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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沉重的转型压力，新发展理

一、引言

念下，
如何进一步推进开发区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聚
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充分释放开发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空间载体和对外

区的政策潜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中

开放窗口，开发区政策则是重要的区位导向型产业

国开发区的探索与实践也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宝贵

政策（胡森林等，2019；胡伟和于畅，2020；覃成林，
2021），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快
速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平台支撑。自 1984 年中国设

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重视（Giannecchini and Taylor，2018）。作为一个兼

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征的大国大样本准自

立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以来，开发区便凭借其在管

然实验，中国开发区为政策干预地区发展提供了极

理机制、
创新要素、
政策优惠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持续

具价值的观测样本，
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快速发展（焦贝贝等，2018）。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目前，开发区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的

日，中国已建成由 572 个国家级开发区（包含国务院

研究热点（邓慧慧等，2019），但国内外学者在开发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其他类型开发区），2053 家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结合而成的、知识密

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区、市）级开发区组成的开发区体系。随着中国
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与时俱进
地有了新的使命和内涵。一方面，开发区在取得巨

区的认知上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开发区大多是指
集型的、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园区（周伟林
等，2017；Busso et al.，2013；Wang，2013）。中国开

发区则是由各级政府主导设立，相较国外开发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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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特定功能导向性更强、空间规模更大、区域影响

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区位导向型政策

更为深远的特点，这使得国内学者往往赋予开发区

效应研究和开发区空间格局、协同发展研究等。

是国内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学

热点：一是开发区早期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

更为丰富的内涵（陈耀，2017）。因而，开发区一直
科所关注的焦点，尤其是 2015 年以来，相关研究的

高刊文频率、高引用关注度等特征充分显示国内开

发区研究的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在 Wang（2013）
对 中 国 开 发 区 政 策 效 应 影 响 的 研 究 以 及 Busso
et al.（2013）在 AER 上发表的对区位导向型政策效

因此，本文将国内开发区研究总结为以下 5 个

要素与理论研究；二是开发区清理整顿阶段的土地
利用研究；三是开发区转型调整阶段的转型升级与
发展管理研究；四是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背
景下的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
五是构建适应高质量发
展目标区域政策体系背景下的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

应研究的影响下，以李力行和申力军（2016）、刘瑞

明和赵仁杰（2015）等为代表的国内开发区政策效

三、国内开发区研究进展梳理

应研究随之兴起，该领域知识基础在短短几年时间
内被快速构建并逐步体系化，国内开发区研究已然

基于对开发区研究热点的识别总结，本文进一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系统梳理国内

步梳理各热点领域的研究进展，出于对篇幅约束和

开发区的相关阶段性成果、理清开发区研究方向和

文献实效性的综合考虑，在参考文献的选取上对近

进展，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对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十年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适当的侧重，各研究热点情

的开发区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对推动中国开发区

况如下。

高质量发展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国内开发区研究热点总结

1.开发区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开发区发展的重要阶

段，在此期间形成了中国开发区的基本空间格局，
而且还一度出现“开发区热”。探讨影响开发区建

本文以篇名或关键词中含开发区为检索条件，

通过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共被引网
络、突变检测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 1992—2021
年的 2139 篇开发区研究文献（SCI 来源期刊、EI 来
源期刊、核心期刊和 CSSCI）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识

别和总结出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 。国内开发区研
①

究的主题呈现随开发区发展和政策变迁而演化的

设成败的核心要素成为当时的重要研究课题，代表
性 研 究 主 要 包 括 ：国 外 经 验（罗 良 忠 和 史 占 中 ，
2003）、区位要素与选址布局（王缉慈，1998）、管理

政策（鲍克，2002）、产业选择与发展战略（郭俊华和
杨新年，1999）、外商投资以及对“开发区热”问题的

反思（周黎安，2007）等。理论研究层面，早期的中

国开发区发展研究引入了西方的相关经典理论作

特征。2003 年以前，开发区经历了早期探索和快速

为政策理论支撑，其中受认可度较高的理论包括地

发展阶段，研究主要聚焦开发区理论、开发区建设、

租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创新理论、双边市场理论

开发区自身要素及其对地方企业、区域和国家经济
影响等。2003—2008 年，开发区数量和规模的快速
增长导致各类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并发出现，开发
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研究焦点逐步转向开
发区发展、产业选择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
2008—2014 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
平地不断提高，开发区面临来自产业水平、城市空

间、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开发区土地利用、
转型升级、管理治理以及产城融合等问题成为阶段
性研究热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沈体雁和崔娜娜，2020）。总体上看，虽然这一研

究阶段的成果存在理论深度欠缺、研究方法粗略以
及对开发区认识不够综合等问题（郑国和王慧，
2005），但开发区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的开展有力
地推动了中国开发区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2.开发区土地利用研究

探讨如何引导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与内涵式
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梳理既有
文献发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主要分为 3 个

方面。一是在理论层面探索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

进入新常态，国内开发区研究也随之进入到新的发

的 概 念 内 涵 ，认 可 度 较 高 的 结 论 包 括 龙 花 楼 等

展阶段，研究主题转向空间格局优化和政策效应研

（2006）的可持续性发展内涵，王兴平等（2003）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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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产业导向内涵，张宪涛等（2016）的新常

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开发区发

态视角内涵以及罗经纬等（2017）的生态文明视角

展进入由单个开发区向开发区体系整合的空间优

内涵等。二是在实证层面对不同区域开发区土地

化阶段，研究逐步从对单个开发区的区位选择转向

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关注不同空间尺度下开发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与变

政策评估层面对开发区集约利用水平和集约利用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白雪洁等，2008）。三是在

潜力的评价，在评价体系方面，国内学者分别主要
从“投入—产出”
“ 经济—社会—生态”
“ 集约—高
效—协调”
（翟文侠等，2006；王成新等，2012）等角

迁。在全国尺度，胡森林等（2019）探究了中国 2527

素。焦贝贝等（2018）将中国开发区划分为 4 个发展

阶段并进行时空分布特征和产业分布特征的分
析。蔡善柱等（2019）结合开发区主导产业数据进

度构建了侧重点不同的指标体系，在评价技术和方

一步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

法上，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模糊

局演化特征；在特定区域尺度，高超等（2015）、蔡高

综合评价、BP 神经网络模型、GIS 空间模型等方法

明等（2019）、
吴佳敏等（2018）分别以东部沿海地区、

得以引入并发展，使相关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得到

西部五省区和海南省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了区域

不断提升。

内开发区的空间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

3.开发区转型升级与发展管理研究

中国开发区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大部分国外开
发区不同，中国开发区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运行
模式，是管理机制在中国实践的试验田（周伟林等，

然而从总体上看，
现有开发区空间格局研究的主题、
内容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缺乏对开发区空间分布动
力机制、
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组织关系等的关注。
第二，城市空间结构与产城空间互动研究。开

2017）。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国

发区建设能够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在开发区

内学者对开发区的转型升级问题展开积极探索，研

与城市空间互动研究的早期，国内学者将研究焦点

究主要聚焦于开发区转型升级战略与模式（朱卫东

集中在开发区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形态的影

等，2013）、转型升级评价（武增海和李忠民，2013）、

影响因素（刘志迎，2017）以及转型路径（李存芳等，
2011）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发区绿色发展转型

响 上 。 在 城 市 空 间 结 构 演 进 研 究 中 ，张 晓 平 等
（2003）发现开发区与城市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连
片带状、双核心和多级触角结构。龚富华等（2017）

成为关注焦点，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和工业

发现开发区对城市空间增长有着极强的带动作用，

生产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不可避免地成为环境

导致城市形态趋向离散，并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

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开展的落实主体（张玥等，

同时，开发区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边缘地区的城镇

算方法以及效应分析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田金平

空间、商业娱乐空间等（张小平等，2010）。然而，随

2015），学者们在开发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

等，2012）。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发挥开发区引领经
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既有文献对开发区治理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董娟，2011），研究主要集中在开

发区治理模式及其机制的探讨（闫国庆等，2006）、
管理体制改革和演变（曹前满，2017）、跨区域开发

区协同（李金华，2019）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开发
区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4.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

开发区是集合多元城市功能的新型城市空间，
与中国各尺度空间组织和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复杂
的互动与协同作用，现有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开发区空间格局研究。开发区是塑造中

化进程（何丹等，2008），并推动形成新的创新文化
着产城分离、孤岛经济、空城空转、结构单一等“城

市病”的出现，产城融合（张道刚等，2011）成为关注

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发展推测以及评
价体系构建等方面。从总体上看，目前已有的大量
文献从不同学科和研究视角对产城融合展开了研
究，但现阶段的理论基础基本是西方研究的中国
化，缺乏理论深度（张雨朦和邓想，2018）。

第三，开发区—产业集群—城市群协同发展研

究。城市群是开发区与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中国开发区地域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城市群组
团态势（赵新正等，
2019），
城市群空间系统中的劳动
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创新、服务资源承载了

开发区的发展，开发区是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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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载体（唐承丽等，
2018）。与此同时，
区域

却不尽相同。李贲等（2018）实证检验了开发区的

内的产业集群通过大量的专业分工与集聚效应为开

设立能够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
“ 政策效应”和“集

发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发区的发展有赖

聚效应”是开发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

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张小勇等，
2005）。目前，
国内学
者在协同理论、互动机制、一体化发展对策（苏文松
和方创琳，
2017）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5.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

然而，郑江淮等（2009）提出开发区企业绩效的来源
并非是集聚效应，而是“政策租”收益以及技术改造
升级的选择。王永进等（2016）认为，由制度和政策
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才是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

要源泉。胡浩然（2018）认为，政策对优势企业生产

态，高质量发展目标对已有区域政策体系提出了新

率的提升影响更大，且这种比较优势随时间呈现整

要求，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多重效益开始显现（郑

体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学者们在空间溢出

国，2007）。对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和政策机
制探索迅速成为研究热点，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 一 ，开 发 区 与 区 域 经 济 增 长、区 域 协 调 发
展。首先，从区域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大量研究证
明，开发区政策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刘瑞明

和赵仁杰，2015；蒲龙等，2021），省级开发区的升格

也能带来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孔令丞和柴泽阳，
2021）。在具体机制研究中，张国锋等（2016）从企

效应研究中，不仅发现开发区政策对区外企业没有
溢出效应（谭静和张建华，2019），而且还发现开发

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于政治距离邻近的相邻城市

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唐诗和包群，2016）。其次，
从影响企业创新角度来看，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密钥
和国家发展的引擎（周麟等，2021），开发区是否促
进企业创新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张杰等（2021）研

究发现，开发区“以升促建”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且溢出效应明显；马恩（2019）发现开

业进入、退出和成长的微观视角，提出开发区政策

发区能显著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特别是在地方政

和集聚经济具有十分明显且可持续的增长效应。

府效率、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然而，

其次，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是

吴一平等（2017）认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抑制了企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也是实现全体

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以

人民共同富裕的保障（薄文广等，2021）。作为一种

及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再者，从影响企业

典型的空间干预型产业政策，开发区对区域协调发

的出口绩效角度来看，开发区如何促进企业出口是

展存在明显影响，一方面，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能促

目前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政策效

进其主体城市并带动同省其他城市实现协同发展

应层面，陈钊和熊瑞祥（2015）、孙楚仁等（2015）发

水平的提升（张平淡和袁浩铭，2018），开发区的优

现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及企业在开发区

惠政策降低了中国整体产业空间的集聚程度，目标

的集聚能带来受扶持行业内企业出口额的提高。

行 业 的 设 立 推 动 了 产 业 分 散 布 局（孟 美 侠 等 ，

徐梦冉等（2020）认为开发区对主导产业产品出口

2019）。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以开发区在地理

上的分散分布换来的区域平衡有损经济的可持续

性（向宽虎和陆铭，2015；邓慧慧等，2019；曹清峰，
2020），导致地区间资源的错配（白东北等，2020），

开发区的设立应遵循市场机制（胡浩然和聂燕锋，
2018）。

第二，开发区与企业绩效。首先，从影响企业

效率角度来看，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开发区可以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非主导产业产品无影
响；在具体的机制层面，刘经东（2018）发现开发区
的政策激励效应、集聚配套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
效促进了企业出口增加值水平的提升。然而，胡浩
然（2019）研究发现，土地政策带来的挤出效应会减
弱开发区政策带来的集聚效应，从而降低企业出口
水平。最后，从影响企业其他绩效表现角度来看，
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涉及对域内企业并购行为（蔡庆

显著提高企业的产出绩效、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

丰和陈熠辉，2020）、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张天华和

但是，针对开发区影响企业绩效的动力来源是“政

第三，开发区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学者

率（盛丹和张国峰，2018；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
策效应”
“ 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的问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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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宇铭，2020）的影响等方面。

也探讨了开发区政策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国内开发区研究热点与进展

升级的影响。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推动城市

相对有限，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效应层面，对

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开发区目标行

社会效应、
生态环境效应、
空间效应等问题仍关注较

业各项经济指标的显著提升，当设立的目标行业符

少，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加快，

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

进一步探索开发区在经济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

明显（李力行等，2015）。周茂等（2018）研究发现，

建设等领域的多元政策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遵循国内开发区研究优势，构建区位导向型

开发区的设立可以通过促进内部产业结构优化，有

效推动地区制造业的升级。该结构升级效应主要

产业政策理论体系

源自开发区政策引导下，生产要素在同一地区制造

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经济

业内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再配置以及产业集聚、资

学的重要概念，作为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开发区建设

本深化和出口学习等 3 个具体渠道。

第四，开发区政策的社会与环境效应。除经济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构建开发区政策
效应理论体系不仅是助推此经验走向世界的关键，

效益外，学者还对开发区政策的环境和社会效应展

也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对

开讨论。在生态和环境影响方面，研究发现，开发

话媒介。虽然，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概念是由国外

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污染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排放

学者所提，但考虑到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具备的优

会导致土地浪费、生态破坏、河流污染和雾霾加剧

势，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理论体

等环境问题（陈家祥，2010；王兵等，2016）。然而，

系，对提升中国在国际相关领域的影响力意义重

胡求光等（2020）认为这种负面效应是暂时的，后期

大，构建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理论体系，并以此为

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

目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仍是也应该是未来国内

治理水平。在社会效益方面，现有研究发现，虽然

开发区研究的重点。

3.围绕重大发展战略开展相关研究，充分挖掘

开发区政策会带来区域社会空间断裂、居民边缘化
等负面影响。但是，开发区建设有助于城市人口增
长（魏守华等，2020），且对城市居民总消费、生活性

消费、住房消费和子女受教育支出都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孙伟增等，
2018）。

四、研究展望

开发区发展潜能

开发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的
缩影，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
贡献，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与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发挥
好开发区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台支
撑作用是推动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落地实施的关键

综上所述，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开发区的

一环。因此，未来的开发区建设需要进一步围绕提

发展特点和现实需要，国内学者围绕五大热点开展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促进构建新发展格

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开发区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开

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区政策实践的科学指导。本文对未来中国的开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立足新发

发区研究的展望如下。

展阶段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

1.聚焦现有研究争议和不足，深入推进开发区

政策效应研究

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更好地挖掘开发区作为
发展“桥头堡”的潜能。

目前，学者就开发区作为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
的政策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仍存

注释

一定不足。其一，既有研究在开发区影响企业创

①由于篇幅原因，CiteSpace 的可视化结果在本文中不展示，

新、区域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等结论上尚未达

感兴趣的学者请与作者联系获取。

成共识，有待进一步聚焦争议并深化讨论。其二，
对开发区扩园、升格、退出、主导产业变迁等所带来
的政策效应研究明显不足，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仍有较多可填补的研究空白。其三，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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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spots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Li Zhibin Zhou Lin Shen Tiyan

Abstract: As a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development zon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has importa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ince 2015，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ublication frequency and high citation attention in domestic development zon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this field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round the five research hot spots，such as the development zone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the research of land use，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agement research，the space interaction
and policy effect and so on，systematic review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zone construction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and put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zone research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and guiding role.
Key Words: Development Zone; Policy Effects of Development Zones; Locatio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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