括城市的功能等

网络、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网络这四大网络：一是

级结构和城市规模结构。城市的功能是分区域等

产业网络应突出产业链布局，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

级的，根据某种主体功能的辐射范围，城市可分全

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应以产业链为主线布局产业网

省中心城市、全省副中心城市、省内跨地市中心城

络，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在产业

市、省内地区性中心城市和县域中心城市，以避免

发展方面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

出现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或功能模糊问题。城市的

二是轨道交通网络应突出省域主要城市之间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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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快速交通轨道交通布局，加密发展轨道交通网

产业，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形成在信息开放融通基础

络，形成一小时甚至半小时通勤圈，推动区域一体

上产生的数据驱动型经济新形态，人人可以贡献信

化、相邻城市的同城化，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息、分享信息，从万物互联和数据释放中获取发展

展的区域布局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支撑。三

红利。又如在社会领域，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渗

是信息网络应突出数字化建设，主要是运用互联

透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引发社会结构的嬗

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发展信息

变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成为百年变局中推动世界

网络，推动地理空间向信息空间的深度转变，既会

发展的巨大力量。智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在发达

加快发达地区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更会成为欠发

省域和欠发达省域，都可以培育递增性的区域比较

达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从而可以高

优势，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

效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四是公

四个维度，推进省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共服务网络，主要是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
“互

经济布局。

联网＋社会服务”，推动新型公共服务网络建设，以

就增加密度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为发达

创新办法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便民惠民服务，为构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赋能，全面推进各地区

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提供公共

的产业提能升级，经济密度都能增加，优势互补的

服务支撑。

规模会扩大，能力会提升。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
地区的传统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有利于释放发

四、以智能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域

达地区资源丰富的后发优势，而发达地区有条件率

经济布局的构建

先发展智能化产业，先发优势的规模会扩大，能力

世界银行 2009 年的报告《重塑经济地理》在分

会升级而进一步增强，更有效地向后发地区辐射。
这样，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因为增加经济密度会

析了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国家繁荣和落后地区

持续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新的

的变迁后提出，必须推进区域一体化，重塑经济地

层面上实现优势互补，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增加经济

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问题，并且

密度，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认为，可以遵循三大特征审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经济布局。

一是提高密度，二是缩短距离，三是减少分割。其

就缩短距离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推进智

中，密度是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总量，距离是资

慧交通趋向省域全覆盖，通过智慧交通高效、安全、

本、劳务、商品、服务、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

全域缩短距离；会推进新基建向面上扩展，为缩短

程度，分割并不是疆界或行政区界，而是国家或地

距离培育新动能；会开拓“云”市场发展数字经济，

方政府选择自己疆界或行政区界的可穿透程度，这

通过“云”市场经济缩短距离；会推进都市圈同城

三大特征也是研究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程度的三个

化，通过同城化缩短距离。这样，无论是发达地区

维度。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应

还是欠发达地区，缩短距离都有加快加深趋势，会

加上社会发展方面的维度，即公平均等。这样，提

持续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更深

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

层次、更大范围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不仅是分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也是省域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经济布局构建程度的识别标

就减少分割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形成

准。而正在勃起的智能化因素，可以推进这种经济

广覆盖的“万物互联”，革命性地减少分割；会推动

布局的构建。

数字省域建设，多领域、全方位减少分割；会推进区

智能化因素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代表的

域合作的数字化升级，会高效率、更深层地减少分

先进生产力因素，正在有效地提升产业结构、改造

割；区域合作成果也会加快由当事方的互享向社会

社会结构，推进产业的智能化和社会的智能化。如

延伸，在共享方面更好地减少分割。这样，无论是

在经济领域，智能技术不仅越来越多地渗入第一产

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减少分割也会持续发挥

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且又孕育和催生出新的

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从更深层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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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更有效地减少现有的分割都会出现的分

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

割，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化”。②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

济布局。
就公平均等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为发
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民创业、大众创新注入新
动能，创新创业成为主流，就业机会的公平均等就
会上升到创新创业机会的公平均等；而且，智能化
因素的导入还会推进公共服务趋向扩面升级、市场
秩序趋向便捷透明、生态保护趋向生态补偿，形成
更高层面的公平均等。这样，公平均等程度的提升
更加凸显普惠共享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方面、深层次地优化省域发
展环境，使那些可以互补的递增性比较优势得以持
续发挥，从而会更有效地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十四五”时期，中国会加快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经济布局的构建，各省域党委、政府应看到智
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走智能化发展道路，广泛导
入智能化因素，培育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
势，在优势互补中优化省域经济布局的构建，推进

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地区〔2016〕1771
号），2016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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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of China Provinces High-Quality Develoment
Cheng Biding
Abstract：Promoting regional formation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ment provinces in China，must to
tollow discipline of socity and economic and nature,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transition. Prominet add new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y and corridor and cyberspace, remoulding space functional configuration, leading Intellectualization, cultivate comparative
advantagc of comlemetary and increasing，promot formating High-quality Develo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 comlementary
advantages.
Key Words：Comlementary Advantages；
Regional Eeconomic Planning；High-quality Devel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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