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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信息社会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胡 伟 陈 晓 东 金 碚

摘 要：中国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即将从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弥合经济发展差距

和数字鸿沟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双重发展使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和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已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揭示区域空间演化规律及区域格局演变特征，论证信

息社会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并从政策制定、信息化发展、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等方面进行思考，为信息社会

背景下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战略思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面对经济社会深入发展、生产生

活方式快速演变的信息化浪潮，中国应正视信息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及时调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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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

运行的前提，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陈栋生，2005），

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和发展的主要因

素。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扩散、融合、渗

透，带来了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率的提

升，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步伐加

快，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

型期，预计2020年前后将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

级阶段（国家信息中心，2016）。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特征，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主要应用的信息化，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产业发展的深刻变革，同时也

深刻影响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信息化正逐

渐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生动力

之源和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

随着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

格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回归实体

经济的必要性，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并试

图在新兴产业领域和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

抢占发展制高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过度

依赖投资拉动和产能扩张、过度依赖物质资源和

低成本要素投入、过度依赖外贸出口和国际市场

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周子学，2010）。
信息化深入推进一方面使得区域融合的趋

势不断强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两种贫困”（经济

贫困+信息贫困）在欠发达地区相互交织。借助

信息化的引领作用和非定域性促进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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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越式发展，弥合经济发展差距和数字鸿沟已

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双重发

展使命。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以信息化

驱动现代化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区域性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间

产业协同、互补发展，已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信息化加速推进和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

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助力欠发达

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

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区域经济发

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是当

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二、区域空间的演化规律

经济发展过程是人类生活空间不断扩展的过

程，也是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演进的过程。区域空

间演化过程是人类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历程。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

代的演进，社会形态也由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

再跨入信息社会，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并开启

了信息空间与地理空间并存的新时代。

在区域空间演化规律图（见图 1）中，农业空

间指农业时代的经济活动空间，其主要特征是活

动范围小，对空间移动的需求不强烈；工业空间

指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空间，工作环境与家

图1 区域空间演化规律

庭出现暂时分离，经济活动空间扩大；信息空间

指信息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空间，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以及信息应用的持续深化，使得经济活动

的地理空间不断延伸，部分经济活动由地理空间

向信息空间转移。

1.从农业空间到工业空间

新石器革命使人类结束以采集、狩猎为生的

游牧式生活，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

产，并逐渐过渡到（半）定居的农耕生活，人类生

活从此步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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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发展缓慢，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

发展状态，人们对空间移动的需求不强烈，大多

数人的生活与生产活动空间范围极其狭小。在

这个时代，即使配备了优良的运输工具，生活与

生产活动也依然受制于地理条件和畜力的极限，

不仅行动缓慢，而且所能企及的空间距离也十分

有限，任何一次远行都是耗时耗力之举。

随着农业经济的缓慢发展，城市开始以集市

的形式出现，逐渐发展成地理邻近的居住区，并

随着经济发展缓慢扩张。随着社会经济继续向

前发展，以及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良与进步，尤其

是动力机制的变革（蒸汽动力与电力的发明和应

用），农业经济时代的小作坊转型成为工厂，机器

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人类开始步入工业经济

时代，更多的土地被开发出来，生产和生活的空

间得到进一步扩展。

2.从工业空间到经济空间

工厂快速发展，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深

化了社会分工与协作，促进了社会分工细致化，

同时分工深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工厂的发展。蒸

汽机的发明使交通运输条件发生了变革性突破，

直接促使火车和汽车的发明问世，从此开启了动

力机车时代，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生存发展空

间，并使得远距离、大重量的运输成为现实。借

助交通运输条件的突破性进展，经济活动空间开

始加速向外延伸，各项商业活动也开始繁荣发

展，城市数量增加、规模迅速扩大，区域分工与合

作持续深化，区域性的国际大都市不断涌现，各

国商贸往来日渐频繁，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

持续向四周扩散，很多荒芜之地、人迹罕至之地

也逐渐被开辟成为一方热土。

第四次信息革命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克服地理空间距离障碍、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壮

举，更是一把具有无穷魔力的钥匙，开启了人类

远距离信息交流的大门，使信息瞬时传遍全球成

为现实，史无前例地弱化了地理空间的约束。信

息瞬时传递与远距离扩散，再次将人类经济活动

的地理空间范围延伸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

管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极大改进，通信手段取得突

破性进展，个人、组织、企业、国家的开放与合作

意愿与日俱增，但是，行政界线、国界依然是人们

难以逾越的“硬边界”，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

依然受制于空间距离。

直到第五次信息革命，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

现，不仅促进了信息获取、传递与应用的变革性

进展，更推动了交通运输技术的剧烈变革，开启

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化时代。信息及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造就了人类信息交流方式与手段的多元

化，扩大了交流的群体与范围，强化了交流的意

愿。随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日渐深入，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

紧密，这不仅极大地延展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

空间范围，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人类经济活

动向信息空间的深度迁徙，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

了行政界线、国界的限制，让身处不同国度、不同

社会制度的人们可以自由交流，并通过互联网获

取千里之遥、万里之遥的资讯。

交通运输工具与现代通信技术、互联网的深

度融合，交通运输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得交

通运输工具向高速、大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更

大幅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提升了运量运能，缩

短了运输时间，再一次变革性地扩展了人类经济

活动的地理空间。快速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使

人们有能力、有条件以时间换取空间，或以空间

换取时间，日行千里、日行万里已成为人们生活

的常态，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再一次突破了地理空

间的地域限制。

3.从地理空间到信息空间

人类有能力在所及之处开疆拓土，但改变不

了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始终局限在地理空间范

围的现实。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历次信息革

命取得了丰硕成果，让人们有可能远距离、瞬时

地进行信息交流，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们

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社会

沟通效率的巨大飞跃，使得不同地域间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成为可能。随着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应用的深入发展以及信息应用技术与社会生活、

生产方式的深度融合，信息赋予了每一个人、每

一个集体无限的可能，同时也赋予了生产和生活

方式更多的选择，推动了人类社会一场新的

迁徙。

信息与信息技术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仍在持续变革着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智能终端应用的不断推广，

信息社会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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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即生活已演变为当前生活的常态。电子商

务迅猛发展，促进线上生活的强劲发展；智能手

机与智能化数字设备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应用，

更是进一步将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融合在一起，

促使经济活动不断由地理空间向信息空间迁徙，

使得地理空间的经济活动受到空前挤压，甚至在

某些领域开始呈现信息空间取代地理空间的

态势。

三、区域格局的演变特征

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变革，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的

持续升温，使信息、资金和商品的空间流动性空

前增强。信息、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

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覆

盖各国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贸易网

络，使世界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

深刻影响地区发展格局（刘卫东等，2003）。社会

经济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区域经

济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

进与生产关系的持续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

格局也在不断变化。

1.资源分布决定区域格局

自然资源分布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与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分布几

乎决定性地影响着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产业分

布。根据相关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要素禀赋

理论等），各国或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发展优势

进行生产与贸易活动，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

展。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催生了区域分工格局的

形成，也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在人类社会早期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社

会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十分微

弱，生存与繁衍高度依赖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

因此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中心的形成和社

会形态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优越的自然地

理环境（主要指适宜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壤和

丰富的水资源）塑造了人类灿烂辉煌的四大古文

明，然而也正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变迁造成了古文

明的兴衰（王会昌，2005）。在这一阶段，优越的

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是严

格对应的，只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才有可能形成文

明中心和发展中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

展，人类渐渐摆脱对自然地理环境的绝对依赖，

开始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成为物质生

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且快速演变为区域经济持

续发展的基础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不复存在，但依然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且影响与日俱

增，并逐渐发展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要素。

资源分布不均衡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

图2 区域发展空间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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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主要因素，资源丰裕程度影响着各地区的产

业结构和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围绕资源分布地

的产业集聚。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

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

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基本是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

活跃地区是自然资源集聚地区或交通资源（自然

交通条件）丰富地区。资源分布形成了非均衡的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自然资

源丰裕的地区都倾向于发展资源型产业，走上资

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邵帅，2010），忽视了

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资源依赖

型发展的路径依赖（David，1985）成为一些地区经

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2.技术进步改变区域格局

在农业社会后期，生产技术的改进促进了非

资源型地区（安虎森等，2012）的经济增长；进入

工业革命以后，工厂式的机器化大生产快速取代

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交

通运输技术革新全速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原材

料、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工厂远离资源分

布地成为可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与资源分布

空间格局脱钩，资源丰裕程度不再是区域经济发

展潜力的核心要素，技术优势与交通优势成为地

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特征。

生产技术持续进步，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

交通运输条件极大改善，许多非资源型地区因为

其独特的技术或区位优势，迅速发展为区域经济

发展中心。以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如美国硅谷），以区位优势为核心、以产业为特

色的城市（如美国底特律）快速壮大；资源依赖型

地区也开始寻求技术与创新的突破，力求早日摆

脱资源型发展的路径依赖，走上以技术和知识为

基础的创新型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

在地理空间上加速分离，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

异，除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因素外，技术进步与

创新、交通运输条件革新，以及因此而引致的资

金和要素流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

的主导因素。

3.信息资源优化区域格局

信息技术加速发展与信息应用持续深化，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信息化为区

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和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息化的推进使各区域之间因

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引起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

象有所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之间的

发展差距。由于信息、技术和知识具有明显的外

溢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互动发展过

程中，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持续深入有助于后发

地区直接获得并利用更广泛的外部性，加速分享

由各种信息、技术与知识带来的收益，从而促进

不同地域之间的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胡鞍钢等，2001）。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持续推动

下，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非资源型地区以

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新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信息与信息化助推经济发展的动力日益强劲，信

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信息优势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在现代开放经

济体系中，信息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资源与驱动

力（斯蒂格利茨，2009）。伴随现代交通体系的逐

渐完善与智能化发展，新的交通区位优势不断被

创造出来，资源优势的重要性却在加速衰减。信

息化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加速推进，信息交流与利用日趋便捷和智

能，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跨地区高效协作。生产

要素在信息流的引领下加速流动，信息流引领资

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知识流不断在各地区进行

着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

发展空间的错位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空间能够最

大限度地脱离资源型地区。

尽管信息化深化了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交往，强化了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促进了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错位发

展，带动了后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却没有做到

均衡发展。由于不同地区信息化进度存在差异，

使得区域信息化差异、区域信息可获得性差异呈

现扩大趋势，以至于信息差距不断扩大，信息资

源与信息利用能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区域

经济合作、引致区域协同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区

域发展差异逐步扩大。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特征

在信息社会，传统的地域概念将逐渐被淡

化，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由地理空间向信

信息社会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43



区域经济评论 2017年第6期
息空间迁移，信息流通与获取的快速性和便捷性

使一部分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得以延伸，从而

实现了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信息社会区域协

调发展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活动空间无限延展

信息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空间由地理空间拓

展到虚拟的数字空间、信息空间，地理空间虚拟

化趋势不断增强，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的空间障

碍不断缩小，地理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日

益弱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经济模式快速发展，

优化了人们在线上生活的真实体验，强化了人们

对信息和信息空间的依赖，拓展了信息空间对人

类生活的影响。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项

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现代交通体系逐步完善，

使得地理空间逐渐缩小。如今，信息空间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城市空间，生产与消费、劳动

与资本、管理与信息之间的联系不断变化。信息

空间已成为与领土、领海、领空等并列的国家主

权疆域，成为人们生活、交往过程中一个可以无

限扩展的新空间。

2.工业区位转向信息区位

随着信息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

要组成部分，产业区位（或企业区位）的“运输成

本指向”和“劳动力指向”逐步转向“信息指向”，

资本与信息流动的空间壁垒逐一被突破，信息活

动区位及其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日益显著，区

位选择由工业区位转向信息区位。信息与数据

快速转变为生产力，成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

推动器，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生产率

的高效迸发。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

经济中，信息流通成本急速下降，在促进社会迈

向智能生产与精致消费的同时，降低了市场交易

费用，区位选择也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意义上

讲，地理空间区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运输便捷、

交通便利、接近消费或原料市场、具有廉价劳动

力等方面，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达

到成本最低。然而，随着信息经济与社会经济发

展日渐融为一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在信

息空间寻求更有价值的区位，对优良地理空间区

位的需求显著降低①。在现代交通体系构建之

前，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成熟之前，地理空间区

位是狭小的、有限的，严重依赖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将地理空间区位拓

展到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在马车所到之处、轮船

所到之处、火车所到之处、汽车所到之处，后来进

一步体现为飞机所到之处、飞船所到之处。信息

通信技术的发展则最大限度地将地理空间的范

围扩大，凡是电磁波所到之处都已成为人类的活

动空间。

与地理空间区位的有限性不同，信息空间区

位是一种可以无限扩张的区位。地理空间区位

明显受限于人口、交通、空间距离等因素，而信息

空间区位则是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虚拟数

字区位。在信息聚合效应和信息扩散效应的影

响下，结合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信息空间区位

可以快速复制或强化。

3.区域比较优势向信息优势转变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区域比较优势

显著地表现为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自然资源

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企业生产活动主要靠近原

材料所在地或消费者集聚地。随着信息经济的

深入发展，信息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

要部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

比重逐渐提升，信息获取与利用的差距成为区域

差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信息技术发展促使信息资源（杨延廷等，

1998）逐步取代物质资源投入，成为经济发展的

核心要素之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海量

信息的快速积累，促使信息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

过程中被大量使用，从而促进资源利用模式的颠

覆性变革。依靠大量物质资源投入的企业，在信

息资源深入应用的过程中增长乏力，以信息资源

利用作为核心能力的企业却分享了越来越多的

经济利益。在信息时代，信息优势将成为竞争优

势的必要因素（胡鞍钢，2002），区域经济发展的

比较优势由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加速向信息资源

优势转变。

4.区域融合与区域极化并存

在信息社会，经济活动的行政边界一再被突

破，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向纵深发展，区域之间

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区域经济合作持续向协

调发展的方向演进，与此同时，区域差距呈现多

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区域开放的层次与领域逐渐扩展，区域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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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不断强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区

域合作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正是

因为区域合作与分工的渐次深入，区域之间的相

互依赖不断增强，在合作关系上由垂直分工走向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合作内容上由最初的经济

合作与竞争走向全面合作与共同发展，区域之间

通过优势互补与互动融合发展推动不同区域的

制度趋于一体化，从而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

平。另一方面，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不仅在个

别地区呈现显著的区域极化现象，而且区域差距

的层次也趋向多元化。尽管不同区域之间的经

济合作不断深化，且显著带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

展，但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存在

较大差异，从而使得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

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5.经济贫困与信息贫困双重叠加

理论与实证研究（课题组，2001；徐升华等，

2004；蔡跃洲等，2015）表明，信息化对国民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

增长和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信

息化发展水平低已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瓶颈。经济贫困和信息贫困（Chatman，
1996）叠加形成的“双重贫困”使欠发达地区面临

日益窘迫的发展现状。欠发达地区由于信息基

础设施投入不足，无法享受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带

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甚至持续扩大的数字鸿

沟（Baller，et al.，2016）使得这些地区更加落后。

弥合经济发展差距和数字鸿沟（NTIA，1995）是这

些地区所肩负的双重发展使命，借助信息化的引

领作用和互联网的驱动作用，促进欠发达地区跨

越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显得尤

为迫切。而除经济贫困、数字鸿沟（胡鞍钢等，

2002；任贵生等，2006）外，信息贫困（皮帕·诺里

斯等，2001；王桂敏，2006）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新挑战，严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

五、促进信息化背景下区域

协调发展的思考

由于信息社会的虚拟化特征显著，使得信息

社会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顺应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的引领作用，以信

息化促进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借助信息化

推动区域协作与区域融合发展，是中国实现经济

转型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

1.统筹兼顾信息化对政策制定与区域发展的

影响

第一，从区域发展理念上突破传统的地域概

念，构建适合各区域协作发展、优势互补的区域

合作新机制。政策制定者应站在更高的基点上

认识区域合作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将互利共

赢作为区域合作的出发点，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

优势，促进不同地域之间的互动、协调发展。第

二，高度重视信息空间对经济活动空间的影响，

突破地理空间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思维，以经济活

动在信息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融合发展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空间思

维。信息空间思维是一种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

经济发展思维，以信息活动带动不同地区之间的

经济活动互动，能够极大地促进不同地理空间的

合作，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从而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把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摆在

重要的战略地位，制定切合实际的开发和利用信

息资源的战略与措施，将信息思维贯穿于政策制

定的始终。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应用

的推广与普及不仅改变了全球资源利用与价值

创造的传统模式，更深刻地改变着企业的生产组

织方式，调整着世界经济格局。随着信息经济的

兴起与繁荣发展，工业经济时代的发展思维已跟

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信息经济思维显得尤为迫

切，特别是美国以“信息高速公路”战略重夺世界

领先地位以来，信息思维、信息战略更是一度成

为世界各国争夺发展先机的制高点。信息资源

不同于物质资源，有着千变万化的作用方式，信

息空间正加速取代地理空间成为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的主要场所，信息思维对于未来国家发展与

竞争的重要性已显著超过工业思维。

2.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第一，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动信息经济发

展壮大。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通过加快

信息化发展进程，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第二，坚持将信息化贯穿于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

信息社会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45



区域经济评论 2017年第6期
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进一步明确建设网络

强国的发展目标。努力构建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的区域合作体系，加强政企联动和产城融合，深

化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推动信息化与工业

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对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促进区域协作的引领作用。第三，构建良好

的信息环境，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提供发展环

境，畅通区域内信息传递与获取渠道，推进信息

生产、利用与整合能力的现代化。良好的信息环

境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紧抓信息化发展

机遇的核心要素，有助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搭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列车，从而在深入推进

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深化的同时，提升信息资源

获取与利用能力，推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3.以信息化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积极引导信息活动有效地服务于区域

经济活动，化解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展方

式与资源冲突的矛盾。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

及海量信息的快速积累，促使信息资源在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被大量使用，从而促进资源利用模

式的颠覆性变化。信息技术深刻影响世界资源

利用模式的转变，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率

提升。第二，合理布局信息活动区位和经济活动

空间区位，提升驾驭信息社会市场经济的能力。

信息通信技术急速发展，信息获取与传递的时效

性、便捷性、全面性得到快速提升，促使地理空间

虚拟化趋势不断增强，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的空

间障碍不断缩小，地理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

束日益弱化。第三，积极发挥信息经济在社会生

产实践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信息技术的广泛使

用，促进信息流通和知识共享，促使资源与要素

在更大范围内有序、高效流动，信息化对社会经

济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信息经济发展的内在

动力在于高度重视信息的开发和利用，以信息的

综合利用为主线，加强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

充分利用信息进行经济决策，促进经济发展的长

效机制建设。

4.积极探索信息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理

论创新

第一，深入研究信息与信息技术促进要素流

动的作用机制，探求信息社会背景下的要素流动

新机制。正视信息及信息技术所引起要素流动

的机制变革，积极谋划利用信息流动促进资源、

要素、商品与服务在各地区之间优化资源配置。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文

化等合作不断深化。得益于电子通信技术、计算

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各领

域的快速渗透和普及应用，信息可以瞬间抵达世

界各地（除部分国家或地区出于国家安全角度采

取的限制措施）。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本、

技术、知识、管理和劳动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

了各种要素资源在世界各地的优化配置，使传统

的行业发展方式和企业管理方式发生变革性变

化，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信息流引领

资本流、人才流、技术流在各地流动，传统的行政

边界对这些要素流动的约束减弱，区域间的要素

流动机制发生显著变化，急需从理论上对要素流

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第二，细致梳理信息社会

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把握信息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以工业主导的产

业体系加速向以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

变，信息化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信息交

流、社会交往、资金融通、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

整等社会经济活动无不渗透着信息、信息技术、

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的身影。信息化促进资源、

要素、商品与服务在各地区、各国间流动配置，推

动社会发展模式由技术驱动向技术驱动与信息

应用驱动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变，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第三，积极探索

区域协调新理论，构建用于指导信息社会背景下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信息空间作为生产、

生活的新空间，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的

延伸与扩展，正成为与地理空间同等重要的社会

交往与经济活动新空间，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从

地理空间转移至信息空间。如何在信息社会背

景下加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急需结合信息社会

的时代背景，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理论。

注释
①这里主要指的是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

为人类生活提供直接服务的企业，会更加趋向于选择更优良的

地理空间区位，因为这些企业的服务无法直接转到信息空间，只

能在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更好资讯服务的同时，选择优良的

地理空间区位，以更好地接近消费市场，从而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这也是如今社区经济、O2O（Online To Offline）快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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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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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Thinking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Society

Hu Wei Chen Xiaodong Jin Bei
Abstract：China is accelerating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Information Society，and is about to enter
into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ridging the gap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s
the dual mission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king use of informatization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spatial evolution，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attern，demonstrat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making，in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conomic practice，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trategic thinking for deepen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he face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and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China should address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nd timely adjus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Information Society；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Regional Economy；Inform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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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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