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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
金 碚

摘 要：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信息化向深度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特别是现

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空间的区域格局。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利

益格局的变化。一些过去合理和有效的规则与政策，可能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

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规则变革过程中，处理好产业吸引和区域价值的关系是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的重要政策抉择。

各地区应正视和深入研究本地区的产业文化特质及其演化态势，确立符合自身特质的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也要

顺应现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引导和实现区域文化的变革与演进。这将是一个累积性过程（专注性优

势与连续性创新）与变革性过程（适应性转型与颠覆性创新）共同作用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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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

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当

前，全世界人类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这一历史阶

段。在《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带一

路”的互通观念》一文中，笔者讨论了经济全球化演

进史的三个时代，并论述了当前所处经济全球化新

时代（即全球化3.0时代）的主要特征。①在这一世界

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将

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把

握这些新情况、新趋势，对于各地区在“十三五”期

间实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和治理目标，实现区域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

进入 21世纪第二个 10年以来，世界工业化和

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这是经济全球化

从 2.0时代进入 3.0时代的显著表现。其中最突出

的变化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融入全球化，经济高

速增长，工业化加速推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国际话语

权显著增强。尽管迄今为止一些国家在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上仍然扭扭捏捏，但中国经济已经

是全球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几乎没有

哪个国家的市场不受中国经济冷暖的影响，这已成

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和

有意愿将中国排斥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因

为，如果将中国排斥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体

系之外，对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好处，甚至，对那些

主观上可能还存有战略抵触意愿的（竞争对手）国

家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不可阻挡

的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大趋势中，中国经济包括各地区

经济发展态势将发生深刻变化。其突出表现之一

是，世界的工业化向欧亚大陆腹地及非洲、南亚、拉

美等地区深度推进，中国顺应并且有力地推动着世

界工业化的这一趋势，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以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加快改善经济全球化

的互联互通条件，使得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各地

区经济的比较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首先表现

为地理空间上的“远”“近”关系，以及交通运输及通

信成本的“高”“低”比较，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中

国经济以往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即沿海—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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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发展关系将深刻变化。各地区同世界各国的

经济往来所受空间距离的约束状况正在越来越呈

现新的格局。也就是说，空间距离上的“远”未必一

定就是经济成本上的“贵”，长距离交易的便利化可

以为远程合作与供求连接创造有利条件。有可能

形成国内及国际经济网络中新的枢纽区、经济带、

增长极和交汇点。甚至在经济腹地区域（内陆地

区）中“买全球、卖全球”，也将越来越具备物质技术

条件和经济可行性。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中，无论居于中国的哪个区位，通过扩大对外开放，

同全国其他地区和全球经济实现互联互通，争取更

多地获益于“一带一路”战略，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

繁荣与发展，都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格局变

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

长足发展将对产业业态和地区环境产生根本性的

重大影响。各地区的发展除了仍然可以基于自然

资源、人力资源等传统优势之外，信息资源和信息

技术运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竞争力源泉。在现

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产业发展的三大基

本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中，信息流动所受空间

约束越来越小，作用日趋增强。现代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的广泛运用将显著增强地区之间的“平坦”

性。交通高速化、产业智能化、城市智慧化、市场网

络化和乡村互联化，将极大地拓展各地区发展的战

略选择空间，更有助于实现人类“想象力的具象

化”。有学者论证，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们把

梦想变为现实的能力”不断增强，“所谓创新力便是

我们化想象的产物为实体的能力”。人类所生产的

各种产品实际上就是实现信息具象化的载体。“创

新力得以让我们灵活的大脑来创想，然后再把创意

具象化，正是创新力使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物

种。”②按此理论视角，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

展将可以使“信息闭塞之地”不再存在，发挥想象力

的思想网络不再受区域阻隔，因而各地区都可能在

跨区、跨域、跨境、跨国间发挥想象力具象化的能

力，实现开放式协同性创新，将区域发展推入创新

驱动的轨道。

总之，当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

信息化向深度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条件日

趋完善，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

改变了经济空间的区域格局。

二、区域经济利益格局的演变

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区域

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市场竞争主体以及国家区域

的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各不同经济体（国家、

地区或企业）之间利益边界截然分明的状况逐渐演

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

我”的利益交织、相互依存格局③。例如，假设地区A
的一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或公民）Aa在地区B投

资了一个企业或项目Ba，就同Ba构成了直接的利

益相关性。实际上，地区 A 与地区 B 以及 Aa 与 Ba
就形成了共同利益关系。如果地区A的经济主体

Aa同地区B的经济主体Ba是同一或相关产业链的

组成部分或相关项目，地区 A 与地区 B 以及 Aa 与

Ba就构成了另一种更深入的共同利益关系。而如

果 Aa 与 Ba 合作或合资，或者 Ba 单独，在地区 C 建

立企业或开发项目 Cab，则地区 A、B、C，以及 Aa、
Ba、Cab之间就构成了多边共同利益关系。类似的

关系还会发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国际利益共同

体以至命运共同体。

当上述共同利益关系越来越普遍化之后，各地

区及各国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疆域就变得犬牙交错、

难解难分。各地区的利益边界从本地区延伸到其

他地区，以至延伸到全国和全球，于是，形成域内利

益、跨域利益和跨国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一个地

区的公民、企业和政府的实际利益不仅取决于本地

经济，也受到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的影

响，例如，任何经济主体如果参与了在其他地区或

其他国家的投资，拥有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公司

股票、债券，或者在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证券市

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活动，或者成为跨域产

业链或跨国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则其他地区或国家

的经济状况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地区或本国的

国民利益；同样，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状况也直接

间接地影响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国民利益，甚至作为

经济主体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其身份认定都将

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何为本国企业，何为外国

企业，或者何为本地企业，何为外地企业，都难以绝

对划分，而取决于属类认定的定义，如，是按企业注

册地，还是按企业股权归属，或者按企业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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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国籍（户籍）来认定。

如果再仔细观察各种产品的复杂“迂回”生产

过程，就可以看到，在生产分工高度细密的全球化

经济网络中，每一件产品的生产都变得极为复杂，

甚至没有人知道有哪些国家和企业参与了生产。

例如，“人类每年要制造几十亿支铅笔，但没有人知

道自己要如何制作它。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将荷

属东印度群岛的菜籽油与硫氯化物和硫化镉结合

起来制成粉色的橡皮擦。有些人将石油转化为光

滑的漆皮所需要的石蜡。还有些人知道制作系纸

袋的细线，以便能将在斯里兰卡开采出的石墨顺利

装船。制作铅笔需要的材料还有很多。即使是制

造铅笔这样简单的物品，也需要一个巨大的网

络”④。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全球价值分工体

系下，传统的国家制造已经转变成‘世界制造’，‘无

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全球产业链作为一种组

织和治理力量，已经牢牢将各国‘虹吸’至‘世界进

程’中”⑤。

在这样的区域利益格局中，以更加开放的方式

参与区际和国际合作与竞争，成为各地区发展的必

由之路。这意味着，过去所定义的区际或国际“可

贸易产品”与“不可贸易产品”分类也越来越失去了

绝对意义，出现了“不可贸易产品”（例如基础设施

建设）的可贸易化现象，形成不可贸易产品的区际

竞争和国际竞争格局。

由于国际和区际利益关系格局的极大变化，

产生一系列新情况、新现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行

为和方式也必然发生极大变化，这就必然导致原有

的竞争规则、贸易规则和政策的不适应，需要以新

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来应对新情况。

三、国际竞争规则和区域政策的变革

人类发展史上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仅仅出现

在工业革命以来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时期，所以，经

济高速增长实质上是工业化现象。而工业化的根

本逻辑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通过不断扩

大市场规模和“大众消费”，实现物质财富的大规模

创造和积累。所以，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国际贸

易的增长相互促进是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这

样，“自由贸易”就必然从国内走向国际，即经济全

球化成为世界工业化的必然现象。从经济理论上

说，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各参与国的比较利益，因循

“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得以发展，即在不损害其他

人（国家、地区）利益的前提下，使得一些人（国家、

地区）获得利益，从而向着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方向

发展。

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纯粹经济理论的推论

往往并不成立。因为，自由贸易绝不可能是完全的

“自由放任”，而总是在一定的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

中运行。而在利益关系上绝对没有偏向，或者绝对

利益“中立”的规则是不存在的。任何贸易规则或

竞争规则（以及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都会对各国

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有利而对另一些利益集团不

利，即使对各利益集团都有利或没有人受损（严格

满足“帕累托改进”的条件），也总是会对一些利益

集团更有利，而使另一些利益集团获益相对较少，

而获益相对少些的利益集团就会有强烈的受损感

或被剥夺感，即使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受损（而间接

受损则是非常难以评估认定的）。因此，国内经济

政策及其国内利益平衡与国际贸易规则及其所涉

及的国家间利益平衡之间处于极为复杂的状态，一

国获益不等于一国内大多数人都获益。于是，当经

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民

族卷入世界工业化洪流，而且，各种要素和商品在

地区间和国家间的大规模高速流动，使得竞争过程

的利益损益和“利益纠缠”现象错综复杂。加之互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一方面，确如持

乐观态度的人所说的，“网络革命正在彻底地改变

着我们”“互联网不仅让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还让

我们之间的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公平”。在互联网无

所不在的现代社会，“人类网络已经变得更具有深

度和广度，而网络本身比所有独裁者都强大”⑥。而

且，互联网将使经济关系进一步“去中心”“去等

级”，分布式平等化现象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也

就是说，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

本质将得到更大彰显。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

贸易和竞争关系，也使得各种利益的平衡愈加困

难，社会风险增大，而且，关于什么是“公平竞争”的

理解也更具认识分歧。一些过去合理和有效的规

则和政策，也可能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

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贸易规则和竞争规

则的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被认为是竞争过程中

的非平等或非“中立”现象或行为将受到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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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越来越严厉的禁止或限制。例如，一些国家正

在设想制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无论

其主观动机是否正当，无论其最终能否被各签约国

批准实行，都已显示了国际贸易规则面临改革的动

向，即实行“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制度”。而所谓

“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制度”，实际上就是更严格限

制或禁止不平等或非“中立”的竞争地位，其中包括

对环境保护与劳工权益标准的强调以及对知识产

权的更强保护等，以体现竞争的公平，并对政府干

预或参与行为（包括国有企业行为）进行限制或规

范，实现竞争规则的中立性原则（竞争对手间的市

场地位平等）。当然，什么才算作“公平”或“中立”，是

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制定和实施这样的新规

则绝非易事。即使制定了新规则，是否能严格执

行，也是一个问号。不过，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和国

际竞争的规则的确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要坚持国际

“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以更为复杂细密和所谓“高

标准”的规则来监管贸易行为和贸易主体，甚至涉

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领域。因此，国际贸易规

则的进一步深化，将涉及越来越“敏感”的国家内政

问题，引起许多争议，不仅是不同国家间的争议，而

且在各国之内（各利益集团及各政治派别之间）也

会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过，尽管具体的意见主

张不尽相同，但国际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深化细

密和调整变革，则是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必然现象。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当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尤其是当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

杂化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你我难分的

利益纠缠中，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难

题。例如，如何避免过度的国家间税收制度竞争?
如何进行国际税制协调？通俗地说，就是面对全球

配置资源的跨国企业和可以在全球“选择和安排身

份”以至安排和选择纳税地点（国家）的全球企业、

“世界人”，各国政府如何征税？其中所涉及的基本

理论问题是：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下，可流动要素对

不可流动要素的相对优势将越来越显著，其中也包

括不可流动的征税主体（政府）对可流动的纳税主

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相对劣势。再如，各国政府

如何共同合作，以应对各种难以由各国单独解决的

世界性问题，就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

规则的改革，以构建更为合理有效的经济全球化秩

序。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和世界趋势，

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首脑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称各国首脑和政府来宾为“同事们”。

实际上，这一国际问题在国内的地区间也明显

地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地区之间

也存在税收以及各种特殊政策（优惠政策）的竞

争。各地都倾向于以尽可能低价格的要素（例如土

地）和政策优惠（减免税费和提供补贴），增强对可

流动性要素（例如外资、央企和民企）的吸引力。在

区域发展政策上，这可以称为“特区时代”或“特殊

政策时代”。而进入全球化新时代，这种区域政策

取向的局限性将越来越突出，区域政策和竞争政策

也将进入规则深化的新时代。这可以称为“自由贸

易区时代”，其基本理论逻辑是：减少特殊政策，增

强政策普惠性和公平性，尤其是要实行以商事便利

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政策，通俗地说，就是无

歧视地一视同仁。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是公平竞

争，避免非“中立”竞争，而不是依赖于特殊政策和

差别化政策来牟取政策性利益。当前，各地区也正

在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区域经济规则和政策安排。

特别是，当经济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进一步深化

时，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度将进一步扩大，区

域经济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全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所

以，国内各区域间的政策安排也必须与之适应，即

所有的贸易规则、竞争规则、税收制度、监管规则等

都要与时俱进地实现区际和国际接轨。这样，经济

活动才能在公平环境中畅行无阻，释放活力和增强

竞争力。很显然，这是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

新情况。要以创新的思维、开放的理念，推进改革，

形成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有效制度和政策安排，保证

区域经济的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

当必须以新的区域政策思维取代原先有效但

现在正逐渐过时的区域政策思维时，人们往往产生

不适应感，甚至是难解的矛盾心理。例如，为形成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国际和区际贸易关系，我

们必须从过去的以特区特政为标志的区域政策取

向，转向以自由贸易区为标志的普惠政策取向，前

者的基本性质是“给特殊政策”，后者的基本性质是

“无歧视政策”。过去，各地方政府的主要作为是竞

相争取设立“经济特区”“高新区”“开发区”和“综合

示范区”等，一言以蔽之，都是以“差别政策”构建区

域优势。而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要实行没有

差别（非特殊、无歧视）政策的原则。不过，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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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的区域发展路径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取向

的区域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往往也需要有“试点”或

“试验”，因此，国家批准了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还

有更多的地方也希望被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

区。其基本的政策逻辑是：既要搞“试验区”，又要

不给特殊政策（自贸区政策必须是可复制、可推广

和普惠性的）。于是，在争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之前以为中央总会给一些特殊优惠政策的地方，当

被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后，就感觉自贸区似乎

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含金量”。那么，没有特殊政策

“含金量”的自贸区建设可以试验什么呢？这一困惑

正反映了区域经济政策取向转变过程所面对的挑

战。应对这一挑战，更需要改革和创新精神。也就

是说，各地区必须探索如何在不依赖特殊优惠政策

的前提下，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发展水平。

四、产业吸引和区域价值的政策抉择

笔者曾在《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一文

中提出过关于在各地区发展中产业竞争力与区域

价值的关系问题⑦。从理论上说，各地区的产业发

展与区域发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

但是在现实发展中，它们又确实不是同一回事。因

为，两者的主体与价值准则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

发展是企业本位，而区域发展则应是居民本位。在

市场经济制度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发展并没有

区域限制，除非其所有者是地方政府并直接为地方

经济服务，绝大多数企业在区域间是可移动的，哪

里更有利就到哪里去，这是企业本位的“理性”。但

对于一个地区，一般来说，只有在本地发展的企业

才有直接的区域价值（创造就业，提供税收），企业

离开了就失去了对本地区的直接价值。所以，产业

发展的逻辑是“有志企业四海为家”“良禽择木而

栖”，而区域发展的逻辑则是“本地价值优先”“能创

造本地区域价值的企业才是值得欢迎的”。因此，

每个地区都会考虑各产业发展对本地区的价值贡

献，而不能仅仅考虑是否对企业竞争力有利。但

是，地区的产业吸引力和支撑力恰恰又必须表现为

要使落户本地的企业能够具有竞争力，即迎合“企

业竞争力优先”的产业发展逻辑，否则企业不会选

择留驻此地，总之，企业可以“用脚投票”。这一问

题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很复杂的区域产业发展关

系及政策抉择。例如，地方给企业提供低价格的土

地和各种政策优惠，是否能获得预期的地方利益？

如果以地方利益的付出换取产业留驻，会不会有利

（或有损）地方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现实利益和长久

利益？如果产业发展依赖于开发地方（矿产）资源，

那么，企业利益与地方利益是否能平衡和协调？一

旦所开发的（矿产）资源枯竭，地方经济的未来发展

和民生改善如何持续？如果再进一步考虑环境保

护及当地居民生活质量，问题就更为复杂。因为，

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生活质量会成为

吸引和支撑优质产业的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区域竞

争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

和生活质量（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

本），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削弱企业留驻的吸引

力？总之，各地区吸引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本地产

业同提升区域价值的关系将更为复杂，这也是各地

区产业发展（例如招商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取

舍抉择。

同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社会敏感问题

是：所谓区域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如果一个地区的

产业吸引力强，生态环境好，公共服务到位，居民生

活质量高，当然就会表现为较强的人才和人力资源

吸引力。而当人口向该地区聚集，就会表现为土地

价格（地租）上升，于是，房地产价格也会上升。那

么，按照这一逻辑推论，高房价是否就成为区域价

值的重要表现之一了？确实，一般来说，发展水平

和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房地产价格也

较高；人口密集度较高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通常高于

人口密集度较低地区。土地价格高，地方政府的涉

地收入就高，政府财力增强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

力就可以提升。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土地高增值，

并非不可理喻的恶意或恶政。从一定意义上说，政

府致力于提升区域价值的一切行为以及地区经济

繁荣的后果，都可能体现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除

非以更大规模的土地供应来“对冲”（向中央要求更

多建设用地指标，加大更多土地供应），但这在现实

中未必能做到，地方政府也未必愿意这样做。

当然，从理论上说，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逻辑：如

果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就会增加地区的产

业成本，不仅租金上涨，而且会推高工资水平，从而

增加企业用人的成本，降低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

所以，房地产的高价格对实体产业具有挤出效应。

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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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挤出效应是广泛性的

还是筛选性的呢？前者是指，房地产高价格损害了

所有产业或大多数产业的竞争力，对它们有显著的

挤出效应，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的整体性衰退，不利

于吸引企业留驻；后者是指，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一

些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使之难以生存而不得

不迁出，但却没有超出另一些企业的承受能力，这

类企业只要能够提高技术和效率水平，就可以留驻

在该地区以求转型升级发展。面对这样的筛选性

挤出效应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可见，地区（通常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是

良性还是恶性，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

幅度和速率。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产生广泛性挤

出效应，显然是不利的，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损害地

区的产业竞争力（吸引力）和区域价值，实际上是挤

压透支了本地产业的长远发展空间。反过来，如果

房地产价格持续性地显著下降，也绝非好事，这表

明区域价值的下降以及产业和人口吸引力减弱。

所以，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价值良性关系的理想表现

是：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才吸引力提高，房地产

价格稳中趋升，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改

善；同时，筛选性挤出效应促使优势产业替代劣势

产业，促进地区产业逐步升级，劳动生产率和产业

附加价值水平不断提升。由于企业不断提高效率

和技术水平，更有能力雇佣高工资的劳动力，推动

当地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很显然，要实现

地区产业发展和区域价值提升这样的优化路径，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水平。明

智和有力的政府，是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条件。

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不仅产

业竞争力的比较是国际性的，区域价值的比较也越

来越具有国际性，尤其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

市，其竞争（竞赛）对手不仅是本国其他地区（城

市），而且是拥有同类（可替代）产业的国外（或境

外）的同类地区（城市）。如前所述，区域价值往往

表现为区域房地产价格水平（这是指持续性的价格

水平，而不是因非理性投机所导致的价格畸形波

动），不同的产业适应于不同的区域房地产价格。

区域房地产价格对于国际化产业的吸引（挤出）效

应和筛选效应，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密切关

系。过高的尤其是上涨过快的房地产价格即使在

短期内反映了较高的区域价值，但也可能因其挤出

效应而损害长期区域价值；反之，过低的甚至是人

为压低的房地产价格（以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

短期内可能具有对国际产能的较强吸引力，但由于

其较弱的筛选效应（饥不择食，来者不拒），很可能

导致“劣者驱逐良者”，损害其长远的区域价值。

五、产业文化凸显为影响区域发展的

更重要内在因素

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价值的关系还体现在另一

方面，即产业发展如何同区域文化相适应。现代经

济发展首先表现为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最具决

定性的因素是地区产业发展。笔者曾在《建设制造

强国需要耐心和意志》一文中指出，现代产业发展

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资源、科技和文化⑧。其

中，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长期发展中所积

淀而成的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习惯倾

向。文化因素对工业化前景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影

响。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各国工业发展的路径

大同小异，表现出“标准型式”的增长路径；但到了

后期，各国工业化表现各异，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

同的国家。其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国家间的文化

差异，即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工业化道路的多样

性。产业发展“三原色”——资源、科技、文化，绘就

了不同工业国家各具特色的缤纷画面。同理也可

以理解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及不同前景。

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国情以及突出特点

和优势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具区域特色，而

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已拥有门类齐全的

生产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规模，不乏发展潜力。中国

各有特色的区域具有产业文化的极大丰富性。当

前，中国面临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任务是全方

位、多层次的。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各地区

的资源条件、发展阶段、文化特性等具有极大的多

样性，有条件发展各种类别的产业聚集区，占领更

多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同时，追踪科学发现和技术

发明前沿，紧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中国也具

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条件。因此，中国有条件可以争

取到本世纪中叶使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都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强国和

现代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总之，区域间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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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和深厚性是大国产业发展的特殊优势

之一。

在整体上，无论从资源条件、技术可得性、市场

需求空间看，还是从实利倾向（发展动机）、储蓄倾

向（资本来源）等方面看，中国都不缺乏发展现代产

业的有利条件，至少并无不可克服的障碍，关键的

问题是：各地区在发展各类产业时是否能同本地区

的产业文化相吻合，或者是否能经过不懈的努力，

形成更有利于某类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文化优势。

依据竞争力经济学理论，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

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取决于某种不可交易、难以

模仿、不易培育的优势因素或特质。而在资源、科

技和文化三个基本因素中，文化因素更具有明显的

不可交易、难以模仿和不易培育特征。每一个国家

或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其全部历史所经历

的过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积淀为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文化特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习俗和行为，

进而决定产业发展的地区特色（优势或劣势）。当

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经历过程，也会以一定的

方式积淀在各（开放型）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因素

中。所以，各地区的现实文化特性中大都包含着本

土文化因素、植入（移民）文化因素和全球化文化因

素三方面的内涵，地区产业文化是这三种文化因素

的混合体或杂交体。尽管各地区在不同程度地融

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文化因素会不断加

强，但是，具有长久历史渊源的本土文化因素和曾

经遭遇的植入（移民）文化因素仍然会如基因一样

长久存在，影响深远。

深入观察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不难发

现其各具特色的产业文化特质，各地区产业发展必

然会受到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

具有采掘业发展史的地区、具有制造业发展史的地

区，以及贸易发达地区、金融（借贷）经济发达地区

等，其形成的优势产业类型往往可能是很不同的，

而不同文化特质之间的转化往往是很艰难的，硬性

的文化模仿难免会“东施效颦”。当然，文化特质也

并非绝对不能改变，“文化变革”是有可能发生的，

尤其是全球化文化因素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影响

力，改变着文化演进的方向。一个地区开放程度越

高，全球化文化因素的影响越强。而且，随着植入

文化因素和全球化文化因素的介入，尤其是在先进

技术和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各地区的本土文化因素

也必然发生演化变迁。因此，当中国进入经济全球

化新时代，工业化深度推进时，各地区应正视和深

入研究本地区的产业文化特质及其演化态势，确立

符合自身特质的产业发展方向，这可以取得顺势而

为的效果。同时，也要顺应现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大趋势，引导和实现区域产业文化的变革与演

进，例如，培育创新文化、守信观念、竞争意识、合作

态度、开放心态和工匠精神等，使之更有利于增强

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当然，如前所述，文化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时

间跨度通常远远长于资源配置和技术结构的调整

过程，往往是以代际变化为特征。因此，当经济全

球化进入新时代，工业化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一方面，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和技术变迁的决定

作用更趋增强，即区域竞争力的可交易性因素在更

大范围内广泛显现；另一方面，产业文化将凸显为

影响区域发展更根本、更深刻的内在因素，即区域

竞争力的非交易性因素在更广深度上发挥实质性

作用。

总之，当世界工业化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各地

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区域利

益关系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

和竞争规则以及区域政策的变革，在此条件下，各

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和提升区域价值的关系上面

临政策抉择。而在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诸因素中，

文化因素将日益凸显，深刻地决定着各地区产业以

至整个区域发展的长远走势。因此，区域经济增长

与发展的未来前景取决于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时

代的新形势、新挑战中，能否在产业文化深度上实

现从资源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这将是一

个累积性过程（专注性优势与连续性创新）与变革

性过程（适应性转型与颠覆性创新）共同作用的区

域经济发展路径，不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更是

一个人类发展的文明演进过程。

注释

①我们可以将自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之前，以第

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或经

济全球化 1.0 时代；20 世纪中叶直到当前称为第二

次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2.0时代。当前，世界

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

3.0时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1.0时代国运衰落，在

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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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 2.0 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

作用。（金碚：《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

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1
期）。②［美］塞萨尔·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

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2
和第 208 页。③金碚：《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

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

2016 年第 1 期。④⑥［美］杰夫·斯蒂贝尔：《断点：

互联网进化启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第 194、197 页 。 ⑤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3. 转自杨继军、范从来：《“中国制

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定”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

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⑦金

碚：《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区域经济评

论》2014年第4期。⑧金碚：《建设制造强国需要耐

心和意志》，《人民日报》2015年9月9日，第7 版。

New Trend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Jin Bei
Abstract：With world economy entering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promoting in
depth, th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becoming maturing gradually, especially the extensiv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economic space.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opening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Some of the pas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rules and policies may become outdated due to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rade and competition
rules is impe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rules change, it is an important policy choi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handle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introduction and regional value. All region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research
intensiv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industrial culture and its evolution trend, and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moder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guide and realize the regional culture change and evolution. This will be a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which the cumulative process（focused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work together.
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Competition Rules；Regional Value；Regional Policies；Industr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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