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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十四五”
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韦 伟

摘

要：随着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陆续出台，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四梁八柱”正在形成，中国区

域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框架逐步完善，
“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细化和落实，而推进
区域发展战略细化和落实的关键在于深入推动各个战略内部以及各个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区域深度融合发展
需要正确处理政府融合和市场融合、规划融合和机制融合、硬件融合和软件融合的关系。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
的方向是承认差异、步调一致和久久为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关键是地方政府，核心是制度融合，
保障是中央政府。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合；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66（2021）02-0042-05 收稿日期：
2020-11-15

作者简介：韦伟，
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合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230039）。

行政区域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一个更
大的经济区域的过程，在这个更大的经济区域内，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商品自由贸易、要素自由流动、体制政策一致、基本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

公共服务大致相等。需要注意的是，融合不等同于

国家战略。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2020 年 10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联合，相融不等同于相加。联合、相加只会使行政
区域版图扩大，但块状的内部结构以及各个块之间
的相互关系没有发生改变。相融则是区域面积扩
大，区域内部块状的结构以及各个块之间的相互关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系发生质的变化，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往来更

的“四梁八柱”正在形成，中国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

加频繁，经济效率和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

和战略框架逐步完善。中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

融合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任务之一是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细化和落实，而推进

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以明显降低成本、提高

区域发展战略细化和落实的关键在于深入推动各

效率。一是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区域内各自独立的

个战略内部以及各个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

经济单元由外部经济变为内部经济，降低交易成
本。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实现区域内同

一、区域深度融合的内涵及意义

类产业和相似产业的联合，变过度竞争为一体化运
行，降低竞争成本。三是拆除区域内各经济单元之

物理学意义上的融合是指不同的物质融成或

间的相互封锁，货物、要素自由流动，降低保护成

融化后成为一体，具备不同于原先物质的新的物理

本。四是组建区域科创综合体，针对共性技术、关

性能的过程。区域经济学意义上的融合是指不同

键技术集中攻关，降低研发成本。简言之，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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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通过地域范围的扩大和运行机制的改变实现规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该区域的综

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合竞争力。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还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

圈建设等，虽然各自的名称不同，但从区域经济角

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

度来看，都是变小块为大块、变小区为大区，都可以

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

理解为通过融合实现一体化。一体化效益实现程

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

度的大小取决于融合的程度，融合程度越深，实现

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的整体效益就越大。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求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们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力量办好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国家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

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活力。当前，

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

新发展格局面临的突出堵点之一就是中国统一开

战略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这成为影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响“双循环”
畅通运行的重要制约。

发展等重大战略。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

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资源空间配置加速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

绩，区域战略加速互动融合、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

快速形成，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进一步显现，区域

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势头持续强劲。但高标准市场

协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

体系尚未形成，地方政府之间长期条块分割的路径

当前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区
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无

依赖、地方主义思维、以 GDP 和财政收入论英雄而

形成的人为封锁还不同程度的存在，
“行政区经济”

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现象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 十四

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区域发展机制还不完善。
“十

五”时期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

四五”时期需要我们在国家已经确定的“四梁八柱”

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

的基础上，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区域

制。这样做的目标是在顶层设计明确的条件下，加

内部及区域间的深度融合。区域深度融合发展就

快各板块内部以及各板块之间的深度融合，进一步

是要实现地区间的无缝连接、
顺畅循环，
如产业发展

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探索建立

深度对接，基础设施深度互联，开放创新深度合作，

更有效的协调地区经济、社会、行政和科技等的规

生态文明深度联建，公共服务深度协同，发展规划

则体系和融合机制。

深度衔接，通过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深度融合充分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各地生产力

放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各个区域在地理
区位、自然条件、要素禀赋乃至体制与文化上均各

二、
“十四五”
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是确保
“双循环”
畅通运行的前提

具特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区域经济与国民
经济两个层面上共同推进。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

史经验充分证明了区域经济的强势推动是中国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济持续健康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发展格

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

局条件下，这条成功的经验还要继续坚持。
“ 十四

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

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区域经济层面，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础条件是区域层面的充分开放。没有区域层面的

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提升中国经济发

顺畅循环，就不会有国家层面的大循环，也不会有

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

兼顾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构建统一开放且竞争有

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序的市场体系，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十四

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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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制定了规划应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三、
“十四五”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需要
正确处理三对关系

一步，融合发展成功与否取决于推进融合发展的体
制机制是否建立健全。
在现有关于协同推进合作一体化的文章中，有

“十四五”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需要正确处

些文章在技术层面说的很细、很实，甲地区应该做

理政府融合和市场融合、规划融合和机制融合、硬

什么，乙地区应该做什么，丙地区又应该做什么，思

件融合和软件融合的关系。

考得很完备。但很多文章都假定了一个前提而忽

1.正确处理政府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关系

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假定的前提是地方政府都在追

区域深度融合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政府与市场

求协同合作一体化；忽略的基本问题是地方政府为

两种力量，在推进融合的过程中这两种力量都是必

什么一定要协同合作一体化，为什么一定要融合发

要的、缺一不可的。政府以行政的方式推进融合，

展？融合发展有巨大的红利，但这个红利是从长期

尤其是在融合初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融

的、全局的角度来看的，而从短期的、局部的角度来

合是很难实现的。但融合发展的根基、成效在市

看还得不到、摸不着。为了长远利益，可能需要有

场，这是由融合发展的本质决定的，融合发展的目

的地区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那么有什

的在于克服和消除影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

么样的体制机制保证这些地区不放弃推进融合发

制机制障碍。融合发展，企业是推进主体，企业跨

展的努力呢？由此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新发展格

地区发展将自动产生融合发展的内生效应。企业

局下融合发展的组织形式是什么？红利如何获得，

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发展企业

又如何分配？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去评价融合发

主体在区域间的自我联合、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

展的绩效？对区域不合作行为如何判定？谁来判

制。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跨区域的共性基础设

定？怎样制止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搭便车行为？对

施建设，以及在体制机制方面打破影响生产要素自

不合作方如何进行责任追究和损失补偿等。

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重障碍。
融合发展是在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基础上，

因此，
“十四五”时期应加大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建设力度，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探索跨界地区分工、合作、协同和共享的协调发展

的引擎，协调解决跨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难题，建

机制，特别需要审慎处理好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地方

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关系。

行政管理自主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处理好一体
化与地方化的关系，一体化要在地方化的基础上进

3.正确处理硬件融合和软件融合的关系

融合发展既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软件建设。

行，地方化要联系一体化进行。政府应基于互利共

硬件建设是指融合发展所需的各类基础设施，软件

赢、合理适当的原则，视具体情况建立利益分享和

建设是指融合发展所赖以生存的体制机制环境。

补偿机制；结合推进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

硬件建设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简单说有规划和

事项，形成特有的政策体系和制度设计；结合发展

资金就可以办到，比如打通“断头路”、织密“交流

“飞地经济”和共建产业园区等重要举措，探索在产

圈”、共建交流平台等，现在很多地区正在按照规划

值、税收、利润、节能减排等重要指标上进行区际分

的要求和地方之间的共识加快建设，一个布局合

割的有效模式。

理、立体通畅、智能坚固的基础设施体系正在显现，

2.正确处理规划融合和机制融合的关系

将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而构建融合发

有一种观点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

展的体制机制环境相对来说要难一些，体制机制环

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境应包括推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格局、政策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顶层

体系和市场环境等，这些软件即使有规划和资金也

设计确定了，大家只要照着干就可以了。众所周

并不能够很快实现，需要正确处理央地（中央与地

知，规划的目的是引导规划区域内的微观经济主体

方）关系、府际（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政府与企业的

与地方政府实现国家宏观目标，优化区域发展的思

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等，需要形成一系列激励

路与方向。对于融合发展来说，科学规划是必要

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及一系列地方政府、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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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规范。

长远，又干在当下。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

融合发展的本质是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指望出台几个规划、建

和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与合作，
“十四五”时期要紧

设几大工程就一劳永逸，不能抱有急功近利的心

紧抓住融合发展的本质要求，着力破除一切不利于

态，要做大量细致而复杂的工作，通过具体项目来

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使资源要素突破行政区

推进融合发展，解决体制机制难题，建立企业与政

限制，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市场的合理分

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工和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当然，强调软件
环境的复杂性并不是否认硬件建设的重要性，融合

2.
“十四五”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产业

发展往往是从硬件融合开始的。在硬件融合的过

是融合发展的基础，产业关联是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程中必然会涉及土地、资金、利益、补偿等问题，而

的内在机制。企业是融合发展的主体，企业跨地区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体制机制问题，硬件融合过程中

发展形成有利于融合发展的产业组织形态，这种产

会暴露矛盾和体制机制的缺失，矛盾的暴露和体制

业组织将自动产生融合发展的内生效应。产业集

机制的缺失恰恰就是我们解决矛盾、建立体制机制

群可以有效地模糊行政区划，产业集群的发展将促

的开端。

使融合发展的主要机制在空间上进行资源整合。
各地要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转移机制，大力建设承

四、
“十四五”
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深

方向与对策建议

化产业链、供应链整合，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推动区
域协同合作、联动发展。当然产业集聚、产业转移

“十四五”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需要确立正
确的方向与路径。

1.
“十四五”时期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

第一，承认差异。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
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

不应该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按照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要求，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
产业功能整合，达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
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第二，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地方政府。

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差异，不能

融合发展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地方政府，融合发

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展的动力和阻力都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任何一

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个地方政府都无法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现

承认客观差异，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将深度融合简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在发展

单地理解为区域同质化、城市同城化、要素分布均

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自己无法单独解决的跨区

匀化和公共设施布局均等化，一体化不是一样化、

域的公共问题，如科技创新、交通便捷、环境保护、

不是一般高，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区域

安全治理等。融合是经济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这

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同地区的发展落差往往是势能

是推进融合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时，地方政府又必

所在，
恰恰是发展的空间。

须确保辖区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发展

第二，步调一致。区域深度融合发展就是要基

仍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实现各发展水平不

于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

同地区的融合发展，地方政府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

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提

反映当地利益诉求。发达地区担心随着融合程度

高基础设施联动、统筹公共服务，发挥产业共生效

的逐步加深，要素（尤其是人员）更加无障碍地涌

应、空间布局联动效应、区域治理协同效应。深度

入，本地的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教育、医疗）会被

融合在功能组织、空间布局、基础网络、推进实施等

稀释。发展中地区担心随着融合程度的逐步加深，

方面，要步调一致，各司其职而又统一有序，不能各

发达地区对发展中地区的“虹吸现象”会进一步加

行其是。

剧，稀缺资源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聚集，发展中地

第三，久久为功。要树立打持久战的准备，既
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谋划

区会进一步“空心化”。
第三，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制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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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融合的核心是消除分割，消除分割的动力在于

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指导，按照税种属性和经济效

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这就需要把区域间共同事

率等原则，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加快税制

务的调节治理原则、方法和机制凝结固化为具体

改革的步伐，除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减少企业

的、标准化的共同政策，形成各地在共同事务领域

税外，探索将属地原则的财政税收制改为更灵活的

遵行的共同政策。需要从政府间纵向财权与事权

属地和异地并存的税制。加快完善相关的财税政

改革、地方合作平台机制的规范和制度化、合理调

策和利益平衡机制，积极有效应对融合发展后的地

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去向和建设用地指标配额、

区功能分工深化的态势，需要加快建立与地区功能

建立适应于融合发展特征的税制体系和统计核算

分工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和利益平衡机制。进一步

体系、鼓励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等方面不断尝试

协调税收优惠政策，突破要素流动障碍、公平对待

和完善。

要素流动、鼓励要素优化配置等。

第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保障是中央政府。
中国现行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虽然从不同的角
度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法律关系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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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and Path of Regional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
Wei Wei

Abstract: With the launch of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 taking shape,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s framewor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get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in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 is to promote
the refin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the hinge i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within and
among various strategies. Regional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need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teg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planning integration and mechanism integration, hardware integration and software integration.
The direction of promoting regional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to recognize differences, uniform working pace and continous
work.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stay of regional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hinge,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cor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guarantee.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ep Integration; Double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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