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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区域经济学科的研

究，当时主要是经济地理专业。二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又分为三个阶段：理论引进阶
段、消化吸收阶段和实践应用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分；中国区域经
济学的核心理论由资源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运输成本理论三部分组成。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与教学体系
分成三部分，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和区域经济应用工具研究。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国内外接轨
的学科，未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区域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模型化和计
量化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和区域经济学的生
态经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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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大门类下面的应用经
济学科，主要任务是总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空间布
局及发展规律，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
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性学科，区
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要对在现实区域经济运
行中可能产生的重大问题给予经济学理论上的解
释，并通过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现实区域经
济运行中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方法和政策建议。

100872）。

经济学科的研究，当时主要是经济地理专业。我国
的经济地理专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发展。与

自然地理相对应，成为地理学的两个重要的学科门
类，这种情况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地
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孙敬之教授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孙敬之教授从 1950 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地理研究室主任，为了新中国经济地理事业的发
展，以废寝忘食的精神，编写了 100 多万字的经济地

理学讲义，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确立经济地理学体系
的讲义。这套讲义编写完成后，就被教育部指定为

一、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高等院校的参考教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孙敬之教授还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地理、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从大的分期来看，可
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 28 年，中国并没有区域

自然地理等地理学教材，并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写
出了近百篇论文。

2.第二个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

现代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是从产业布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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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1978 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很

导地区发展的经济理论，并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

多，产业发展需要科学的布局理论来指导。
“产业布

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的

局理论”从 1978 年开始兴起，到 2000 年前被区域经
济理论完全代替，经历了 20 余年的时间，在中国的

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三部分：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关
系理论和区域经济应用工具。实践证明，根据中国

区域发展、产业选择、国土规划、农业区划等重大国

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入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

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进入社会

改革开放初期，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
使我国东部沿海承接国际大跨度的产业转移，迅速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阶段，区域经济学的应用将
更加宽广。

崛起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这段时期，我国不同
区域经济发展绩效很不一致，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
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
济发展则相当缓慢。我国的区际差异，尽管在 20 世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重点
1.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分成两个部分：一

纪 80 年代轻微下调，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又

是理论研究方面。由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区

迅速扩大。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

域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区域资源配置理论、区

镇化、加快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经济等的迫切性日

域相互依存理论、区域产业发展和转移理论、区域

益凸显。与之相对应，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区域经

空间格局演变理论和区域政府干预理论等构成了

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形成，到 21 世纪 00 年代开始完

济学从引进到成型的时期。进入 21 世纪，伴随西部

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在区域
发展规划、区域开发行动和地域整治等方面发挥了

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从 20

善，经历了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融汇了国内外大量
的研究精华。二是应用研究方面。具体分析区域

独特的作用，学科本身也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

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包括区域特征分析、区域

情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

发展与协调、区域产业结构、人口增长与迁徙、城市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

建设与中心地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国土

场经济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

规划、区域经济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区

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又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域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为解决

一是理论引进阶段。区域经济的理论引进是

循着这样的脉络进行的：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区位
论；20 世纪 90 年代，引进区域经济理论；21 世纪 00

年代，引进新经济地理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问题而提出并得到不断完
善的一整套方法论。

2.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看，区域经济学的

引进“区位论”，中国的区域经济专业开始形成。北

理论很多，这些理论有些是借用发展经济学的，有

京大学杨吾扬教授的《高级经济地理学》、人民大学

些是来自产业经济学的。但哪些是区域经济学特

周起业教授的《西方产业布局》是引进“区位伦”的

有的？笔者的观点是，在早期区划理论和区位论的

代表著作。

基础上，演化出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括三个方

二是消化吸收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面：一是资源禀赋理论。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区域经

中的消化吸收，是以出版区域经济学教材和列入教

济多样性、互补性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也是经济区

育部学科目录为标志的。1989 年，第一本区域经济

形成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发展，拓展了资源禀赋的

学教材出版；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区域经济成为应
用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
纪 00 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教学体系开始完善。

三是实践应用阶段。进入 21 世纪后，区域经济

学大量应用于中国地区发展的实践，成为重要的指
6

涵盖范围，提升了智力资源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二是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存在反映了区域
经济的聚集要求，经济的聚集带来人口的增加，形
成城市和经济中心。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形成增长
极、发展轴和经济带。其中，中心城市形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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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也是规模经济。三是运输成本理论。经济活

同时，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及商品也得以丰富并相

动必须克服空间的距离限制，并支付距离成本（运

应降低了价格，从而使生产的成本降低。对区域贸

费），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克鲁格曼以“冰山理论”来

易问题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区

表述。运费因素是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

域贸易，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技术水平、

一。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高速运输技术、能源传

需求结构、市场规模、运输成本等对区域贸易会产

输技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特别是 5G 技术的发
展，
运输成本理论正迎来深化与创新的节点。
3.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迄今为止，区域经济学仍处在蓬勃发展之中，

生怎样的影响等。第五，梯度转移问题。区域差距
的存在，使区域之间产生高梯度区域和低梯度区
域。研究者将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区域经济
学中，产生了区域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区域经济

各种理论、各种观点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了区

的发展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的状况，区域产业结构

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的状况与区域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相关。主导产

做出贡献。

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区域产业结构

笔者将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与教学体系分成三
个部分。

的优劣。如果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或发
展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

（1）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

平，该区域就是高梯度区域；反之就是低梯度区

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要素禀赋问

域。受到产业发展要素变化的影响，有些产业从高

题。生产要素禀赋是指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相

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从而促进了落后区域

对丰裕程度。在可利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那些与

的经济发展。这种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

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相对较低价格的要素即是丰裕

城市系统而扩展开来的。梯度推移的原因首先是

的要素，丰裕的生产要素就具有禀赋优势，禀赋优

由于创新产品不断趋于成熟，产品市场扩大，要求

势是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利用比较优势

生产规模扩大；其次是高梯度地区创新活动加强，

发展区域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因

新的创新产品代替原有的创新产品，要求为其创新

此引出产业选择问题和产业布局问题。第二，增长

活动和生产活动提供足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空间；

极问题。如果说利用比较优势解决了区域经济发

再次是高梯度地区生产费用上升，从降低生产成本

展的产业选择问题，那么利用增长极理论就解决了

的角度，也要求产业向成本低的区域转移。

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选择问题。增长极理论描述

（2）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区域是国家经济整体

的是建立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产生对区域经济发

的一部分，区域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区域

展的带动作用，辐射周边区域，从而推动整个区域

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区域之间

的经济增长。增长极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就

的关系。区域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或区域之间

是现实中的城市。增长极理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济联系，有摩擦和冲突，也

的实用工具。第三，发展差距问题。不同的区域经

有互补与合作。因此，区域经济研究十分关注对区

历一定的发展时间以后，由于各区域不可能保持同

域关系的考察。

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发展差距的产生不可避免。
对于区域发展的差距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
提出了区域收入水平趋同假说，即著名的“倒 U 字

第一，竞争关系。区域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特
点相似的区域之间。这些区域的产业特点比较相
近，结构趋同，极易发生区域竞争，包括争夺市场，

曲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趋同还是趋

也包括争夺资源。正如胡佛所指出的那样，在区域

异，或者称为收敛还是发散，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

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活动对于稀

点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都在资助这

缺、不易开拓的地方性资源的竞争。市场区域之间

个问题的研究，努力寻求解决区域收入水平与福利

存在竞争，供给区域之间也存在竞争。竞争可能是

水平差异的途径。第四，区域贸易问题。区域发展

善意的比赛，也可能是摩擦，更可能是冲突，这主要

离不开区域贸易。通过区域贸易，各区域可以获取

看竞争主体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客体对竞争区域的

本区域缺少的资源或者为本区域的产品寻求市场，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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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合作关系。区域竞争虽然存在，但区域
合作仍然是区域关系的主流。这是区域关系中一
种活动的产出表现为另一种活动的投入时所结成

如下的研判。

1.区域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学理论是指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变

的相互吸引的关系，对区域合作的双方都有好处，

化规律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运用

因为合作的内容经常是两区域之间劣势生产要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的互补，或者是互为市场以扩大生产的规模。合作

建设的过程中，国内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后向联系、前向联系和旁侧

理，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

联系。后向联系是针对供给性部门的经济联系，即

如生产力均衡布局、区际非均衡发展、区际协调与

一个生产部门与对其投入的、为其供应原材料的上

协同发展、城乡统筹、以人民为中心的平衡充分发

游部门之间的联系。后向联系对应的是产业的感

展等，这些概念和理论组成了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

应度，指这种联系通过感应度，依照生产活动的顺

学理论框架，尤其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

序不断向后传递。前向联系则是生产活动的结果

治国理政的价值引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影响产业链前面的产业的生产，即一个生产部门与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

消耗其产品的其他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前向联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发展

系对应的是产业的影响度，指这种影响通过一系列

了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传递过程向前延伸。产业的生产活动除产业链上
的联系外，在产业链的主链外面还存在一系列的与

2.区域经济学的模型化和计量化研究方向

国际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计量化特点，

为其服务的辅助性产业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纵

是在投入产出模型、线性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

向的，而是横向的，联系部门的个数很多，分布十分

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环境影响模型、动态城市

广泛，这就是所谓的旁侧联系。各区域产业生产不

模型、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分散化城市理论模

可能都局限在本区域，区域之间的产业上的生产联

型等方面，更多和更广泛地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方

系十分普遍，成为区域合作的基本形式。产业合作

法。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与国

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合作，因此开展区域合作应当从

际接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产业的合作开始。

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进行区域经济结构

（3）区域经济应用工具研究。区域规划、区域

分析，对反映区域经济结构的经济变量之间的依存

政策等属于区域经济的应用工具，是近年来区域经

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二是进行预测分析，应用计量

济的研究热点。欧盟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模型进行计量测算，给出经济变量值在未来时期或

家，都十分重视区域规划与经济政策的问题。对中

其他区域上的预测结果；三是进行政策评价，模拟

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

各种政策措施，对比政策的模拟结果，对不同的区

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区域经济政策，应该构建中

域经济政策进行比较选择。

国区域经济政策体系，对区域经济政策概念、范畴
进行理论的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区域经

3.区域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研究方向

到目前为止，核心边缘模型（CP 模型）等基本

济政策应当是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区域化，没有

的、直观性比较强的理论贡献，已经被学术界广泛

必要也不可能制定专门的区域政策。两种观点虽

接受。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性的发展成果继续强

然有很大区别，但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区域政策尚缺

劲，这些研究和应用目前更多的是在中国等发展中

乏理论的基础。

国家。目前，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走出已有的
框架，从更多的方向研究新的问题，比如异质性，城

三、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

市体系，交通，公共政策等，这些研究能够带来实质
性的进步，把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国内外接轨的学科，中国区

学，无疑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克鲁格曼认为，

域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国际上的区域经济研究也在

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收益递增的色彩弱化了，新

向前推进。笔者对未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做

古典的完全竞争、外部性、聚集经济等的色彩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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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是说聚集经济理论等完全竞争范式下的理

问题，中部地区关注产业升级与发展现代制造业问

论正在具有更加重要的解释力和应用前景。需要

题，西部地区关注转型与能源开发等问题。注重不

注意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更侧重于强调有形因素的

同区域的转型路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伴随着较

影响，但现实世界中无形因素的影响更加重要，互

高的生产效率和良好的产出收益。

5.区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向

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4.区域经济学的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

国际上的新区域主义研究，首先把经济规模的

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和
资源管理制度，已经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

差异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来，改变了传统理论的一

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需要人们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

些假定，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这种国际层面的

谐相处的思想。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多种多

研究对于国际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经济来说，是

样的生态系统，处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生态系统，

十分重要的。国内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

都有特定的能流和物流规律。生态安全关系全局，

略的实施，使区域层面的问题更加宏观化。京津冀

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

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长三角

系，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加强生态系统修

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城

复和综合治理，做好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保

市群建设，所涉及的六个区域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

护。建立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控制污染排放总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过程

量，确保资源永续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新

和一种状态：资源有效利用、要素自由流动、结构得

路。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

到优化、政策取得一致。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

助共济，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

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归宿。正如当前宏观经

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

济对转型问题十分重视一样，区域经济对转型问题

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

也十分关注。但区域经济是分区域来关注的。比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

如，东部地区更多的是关注创新和产业服务化发展

效转移支付。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un Jiuwe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irs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was no research 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t that time, it was mainly 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is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ory
introduction stage,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sta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tage. The research scope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clude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The core theory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resource endowment theory, scale economy theory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theory. The subject and teaching system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application tools. Regional economics is a subject that connec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e fu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aspects: the Sinicization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modeling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y in
reg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ubject Development; Core Theory

（责任编辑：
柳 阳）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