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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利益理论溯源与本质内涵 刘名远（2-5）
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

的比较 陈秀山 左言庆（5-7）
区域的概念、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

蔡之兵 张可云（6－8）
近五年来我国战略性区域规划研究综述与展望 段 娟（6－10）

■区域经济政策

打造我国区域政策升级版：从跷跷板到三维共同体转变

张汉飞 单良艳（1-5）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研究 晏 涛（1-5）
沿海地区国家级战略规划区开发政策差异性分析

张继良 张帅奇（2-6）
航空经济成长中的政策创新研究 万 举（2-6）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反思及调整方向 王业强 高春亮（2-6）
区域分类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李曦辉 黄基鑫（5-6）
重视对次级区域发展差距的调控：以江苏省为例 夏永祥（5-6）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与现代农业发展研究综述 涂圣伟（1-7）
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研究述评 贾善铭（1-6）
我国产业转移的研究进展评述与展望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比较 毛琦梁等（2-10）
市场分割与边界效应研究述评 夏 骥（2-8）

■区域经济论著评析

紧扣时代主题 倡导耕耘蓝色国土

——李靖宇教授海域开发研究成果评述

于良巨 陈 医 梁 木（2-3）
放眼世界 探索创新

——评陈云贤的《论政府超前引领》和《超前引领》

彭 勃 彭松建（2-2）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研究

——基于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石腾超 邹一南（1-8）

新时期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叶堂林（1-4）
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空间的响应与布局研究

——以上海为例 邓智团（1-5）
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孙根紧 丁志帆（1-6）
区域工业空间布局和产业组织结构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龚绍东（2-6）
首都经济圈建设中北京的经济转型与产业效率提升 李彦军（2-6）
提升河南省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研究 程云喜（2-6）
欧美“再工业化”背景下福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蔡勇志（2-5）
三螺旋视角下广西“两区一带”经济走廊发展研究

唐贵伍 蔺海芸（2-6）
资源下移配置的统筹规划研究 王文明（3-7）
区域、产业与企业创新环境及其层次关系研究 梁彤缨等（3-7）
促进中部地区利益格局平衡的开放策略

——基于不同尺度的空间经济一体化视角 张建清 张燕华（3-7）
港口与腹地互动视角下环渤海发展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孟祥林（3-6）
科技型小微企业带动区域转型发展的路径分析 王玲杰（3-5）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成长路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

袁 宇 战书彬（3-5）
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 金 碚（4-5）
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新趋势及对策建议 孙志燕（4-4）

“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策略分析 杨书群（4-6）
大都市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以北京为例 李晓华 廖建辉（4-10）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演化研究 王 磊 沈 丹（4-8）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及模式选择

——以郑州新区为例 李新安（5-7）
重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 张富禄 林风霞（5-4）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中部六省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商 勇（5-7）
承接产业转移园区产业链培育研究 徐家洪（5-5）
我国区域差异背景下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竞争与产业集聚

纪玉俊 张 鹏（6－7）
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实证研究 袁金星（6－6）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联分析

——基于河南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保佑 汪萌萌（6－5）
河南以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工业结构升级研究 唐海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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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转型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思考 和 云（1-7）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和反思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1-8）
关于现行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模式的思考 丁同民（1-6）
中国本地研发、出口贸易和FDI的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俞 路 罗 婷（2-6）
河南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贡献及最优规模研究 张树忠等（2-6）
比较分析视角下河南创新驱动发展的企业主体研究 陈玉川（2-5）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区域非效率经济差距研究

李 颖 杨慧敏（2-5）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论 王小广（3-10）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机理

——基于省际视角 林 柯 杨 阔（3-7）
“雁形阵列”的破阵与东亚产业转移趋势展望 陈 锐（3-8）
组织化、专业化与海洋经济增长 张尔升等（4-6）
以海洋强国为取向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工程 李靖宇（4-5）
河南自主创新体系构建：优势、不足及路径 李雅莉等（4-5）
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以东莞市为例 陈端计（5-9）
中国“四化”进程协调状态测度研究 郭俊华等（5-6）

“新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贵州发展战略定位 汤正仁（6－7）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特点与河南的积极融入

李庚香 王喜成（6－9）

■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及推进思路

高国力 张 燕（4-7）
对外开放、交通便利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李 泉 王占学（4-7）
中国职工收入水平及其财富累积路径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视角 任小平（4-6）
中国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及其收敛性分析 茶洪旺等（4-7）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生产率研究 张纯记（5-6）
论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顺魁（5-8）
博弈论视角下大都市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以宁镇扬同城化为例 杨海华 郝宏桂（5-5）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与分异 陈健生（6-7）
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分析

——基于197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陈仕雄 胡必亮（6-7）

■区域经济增长极

区域发展新棋局与中部崛起新机遇 喻新安等（4-8）
新区建设的理性分析与思考

——以昆明呈贡新区建设为分析例证 钱 津（4-4）
长江航运与流域经济互动影响研究 游士兵等（4-7）
以产业升级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

——兼就京津冀与长三角产业的比较分析 陈自芳（6－8）

河南发展航空经济的效应、目标和政策措施 郝爱民（6－7）
基于城市比较的郑州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问题研究 汪来喜（6－5）

■区域财政与金融

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李沃墙（2-6）
改革背景下中俄银行业间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粟 勤 肖 晶（2-5）

■主体功能区研究

基于特区衍生视阈的我国非均衡区域开发路径研究 罗海平（3-5）
我国主体功能区民生供给研究 杜黎明（3-5）
浙江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的实践及反思 王文龙（3-5）
中原经济区“四化”发展动态效率分解及协调度测度 石 涛（3-5）
西藏高原农产品基地建设的生产布局与区位选择 郭正模（5-7）
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新型工业化水平测度 孙智君 戚大苗（5-8）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区研究

制度创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王家庭等（2-6）
中部重点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与区域合作的对策研究

王圣云 许双喜（2-5）
CAREC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李 辉 陆道芬（5-6）
中部地区企业区域竞争力评价研究 吕 晞（5-7）

■城乡发展一体化

粮食主产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与政策扶持 张良悦（2-10）
中国特大城市农转居成本测算及推进策略

——以北京为例 魏后凯 陈雪原（4-8）
户籍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基于倾向值的匹配分析 周 振等（4-9）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共生路径与区域实践 王元亮（4-4）
快速城镇化条件下中国特色都市农业的新发展 张占耕（6-7）
产业新城：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探索 刘 勇（6-6）
中国家庭农场培育的经验与启示

——以皖南平镇家庭农场发展为例 余 练（6-6）

■城市经济与城市群

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与展望 肖金成 黄征学（1-11）
低碳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 武 旭（1-8）
基于地域产业承载系统适配性的“产-城”互动规律研究

——兼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策 曾祥炎 刘友金（1-7）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研究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吴传清 周晨晨（2-7）
新时期我国城市群交通运输发展的思考 丁 金 学罗萍（2-6）
资源枯竭城市新产业集群培育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李方正（3-6）
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研究

——以京广高铁沿线城市为例 方大春 孙明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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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 朱 博 陈姝兴（3-5）
推动城市群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卢 伟（4-6）
城市群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黄征学（4-6）
国外城市群发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群的启示 薛凤旋等（4-6）
构建大中原城市群的战略思考 杨兰桥（4-4）
中原城市群升级的主要矛盾及战略路径 刘战国（4-4）
城市化质量的系统评价

——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何文举（5-9）
基于DEA法的城市圈生态效率对比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为例 周 虹 喻思齐（5-5）

■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反思与转换 宣晓伟（1-10）
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本质和对策 张占耕（1-7）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辨析 孙立行（1-7）
区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协调发展：判定方法和路径选择

杜明军（3-7）
近年来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态势分析 刘 勇等（3-7）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化的交互影响 严汉平 常宝瑞（5-5）
预期经济收益、城市生活能力与劳动力流向多元化

徐 斌 洪 双（5-5）
省际及城乡无差距下的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与城镇化率

杨华磊等（6－8）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叶振宇（6－6）
PSR框架下新疆城市承载力状态时空动态演化研究

付金存等（6－7）

■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发展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田文富（5-4）
国家海洋经济战略背景下宁波—舟山港生态港口发展创新

研究 赵亚鹏（5-6）
生态化导向的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析 张一博（5-5）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广东省和贵州省为例 陈向阳 黄艺俊（1-8）
老工业基地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 常 丽（1-5）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路径探析 梁 锷（1-5）
区域环境、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 缪 毅 张 倩（3-7）
皖北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任志安 赵静静（3-5）
新疆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析 闫海龙等（3-4）

■区域旅游经济

欠发达地区旅游产业就业效应及对策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 张小利（1-4）
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 王迎涛（1-4）

■笔谈

●经济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区域发展（六篇） （1-13）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刘乃全

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制度创新 刘社建

设立天津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构想 王家庭

打造重庆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 杨文举

河南申报郑州航空港自由贸易区的若干思考 田文富

上海自贸区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启示 吴碧波

●新丝路经济带与区域发展笔谈（六篇） （2-14）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围绕“西向开放”做文章 陈 耀

打造内陆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桥头堡 张合林

西安提升“新丝路经济带”物流中心效率的几点建议 王琴梅

新疆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高志刚

甘肃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 宋圭武

新疆跨越式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 杨新顺

●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五篇） （3-14）
面向转型升级的区域创新辨析 林善浪

让一部分地区先创新起来

——从“传统追赶模式”到“创新转型模式” 宣晓伟

科技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谷建全

积极培育创意阶层 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安树伟

长三角区域创新与一体化战略的回顾与前瞻 薛 领

●谋划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六篇） （4-1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主要特征 孙久文

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带 刘 勇

经济发展新棋局下京津冀发展的五大趋势 刘英奎

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意志和战略重点 吴传清

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夏永祥

区域发展新棋局下中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思考 陈明星

●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六篇） （5-1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肖金成

推进城镇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环境建设 张永庆

以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助推新型城镇化 杨丹辉

生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万晓琼

水源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 冉净斐

城市经济减物质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王 强

●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科学发展（六篇） （6－14）
我国区域发展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陈 耀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动力的转换 胡家勇

趋向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于春晖

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动力源于创新 方竹兰

坚持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模式创新 喻新安

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科学发展 张 晖

■特别策划

规划有竞争力的航空大都市

［美］约翰·卡萨达 史蒂芬·阿波德（3-13）
■区域经济名家特别栏目

治学大家 学界楷模

——纪念区域经济学科主要奠基人陈栋生研究员从事学术研究60
周年 肖金成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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