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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发生深

何加快发展、协调和走向一体化，这是构建新时代

刻变化，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经济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现实依据和实践

全球化出现逆流，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垂直分工和水

基础。

平分工格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国际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要“着力

工和等级分工正在重新布局，全球产品分工和部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挖掘新材料、发

分工加速转向以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且有日

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中共中央关

益固化的倾向，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将持续影响世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界地缘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区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实施

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

中国共产党正值建党百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取

略”，要“完善规划实施机制”
“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

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历史

估”，这无疑是摆在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

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时代呼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征程。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代，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中国区域经济发

国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区域差距、城乡

协调的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

差距和不同阶层的差距依然显著，中国区域经济如

果，但总体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还滞后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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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有待于进一步形成

产力均衡布局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区域经济均衡发

严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发展条件

展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和沿海地区率先

下迫切需要重点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

发展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江泽民的区域协调发展

的内涵、理论、决策和评估体系，以期进一步增强其

观和胡锦涛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关于区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指导力和解

域发展战略的系列重要论述。

释力。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指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先后经历了沿

一、
迫切需要厘清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

海向内地倾斜发展、沿海区域率先突破发展、
“四大
板块”战略区域总体发展和国内外区域全面开放合

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空间规
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

作发展的 4 个阶段。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经过新
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特别

上的发展与协调规律的科学。区域经济学的区域

是“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和发展战略及

是客观存在的时空。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性，总是

规划的不断实施，使得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具体地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上的阶段性，这种不同的
特定空间上的特定禀赋和特定阶段上的经济活动

框架初步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 21 世纪后得
到了较快发展。

就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

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划分不同区域经

心的，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城市与乡村现代化为支

济空间的依据，也是规划和发展不同区域经济空间

撑的，
以区域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的，
以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也是国

区域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为保障的，以区域平衡发

民经济中的、具有特定禀赋的、在经济上尽可能完

展和充分发展为路径的，
是适应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

整的空间单元，该特定空间内的经济活动及其相互

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能够指导和解释中国区域经济

作用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或功能，不同空间尺度上

活动高质量空间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的总和。

的区域往往拥有各自的核心区或综合的或特定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

功能或取向，国家和地方治理上的区域至少是拥有

的三个重点是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决策和区域

一个中心城市的、适宜的行政单元区。

经济评估，其理论、决策和评估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先后涌现出杜能的农

因为区域经济理论的落脚点在区域经济决策，区域

业区位论（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霍特

经济决策的成效需要进行区域经济评估，区域经济

林的企业间区位竞争论（1929）、克里斯泰勒的中心

理论指导其区域经济决策和评估，区域经济决策和

地理论（1936）、胡佛的区域经济学（1937）、廖什的

成效评估又检验其区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三者任

市场区位论（1938）、艾萨德的区域科学（1975）和克

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偏离区域发展、协调

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1991）等，从中可以看出，

和一体化的实际。

经典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近 200 年的发展
历史。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在马克思

二、迫切需要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
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通过借鉴、吸收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在立足于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迫切需要构建能够反

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

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的区域经济学，

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特别是需要探索区域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的及其

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马

逻辑演化中的新范畴和新理论，且要能够为中国区

克思和恩格斯的地域分工理论、生产力均衡布局与

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

协调理论、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理论、城市间分工

定及实施提供新思路与新框架。因为任何区域经

理论等在内的区域经济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生

济理论的研究或提出，都是为了寻找其内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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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并致力于为其区域经济决策提供建议或

下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市场的快速出现，客观上要

支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影响

求政府的战略利益协调能力、发展规划能力和有效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互联网、大数

实施调控政策的能力必须加强。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

新时代新技术条件在发展和变化，要完善和创

月异，数字全球化、数字化网链、数字化生产、数字

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在坚持和

化消费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

发展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空间

零工经济等对传统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在

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切实从中国国

或已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化协同的加

情和区情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

强、智能化制造和服务的发展、个性化定制的推广、

域经济实践，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演化

数字化管理的实施，使得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生

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区

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真正建立

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的突

破，时空压缩、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
“0”距离甚至

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0”成本的出现，使得一些区域经济活动的生产和

三、迫切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服务不需要集聚即可即时生产、即时服务，譬如原

区域经济区划理论

来厂商区位的选择即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散的运
输成本和吸引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之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千差

间的均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得以弱化或消失；新发

万别，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展条件下具有黏性的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

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类

土地等的流动性在加强，且新兴生产要素如知识、

型结构，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战略、规划和政

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一定程度

策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类型识别的理论即其区

的可复制性，使得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合作、竞争

划理论要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各区域的资源禀赋

及其层次和分工的效益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区位的

和发展优势，能够在新发展条件下识别出中国区域

可进入性在发生改变，区际的边界对生产要素流动

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

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

经济学需要切实解决“真实的经济区域是什么”，然

度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地区和落后地区如中国中西

后才能谈其“为什么”和“怎么办”，也就是区域划分

部地区在原来传统的垂直分工中，就有可能获得水

方案在现实中要有可操作性，因为准确识别与划分

平分工；新发展条件下不同空间尺度的部分区域产

中国区域经济的类型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指导

业链的更替形成机制出现快速变化的趋势，使得中

区域经济决策的前提条件，由此才能制定差异化的

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先进产业链成为可能

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才能分区分类精准施策。

等。也就是新技术革命、新区位因素和新产业链的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至少 30 多次提出

形成和变化等问题使得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及

过区域经济区划研究、建议或调整的方案，曾经经

其经典理论和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区域市

济区划方案频繁出台。仅就在十四个五年总体规

场结构将逐渐或快速地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划中，其中“一五”至“九五”经济区划的空间格局由

向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市

“一五”的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
“二五”的六大经济

场结构转变，线上空间的实时交互性、均质化趋向

协作区、
“三五”的十大经济协作区到“六五”末的东

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使得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的

中西三大地带，以及“十五”和“十一五”的“四大板

调整和升级、交易模式和交易效率、空间组织模式

块”
“ 十二五”的三个支撑带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

和形态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位论、生产要

到“十三五”和“十四五”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素禀赋理论、雁形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

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

边缘模型，以及增长极、增长轴等理论和模型受到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

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线上和线

大区域划分，
“十三五”和“十四五”中两次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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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 个城市群的划分；另外还有老、少、边、穷地区
的划分，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如革命老区、生态

四、
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

退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地区、采煤沉陷

实施的理论

区和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林场林区、边境地区
等的划分。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的板块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是

区、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到底该怎么划分？譬如西

在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其经济决

部大开发的区域大不大、东北区域小不小、20 多类

策制定与实施中必须遵循和把握的规律及方法的

开发型的区域多不多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建立富

总和。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

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空间尺度的且能够涵盖各种功

主要由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重大区域经济规划

能区和各种特殊类型区的中国区域经济区划理论

和重大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构成。中

体系。

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确定其区域经

准确的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区划，就是要

济发展的方向，重大区域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

依据其本身的差异，按照特定的区划标准，包括同

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实施的具体化，重大区域经济政

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划分的标准来划分。当然，

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对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和规划的

这种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的划分都是相对的，

直接支撑。事实上，中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

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又往往表现
为各种战略区、规划区和功能区。中国的自然区划

战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 40 多个（狭义的）重大区
域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重大区域发展政策，极大

理论相对成熟，但对于经济区划的理论需要进一步

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富

探讨和完善，特别是如何选取区域经济区划的指标

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

体系，如何建立其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区划的等级

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支

系统，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体现特定区域经济

撑体系，中国这个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差异，如

体系，能够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何在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区域

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

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能够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GPS），
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
字技术等方法进行持续调查、监测和研究，都是亟

实际问题的中国方案。
毫无疑问，中国制定和实施的重大区域战略、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区划

规划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

的分类指标体系也尚未形成共识，在其方法论的层

发展的奇迹，但也存在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支

面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完全符合区域发展实际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需要从新时代

的情况，还没有有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

区域发展战略的初衷和目标，一些区域发展的重大

出发，通过借鉴欧盟、美国等的标准区域划分的方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区域发展的差距并

法，在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0%并将进

没有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有效解决中国区域

一步提高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

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重大问题，需要系统构

市群和经济轴带的产业链分工及其分布规律，既要

建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

考虑同质性标准区域的划分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

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

异质性区域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中互补性的要求，

论。虽然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规划区

和政策所解决的区域经济问题很不相同，各区域的

和各种功能区的有机构成和融合，实现东中西、南

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各区域发展的利益

北中、海陆边等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及其等级体

诉求差异很大，且涉及各级各类政府行政部门和相

系的相互衔接，由此才可能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区

关利益主体，但客观上需要统一构建起能够指导重

域经济区划理论支撑体系。

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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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以期为丰富而生动的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

划实施责任，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强化政策协

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同保障”。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战略相对

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成效如何，必须进

单一，区域经济计划与政策的制定遵循的主要经济

行系统性的成效评估。过去我们注重区域发展战

规律和理论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

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忽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

视了其完成成效评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发

规律和综合平衡的规律等，那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

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有的甚至不进行评估就马上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如何

进入下一轮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不仅难

继承和发展这些规律和理论，如何在充分把握世

以发挥其战略与规划的导向作用，而且使其相应支

情、国情和区情的前提下，在制定和实施中国重大

持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

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各类区域发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

展战略、规划与政策的体系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

律、社会规律，特别是如何体现和把握以人民为中

富，其实施评估工作的时间尚短，评估的理论和实

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都是需要进一步

践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各自评估的组织模式和

研究和创新的理论课题。

评估程序，各自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各自评估

中国特色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

的过程和评估方法，以及各自的问责和纠偏机制上

和实施的理论主要包括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本身的

存在很多不足。全面系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

构成体系和内容体系、主要目标体系和指标体系、

域经济决策实施评估理论，其涉及的范围、主体、内

主要措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及其制定和实施的程

容、任务和方法等十分复杂，迫切需要相关理论工

序和决策过程、制定和实施的工具和方法、社会参

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总结、研究和创新具有中国

与和协商的机制等；包括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

特色的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评估的理论。目前，

主要手段，以及需要紧密配合的产业、投资、环保等

迫切需要系统研究和构建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

政策体系。另外，也包括区际组织与利益协调政策

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评估

体系、区际冲突与协调管理政策体系、区际产业转

理论体系，系统回答其各自为什么要评估、如何评、

移的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

评什么、谁来评、何时评等核心问题，需要具体回答

移支付政策体系，以及差别化援助政策体系，流域

评估的目标、各自评估的标准、各自评估的方法、各

开发政策体系，城市群一体化政策体系、大都市区

自评估的程序、各自评估的结果应用、各自评估的

和经济圈治理政策体系等。

机制建立、各自评估的质量保证等系列问题，亟待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一步进行系统地研究

五、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
评估的理论

和解决。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完善和创新
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其理论、决策和评估的“三位一

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效如何，需

体”体系，其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

要基于一致性和有效性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

涵是关键，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类型识别

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的评估理论

理论即区域经济区划理论是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

主要包括对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

定、实施和评估理论的前提，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

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等的理

理论是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理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论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根据

理论首先主要是关于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

本规划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任务，制定实施一批国

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实施和评

家级区域规划实施方案”，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政策

估的理论。新时代“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区域经

评估评价制度和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
“ 落实规

济学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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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的深入
实施，将不断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将进一步成
为经世济国和济民之学。

499.

［5］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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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Manyi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and new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maj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major real need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putting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mphasis is to perfect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urgent need to
innovate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under new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h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establish the regional
economic zon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theor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Economic Decision-Making；Economic Zoning；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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