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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为事实和经验根据，在现有区域经济学的基础上，建构学科体

系和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其独特性。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
无论从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需要看，还是从服务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来看，都是必
要的和可行的。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可以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学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区域双重
性质理论、区域经济竞争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管理理论、区域经济发展
动力理论、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开发区与改革试验区理论、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空间
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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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兴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兴盛。改
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建立中国区域

展，其学科地位特别是社会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提

经济学的必要性

升。就社会影响而论，区域经济学无疑进入了“显
学”的阵营。中国多层次多类型、丰富多彩的区域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

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学提供了世界其他国家不可

为事实和经验根据，在现有区域经济学的基础上，

比拟的舞台，区域经济学者幸运地成为这个舞台上

建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区域经济

站在 C 位的舞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阶

发展的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这个命题是

段性的转换，由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否成立，决定于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存在

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区别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国家的特点的认识。如果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

家的目标迈进。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必将

解为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翻版，那么，既没有建立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的区域经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事实和经验基础，也没有另搞一

济学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给区域经济学者提出的

套的必要。反之，如果承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国

学科发展之问。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谈以下两个方

外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别，那么，建立中国

面的思考。

区域经济学就是有根有据且有必要的。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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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持后一种认识的。
那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究竟有何特点呢？笔
者认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定的。因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只能以其
管辖的行政区为界。在中国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
度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
发展规划及各种经济政策都需要各级地方来组织

具体表现在，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表，具有维

实施，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区域经济

护和增大区域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担负着推动区

发展单位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被称为“行政区

域经济发展的职能；政府运用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及

经济”的经济组织模式有其不合理之处，但也有其

企业直接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为区域的经济体

存在的必然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行政区经济”

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结构调整等提供体制机制

的是与非，我们仅需要说明其是一种客观存在，是

和政策支持；政府运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等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

的编制权，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而深

上述 5 个特点足以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

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政府还是区际经济关系的

殊性或者特色。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

主要建构者和协调者。

展既有符合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一面，也

第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组织性。

有其特殊的另一面。而后者也蕴藏着中国区域经

换言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有组织且目标导向明

济发展成功的秘密。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区域经

确的经济活动。政府广泛、深度地参与区域经济发

济发展不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其他发

展，在其中发挥组织者和主导者的作用。一方面，

展中国家的翻版，而是有其独特性。建立中国区域

各级各类区域基本上都是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竞

经济学，无论从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的学术研

争力为目标，以年度、三年或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究及学科发展需要看，还是从服务于中国未来区域

等时间单位，根据所确定的发展战略及各类规划而

经济发展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制订工作计划，把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
组织动员起来，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集体行动。另一

二、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的

方面，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区域经济理论创新

引导各级各类区域加快发展，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
关系，
形成时间和空间有序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近 40 年来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局面之活跃、规

第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权益是相对独立

模之浩大、过程之复杂、成效之显著是世界经济发

的。各级各类区域都有自身的经济权益，都会想方

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中，不乏新实践、新经验和

设法地增大和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但是，与企

新问题。这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创新提

业、个体的经济权益完全不同，区域的经济权益并

供了丰富的事实，为修正和发展已有的区域经济理

非是绝对独立的。表现为，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

论提供了可能。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程度上，区域的经济权益要服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事实，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

的需要。
第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是非完全的竞

1.区域双重性质理论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是经济空间。

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

然而，根据对区域性质的这种认识，我们是不能对

上是竞争关系。但是，上述第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

区域经济利益、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完全竞争关系。亦即，区

等做出合理解释的。因为，经济空间是经济活动的

域之间存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这是常态。不过，

场所，其本身没有经济权益，更没有经济行为能力，

在一定的时期、在某些领域，区域之间会在国家或

无法产生主动的经济行为。对于这个认识问题，区

者上级政府的安排下而开展分工合作，服从于全国

域经济学长期以来缺乏反思。笔者认为，从上述中

或者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看，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

第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常常以行政区为区域

这是区域性质的另一面。据此，就不难对区域经济

单位。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个特点决

利益、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现象做

20

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

出合理的解释。
可见，区域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经济空间，

经济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管理的领域
看，主要包括了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区划、主体功能

另一个是经济组织。认识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对

区划、区域规划或空间规划、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区

于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乡村

这不仅更新了区域经济学仅将区域作为经济空间

规划，以及各类开发区规划等的编制和实施，区域

的认识，还为从经济组织角度发展已有相关理论、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

建构新的理论等提供了新视野和新路径。

施等。其中，有许多中国的新实践和独创经验。可

2.区域经济竞争理论

区域经济竞争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现
象。学术界对此多有批评，部分学者甚至持否定的
态度。笔者认为，虽然区域经济竞争有其消极的一
面，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积极作用。正是区域经济

见，在区域经济管理方面，既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建
构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包括对区域经济发
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认识。
6.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理论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

竞争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形成了你追

历了复杂的发展动力转型过程。在宏观层面，有经

我赶的发展局面。因此，有必要以中国丰富的区域

济体制转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经济竞争事实建构区域经济竞争理论，对其产生的

建立、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及其时间上的变化等。在

必然性、合理性、方式及其变化，以及效果等做出科

中观层面，有引进外资的变化、技术引进与创新、要

学的阐释。

素禀赋的变化及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在

3.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

微观层面，有企业构成、产业组织、要素流动与配置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既有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

等。对于各类区域而言，这三个层次的动力因素既

经济国家经验的借鉴，也摸索和积累了大量的成功

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织，并不是单因素作用那么

发展经验。如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已

简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需要重点

为人熟知。但是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在不同层

揭示各种层次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经济

次、不同类型的区域中发现许多尚未被进行理论解

发展动力的差异性、发展阶段变化与动力转换等。

释和理论建构的成功例子，可以对其进行研究，提
炼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不同的发展

7.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理论

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布局对外开放城市、对外

阶段、不同的发展领域方面，还存在着旧模式失效

开放地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沿边对外开放城市，

或者演进，新模式形成等现象。这也为区域经济发

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及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中国经

展模式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济发展走过了一个渐进式多层次推进的区域经济

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新

实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促进区域经济

开放过程。当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使区域经
济发展更加紧密地与国际经济发展连接起来。毫

协调发展成为了中国指导经济发展的一条方针。

无疑问，对外开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

从此，中国开始持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的

要的作用，是塑造全国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

十九大报告中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七大战略

然而，关于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的研究还缺乏创新性

之一，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升到全局战略高度。

的理论建构。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

经过近 30 年的实践，在全国、大经济区域或战略区
域、省（区、市）、城市群等多种层次上，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已经十分丰富。这为研究和建
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5.区域经济管理理论

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区域经济
管理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中国的区域

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

8.经济开发区与改革试验区理论

设立各种类型多个层次的经济开发区、改革试
验区，是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方
式。在类型上，包括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专业镇、经济合作区、
特别合作区，以及功能不一的各类发展示范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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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在层次上，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等。这些经

目前，全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正在朝着多极网络

济开发区、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

空间发展格局演进。对于这些区域经济空间组织

有失败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体制机制、规划

的实践及发展趋势，急需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从

建设方式、运行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中国经

而发展已有理论和创立新的空间组织理论。
11.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济开发区建设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同时，也有中国
特色的探索和创造。以此为事实根据，构建经济开
发区、改革试验区理论是完全有条件的。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演进过程中的表现形
态大体符合既有理论，但是在发展阶段的动力构

9.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成、结构、机制，以及发展阶段的时间长度和阶段转

规划建设以交通、信息、能源为主的基础设施，

换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特点。这是因为，中国的区域

并使之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一方面具有后发经济体的共性，另一方面

条件，是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

又渗透着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和中国自己的创

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速度快、现代化、网络化、超大

造性实践。此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还表

规模、国土全覆盖等特点，因而其对区域经济发展

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并不一定遵循已有理

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是既有理论不能有效解释的。

论揭示的路径，而是存在多种形式，并且，不同层次

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某种基础设施或者区

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演进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分

域经济发展的某个领域，缺乏对这种复杂影响的理

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可以推动区域经济

论分析。因此，需要对既有理论进行完善或者构建

发展阶段理论的更新。

12.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新的理论，以解释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影响区
域经济发展的现象。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所包括的类型、问题和方式

10.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理论

等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也超越了纯经济的范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理论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体

畴。如，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

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区

老区等特殊区域的经济发展；区域间对口援助、对

域经济空间组织方面开展了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

口合作、对口带动等；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

践。如，划分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四大战略区域、优

裕等。这些现象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化调整空间结构；规划建设城市群、推进空间近邻

也包含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于这些现象需要从

城市同城化发展；撤地设市、撤县设市、撤县（市）设

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阐明其规律及价值，

区；通过设立计划单列市促进省域双核结构发展。

从而建立相应的理论。

Developing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Qin Chenglin

Abstrac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a scie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fact
and experi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s, constructs the subject system and theoretical system, and serv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has its own uniqueness.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establish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whether from the need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to discover new phenomena and reveal new laws,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ng China’s futur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act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can construct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gional dual nature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opening-up theory，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nd reform experimental
zone theory,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Regional Economics；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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