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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学：
概念、
特征与创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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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基础，把研究对象（区域）看成是一个系统（区域系统），抓住区域发展和协调发展主线，探索区
域发展规律，寻求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途径的科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一是以中国区域发
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丰富实践为依据，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
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板块，板块一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特征与机理，板块二是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机
制与部署，
板块三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
板块四是新时代伟大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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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艰苦探索、特别是改革开

象（区域）看成是一个系统（区域系统），抓住区域发

特色的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

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途径的科学。主

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世界少有，统筹

要有以下特点和努力方向。

放 40 多年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成就，孕育了独具

展和协调发展主线，探索区域发展规律，寻求促进

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发展需要

一是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发展目标。新

中国区域经济的实践总结、理论提炼和新发展理念

时代区域发展和城乡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以人民为

指导。非洲国家经济长期不振，拉美国家跌入中等

中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收入陷阱，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

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世界大国中唯有中国仍保持经

这与西方经济学以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以区际关系

济正增长，主要得益于地方经济的繁荣。全球时代

为主线、以缩小区域差异和经济效用极大化为目标

需要中国治理经验和中国区域发展方案。创建中

的诉求截然不同。

国特色区域经济学既有客观基础，也与中国更加有
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契合。

二是梳理和界定区域经济新概念。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生产力布局经历过几次重大调整，区域
概念在中国情境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经济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内涵及特点

特区”
“战略区”
“示范区”
“试验区”等概念，
“行政经
济区”客观上已经形成，土地公有制作为中国特色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基础，把研究对
16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土地经济的价值和合理
运行机制等助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三是提出和论述跨区域、超区域、次区域等新

中国区域经济学：
概念、特征与创建思路

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

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区域理论和实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践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以习近

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区

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关注对

域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的主线，明确以人民为中

象都不是一般的区域，而是跨区域、超区域或次区

心的区域发展目标，以五大理念构建中国特色区

域，中国区域经济学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方面对此

域 经 济 学 内 容框架。在此基础上提炼区域经济

做出科学阐释。

学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

四是区域协调、区域协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
理探索。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

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中国区域经济
学派。

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表现形式和目标诉求多种
多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区域治理

三、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四大板块内容

模式逐渐形成且行之有效。本学科不仅要对此给
出系统的回答，还要在各种典型区域发展机制方面
用严谨、科学的概念模型甚或数学模型给出解释。
努力提高中国学界在有关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
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板块（见

图 1 所示），
按照先后逻辑顺序依次为如下内容。

板块一：中国区域发展的特征与机理。以中国

特色区域治理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区域发展的形
式和规律，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土地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依据

经济、县域经济、外贸经济等。
板块二：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部署。

一门学科的创建是需要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

考察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与区域差距变化特点，探

合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

讨区域分工、产业布局与开放发展的规律，从总体

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的总体思路是：以“实践→理

布局、五年规划、政策制定实施等角度，分析中国统

论→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为主逻辑，在全面客观

筹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努力过程和作用效果。

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提炼总

板块三：中国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以系

结一般区域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提出中国情境

统科学原理为指导，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空间系

下的假设；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统，探讨区域系统的形态和类型、区域系统的组成

想为指导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进一步解

要素、区域经济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区域

释、指导中国的区域实践。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演化和控制规律等。在此基础

其一，以中国区域发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丰富
实践为依据。包括行政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

上，论述区域发展决策和对策，包括区域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规划、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

经济等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机制，土地经济、新型工

板块四：新时代伟大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

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的不同发展路径，民

进。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中心论、
“ 两山论”、命

族自治、对口支援、问题区域扶持、五年一度规划部

运共同体论等为指导，以五大理念与协调、协同发

署等的协调途径，以及沿海与内地、三大地带、四大

展为内容框架，探讨中国区域发展的思路和模式，

板块、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协同建设、长江经济

包括统筹区域关系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关系共享发

带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步骤的推进

展、统筹人地关系绿色发展、统筹内外创新发展等。

等。从这些实践中挖掘新素材、发现新问题、提出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集

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模式，是

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关

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基石。

于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概念、特点、框架结构等的基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

本认识，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全貌，中国区域经济学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一门新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

兴学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尤其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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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实践孕育和呼唤伟大理论
新中国 70 年区域经济的实践探索
中国独特的经济区与经济区划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问题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区域
经济学科建设
板块 1：中国区域发展的特征与机理
中国的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中国的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县域经济与农业农村发展
中国的土地经济与开发区建设地
经济特区、
出口加工区与自由贸易区建设
经典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56项工程布局
20 世 纪 60 年 代 沿
海—内地关系与三线
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沿海
开放战略与三大地带
学说
2000 年 开 始 的 西
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
东部率先发展等四大
板块
2014 年开始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大保护、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大湾区及长
三角一体化部署

板块 2：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部署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
历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与执行
中国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板块 3：中国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
区域与区域经济系统
区域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区域发展的时间过程规律
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规律
促进区域发展和协调发展决策与对策

理论基础
◆ 系统科学分析框架；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毛泽东
“十大关系”
等哲
学思想；
◆ 邓小平
“猫论”
“摸论”
与
“先富—后富论”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与五大理念

板块 4：新时代伟大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进
统筹人地关系绿色发展
统筹城乡关系共享发展
统筹区域关系协同发展
统筹内外创新发展

图 1 中国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及创建路径示意图

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
学必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得到河南大学李小建教授、南昌大学刘

耀彬教授的支持和指导，特此说明和致谢！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 Ideas
Wu Dianting

Abstrac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the science that is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gards the research object（region）as a system（regional system）, grasps the main lin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law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eeks the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of coordinated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based on the rich practic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main contents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1 i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t 2 is the mechanism and
deployment 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rt 3 is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Part 4 is th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of grea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cept; Creation Idea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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