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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从产业布局的规划需求出发，将产业布局分为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

层级，系统归纳各个层级上产业布局的主导因素与原理模式，搭建产业布局学的体系。
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

和国家战略，形成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 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是在区域发展定位的基础

上，探讨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与区域竞争四类因素作用下，产业布局的要素指

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与政策指向等模式。新时代区域产业布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

与信息网络构成的第三自然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 城市层级的产业布局则是

以创造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为本质任务，研究聚集经济与功能分区、聚集不经济与

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最后对产业布局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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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

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努力从产业布局的视角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并将产业布局

推到国民经济各项工作的最前沿。
产业布局研究产业在空间的分布规律。作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根基，产业布局关系到国家经

济、社会、环境与安全大局。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利于促进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节约，提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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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 陈栋生，1988; 刘再兴等，1984) ; 有利于促进人才流动、技术示范与技术竞争，促进创新与

创业( Glaeser 等，2010) ; 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国际与国内双重“雁阵模式”，调整产业与

空间结构( 蔡昉等，2009，2013; Kojima，2000; Vernon，1966) ; 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

正; 有利于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与开发潜力，调整产业布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樊杰，2015) 。此外，合理的产业布局还在协调区际关系和外部性、探索改革转型、保障国家国

防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了大量实践。
从“沿海内地”到“三线建设”、从“两个大局”到“四大板块”、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发开放”、从
“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到“战略性区域规划”……产业布局，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以来的产业布

局，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然而，与产业布局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及

广阔的实践需求相比，学术界对产业布局缺少系统的理论总结，产业布局学还缺少完善的学科体

系; 针对产业重复布局、大城市病、鬼城空城等严峻问题，还缺少切实可行的破解之路。相反，囿于

产业布局“计划”色彩的偏见，学术界对其研究有减弱的趋势。①

本文从产业布局的规划需求出发，将产业布局分为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级，系统归纳产业

布局的主导因素与主要模式( 见下图) 。从空间范围看，国家层级对应国家的行政区范围; 区域层

级对应区域规划的范围，包括省域、市域、县域三种行政区单元及其不同的组合; 城市层级是城市

( 城乡) 规划的范围，与城市经济区相对应，主要包括建成区，也包括与建成区具有紧密联系的乡村

空间。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

家战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是在区域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研究第一自

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和区域政策作用下，产业布局的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和政策指向

等模式。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与聚集经济，重视人力资本与信息网

络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区域政策优势，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

业空间布局。城市层级的产业布局则从创造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出发，研究聚集经济与功能分

区、聚集不经济与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

行了拓展: 一是系统总结产业布局的原理与范式，搭建产业布局学的理论体系; 二是从产业布局的实

践需求出发，归纳影响产业布局的主导要素和主要模式，为各层级的布局实践提供参考。
产业布局与规划过程中必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把握市场思维，遵循市场规律，又

图 空间层级与产业布局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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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底线思维和社会公平思维，解决市场失灵。本文在对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级布局原理和模

式的论述中，基本上都是按照先分析市场作用，然后针对市场存在的问题，再讨论政府作用的逻辑顺

序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空间层级上影响产业布局的各个因素存在交叉且相互作用，但文章

的重点不是在各个空间层级上将各个影响因素面面俱到，而是分析在各个空间层级上影响产业布局的

主导因素，形成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另外，由于自然条件仍然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农业布局

的主导因素，本文并未对农业的布局进行探讨，本文讨论的产业范畴仅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文章接下来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从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四个方面归纳国

家层级上产业布局的原理; 第三部分基于区域发展定位，从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和区域竞争

( 区域政策) 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层级上产业布局的四类模式; 第四部分则分析了城市层级上聚集经

济与功能分区、聚集不经济与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 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国家层级与产业布局原理

从空间范围看，国家层级对应国家的行政区范围。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经济、
社会、环境等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

框架。该总体框架决定着整个国家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产业的技术层次、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

之间的统筹关系。
( 一) 自然条件与产业布局

自然条件通过纬度地带性与非纬度地带性，影响人口的分布、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效率，从

而在宏观空间尺度上划定了产业分布的基本格局。从全球看，世界上大部分产业集中分布在北半

球中低纬度沿海平原地带; 从中国看，胡焕庸线东南半壁 36%的土地供养了 96%的人口，西北半壁

64%的土地供养了 4%的人口( 陈明星等，2016) 。这种格局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
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产业活动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布局会造成巨大的资

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此，产业布局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设置生存线、生态线和保障线作为国土开

发的前提与基础。2011 年以来，我国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

力，划定四类主体功能区，构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樊杰，2007，2015) 。
( 二) 技术水平与产业布局

从原子经济到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经历了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等三次科技革命，技

术进步改变了交通、通信等条件，压缩了时空距离，扩大了商品交易和人们交流的范围，成为长时

间尺度上影响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所处的技术层次，决定了该国产业布局的空间形

态。( 1) 运河时代。水路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人口和产业在运河沿线的布局形成了产业与城镇

布局的运河轴线。( 2) 铁路和高铁时代。快速的交通扩大了经济要素聚散的空间范围。与此同

时，铁路与高铁网络建设的非均衡性，导致各个区域的“相对区位”发生改变，对时间、信息、技术、
面对面交流等要求较高的产业进一步向核心区域和网点城市聚集，而对物质成本要求更高、对时

间成本要求较低的产业则向边缘城市和外围区域布局，从而产生不同产业在不同网络节点布局的

宏观格局( 姜博等，2016) 。( 3) 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出现了一种新的

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一方面，流动空间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成为控

制地方产业布局的重要力量( 陈修颖，2009) ，产业在全球尺度上按照在产业链条中承担的功能进行布

局( Duranton 和 Puga，2005) ; 另一方面，产业布局也是地方化的。对隐性知识的需求、对特定文化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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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推动了创新中心、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心和高层管理中心向中心城市聚集( 迪肯，2007) 。
( 三) 发展阶段与产业布局

从全球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发展和承接的产业技术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产业陆续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从日本转移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转移到中国大

陆，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布局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为了实现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需要发展与本身要素禀赋

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也就是说，产业发展要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配。
从一个国家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因此产业布局的重点和方向也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布局以效率为先，将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优先安排在对解决全

局发展的关键资源、关键产业和关键因素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区域;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产

业布局以公平为先。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区域的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 ( 陈栋生，

2013; 胡安俊、孙久文，2014) 。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转变“平衡发展

论”、促进沿海开发，1999 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依据。
从空间结构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呈现从增长极、“点—轴”模式到网络布局的

演变过程( 魏后凯，2016)。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产业布局的空间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级城市

群( 都市圈) 成为发挥规模优势、提高区域魅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的空间组织形式( 日本国土交通省，2014)。
( 四) 国家战略与产业布局

不同时期，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全局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直接影响

着产业布局的宏观架构。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看，( 1) 为了拓展疆域并改善西部落后的状

况，美国实施了西进运动( 1848—1900 年) ( 何顺果，1984)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面对不断扩大的区

域差距，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部区域开发法，引导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 2) 针对区域差距不断扩

大的现象，1937 年英国成立了巴罗委员会，引导产业从过密地区向落后区域发展( 霍尔、图德 －琼斯，

2014) 。( 3) 围绕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依次实施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战

略，重塑产业布局。21 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时代和东亚经济的崛起、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问题，提

出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经济战略型城市，吸引产业向世界级都市圈布局( 胡安俊、肖龙，2017)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产业布局的作用更加突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基于沿海内地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工业布局逐步平衡、
利于备战”的原则，通过“156 项”项目、三线建设等，大大改善了内地工业落后的局面 ( 陆大道，

2003)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恢复经济，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极大地带

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在此影响下，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
“中部崛起”等战略，通过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方面将拓展中国产业发展和

布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也将改善和提高中国边陲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开放度，改善中国边

疆产业相对薄弱的局面( 卢峰等，2015) 。

三、区域层级与产业布局范式

从空间范围看，区域层级是区域规划相对应的范围，包括省域、市域和县域三种行政区单元及

其不同的组合。该层级的产业布局以区域的发展定位为指导，依次探讨了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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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区域竞争四类要素与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政策指向四类布局模式之间的理论

关系，形成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范式。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与

聚集经济，更加重视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提高产业布局效益;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区域政策优势，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 一) 发展定位与产业选择

区域的发展定位是区域未来发展的总方向，不仅决定着产业发展的主要类型与经济效益，而

且也是缓解产业趋同和产能过剩、化解区域冲突的重要途径。因此，发展定位分析是区域产业布

局之前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1. 区域的发展定位

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首先要分析区域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量子通信、
石墨烯、癌症基因与导线药物、转基因技术、新能源、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国际

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等，都为区域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产

品的需求将快速升级，这将为区域发展带来创造性破坏的挑战。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还要分析

区域内部的优势与劣势。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基础、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
才科技与历史文化等条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区域比较，研判自身的劣势，明确自身的优势。在综

合分析机遇和挑战、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优势 － 机遇”，努力避开“劣势 － 挑战”，确定

区域的发展定位，为区域产业选择与产业布局指明方向。
2. 产业选择与产业布局

确定区域发展定位，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方向性信息，便于企业发展与布局; 另一方面为政府招

商引资与选资提供参考。政府在招商引资或选资中，综合考虑反映产业关联度的“罗斯托基准”和

“赫希曼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构成的“筱原基准”、区域要素供给组成的“持续发

展基准”、区域社会文化组成的“地方化基准”等准则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选择支柱产业、
主导产业与潜在产业( 关爱萍、王瑜，2002; 吕明元，2005) ，并在区域资源、产业基础、交通设施等基

础上，明确产业布局的主要区位。
( 二) 第一自然与要素指向的布局模式

第一自然是区域的先天条件与自然禀赋。基于区域的第一自然，各个产业根据自身的特征，

形成原料指向、能源指向等多种产业布局模式，从而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区域按照比较优势

进行分工的格局。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企业生产成本较低，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强，创造的社会剩余多，

积累量大，经济增长快，并且能在资源禀赋动态化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变迁( 林毅夫等，1999) 。只

要市场条件允许，按照比较优势安排产业布局能够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增长潜力，促使各区域的增

长率收敛。当然，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 杨小凯、张永生，2001) ，尤其对于资源型区域，比

较优势导向下的资源开发模式从要素转移和制度弱化两大方面，形成不利于长期增长的机制，容

易带来“资源诅咒”( 徐康宁、王剑，2006 ) 。为此，有效发挥比较优势、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在

于: 一要选择合适技术的产业，过于超前的技术，使得企业无法实现自生能力，不利于资本积累与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林毅夫，2002) ; 二要深入挖掘区域特有的优势，延长产业链条，形成特色品

牌经济; 三要加强科研投入与职工培训，提升学习能力与技术水平，为比较优势动态化提供战略支

撑; 四要加强资源保护与制度管理，核算资源开发总成本，形成内逼机制，并引导资源区域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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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产业的布局，降低区域发展的波动性。
( 三) 第二自然与市场指向的布局模式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单位产值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不断降低，市场规模、产业关

联、交通区位等在产业布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自然( 市场变化引发要素聚集及区位变

化) 成为影响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①

从第二自然的视角对产业布局进行的最系统的研究当属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自诞生以

来，经历了三次革命、形成了三代模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见表 1) 。
第一代模型以 Krugman( 1991) 的核心外围模型为代表，在 Dixit-Stiglitz 框架下，研究两区域、两

部门、均质空间中，产业由均匀分布到核心边缘分布的机理与过程。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

应之间形成的循环因果关系放大了聚集力，市场拥挤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度的下降而下降，减少了

分散力。当贸易自由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在偶然要素或预期因素等外部冲击下，聚集力超过分散

力，从而促使产业由均匀分布突变为核心边缘分布。
第二代模型从多区域、多部门、异质性三个方面对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了大量拓展，得到了与

核心边缘模型类似的结论。其中，企业异质从国际贸易领域引入新经济地理领域后，极大地推动

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新新经济地理学派。企业异质一方面通过空间排序效应，形成不

同生产率的企业在不同规模区域分散布局的力量( Ottaviano，2011) ; 另一方面，通过企业选择效应，

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比例。国际市场在降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同时，也降低了拥挤效

应。当后者降幅大于前者时，企业异质成为促进产业聚集的力量。与此同时，企业选择效应也提

高了平均的企业生产率，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聚集( 孙楚仁、陈瑾，2017; Von Ehrlich 和

Seidel，2013) 。此外，企业异质框架下，产业布局还与交易成本的大小有关。当交易成本下降到一

定程度时，即使低生产率的企业也会选择进入大市场，形成聚集布局形态( Okubo 等，2010) 。
第三代模型针对新经济地理模型没有考虑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效应的缺陷，将不变替代弹性

( CES) 效用函数改为可变替代弹性( VES) 函数，从而研究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 Behrens 和 Murata，

2005; Zhelobodko 等，2012) 。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产业布局及优化调整中要利用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及其

循环因果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引导相关产业向相关区位聚集，实现聚集收益。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调整产业空间时，也要注意把握技巧。一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要重视历

史因素和偶然因素的作用，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 二是地方政府要认识到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

点，在产业空间调整过程中，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积极发挥预期的作用，从而有效实现空间优化。
( 四) 第三自然与枢纽网络的布局模式

进入 21 世纪后，人力资本成为决定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首先，人力资本不仅是生产过程必

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而且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

本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大值、推迟边际收益下降的临界点、减缓

物资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速度等作用，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其次，人力资本是技术进

步的重要源泉，是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是构成技术进步的引擎 ( 李建民，

1999) 。因此，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角逐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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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素的空间外部性和市场的空间外部性都是影响产业布局的原因，但是市场的变化是要素流动及其产生外部性的基础，

这是第二自然强调市场指向的原因。



表 1 新经济地理模型体系

类型 代表性模型

第一代

核心边缘

自由资本

自由企业家

资本创造

全局溢出

局部溢出

垂直联系

知识创新与扩散

Krugman，1991
Martin 和 Rogers，1995
Forslid 和 Ottaviano，2003
Baldwin，1999
Martin 和 Ottaviano，1999
Baldwin 等，2001
Fujita 等，1999
Fujita，2007

第二代

多区域

多产业

异质性

离散空间
Behrens 等，2007; Krugman 和 Elizondo，1996; Monfort 和 Nicolini，
2000; Puga，1999

连续空间 Fujita 等，1999; Krugman，1993

要素密集度 Amiti，2005

替代弹性 Fujita 等，1999

交通成本 Amiti，1998; Tabuchi 和 Thisse，2006

竞争程度 Alsleben，2005; Combes 和 Duranton，2006

空间异质 Amiti，2005; Forslid 和 Wooton，2003; Ricci，1999

运输异质 Behrens 等，2007; Krugman 和 Elizondo，1996

劳动异质 Mori 和 Turrini，2005

偏好异质 Tabuchi 和 Thisse，2002

企业异质
Melitz，2003; Okubo 等，2010; Ottaviano，2011; Von Ehrlich 和 Seidel，
2013

第三代 CARA 模型 Behrens 和 Murata，2005; Zhelobodko 等，2012

资料来源: 根据代表性文献整理得出。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普及，流动空间的触角几乎遍及所有区域; 随着高铁线路网的逐步建

成，将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此推动下，企业不再围绕一个中

心城市开展贸易，而是借助信息和交通网络开拓广域市场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决定产业布局的

不是第二自然强调的本地市场规模，而是枢纽和网络所达到的广域空间。
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使得区域的人力资本与信息设施( 含教

育研发机构) 构成了区域的第三自然( 刘清春、王铮，2009; 王铮等，2014) 。在第三自然中，产业布

局的空间组织形式从中心腹地的封闭的“塔尖式”模式演变为“枢纽—网络”的开放模式。产业的

辐射范围不再是自身周边或腹地的城乡节点，而是覆盖全区域的所有其他枢纽和节点，同时也接

收其他枢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承载枢纽的城市具有地区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主要是通过人力资

本和知识溢出来实现的。新时代，结合人力资本和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通过积极建设“知识枢纽”，为高等级服务业的布局提供条件。
( 五) 区域竞争与政策指向的布局模式

在任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直接决定了企业面对的激励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布

局。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投资、税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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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环保等方面实施大量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区域之间相互竞价的锦标赛模式( 周

业安、宋紫峰，2009) 。区域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固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是导

致“产业潮涌”、重复布局和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林毅夫等，2010) 。
区域竞争也意味着产业的发展与布局呈现政治周期的特征。为了尽快取得政治成绩，新一任

领导任职之后会在短时间内选择、设计和打造区别于前任领导和邻域地区的新产业，从而获得继

续晋升的资本。考虑到政府官员的任期情况，政府选择的典型产业必须在短期内见到效果，而且

政府官员的晋升愿望越强烈，要求产业显现效果的时间就越短( 冯猛，2014) 。这是导致产业布局

混乱，并出现政治周期的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并赋予一定的

财权，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布局，协同打造区域产业品牌，提高协同区域的整体对外竞争力; 另

一方面更需要动态匹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改变考核问责方式，从而从体制上解决区

域恶性竞争、产业布局混乱等问题。

四、城市层级与产业布局转向

城市层级是城市( 城乡) 规划的范围，与城市经济区相对应，主要包括建成区，也包括与建成区

存在密切联系的乡村空间。城市层级上产业布局的本质任务是合理、有效、公正地创造有序的城

市生产生活空间环境( 吴志强、李德华，2010) ，而功能分区是实现空间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

功能分区进行产业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聚集收益，但并非越专越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功能

分区的布局模式容易带来城市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过度蔓延等问题。为此，出现了多种功

能疏解模式。同时，由于功能分区模式重视经济效益、轻视社会制度，重视生产、轻视生活，重视企

业、轻视人，不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化主义出现后，出现了制度、
文化、社会等多维转向以及产城融合等的要求。

( 一) 聚集经济与功能分区

经济活动的一个客观规律是规模效应，工业与服务业等都需要一定的集聚规模，才能获得聚

集经济。同时，产业布局也需要降低不同产业之间的负外部性干扰，并满足社会、阶层、文化等的

诉求，于是在城市内部形成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功能分区。
1. 从 SML 到 SSA 的产业聚集机制

聚集经济本质上来自地理成本、时间成本与知识扩散成本的节约。马歇尔将聚集经济分解为

产业关联、劳 动 力 匹 配、知 识 溢 出 三 大 机 制; Duranton 和 Puga ( 2004 ) 从 共 享 ( Sharing ) 、匹 配

( Matching) 和学习 ( Learning) 角度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 SML 框架。Behrens 等 ( 2014 ) 结合

Dixit-Stiglitz( 1977) 和 Henderson( 1974) 两大框架，从空间排序( Sorting) 、选择效应( Selection) 和聚

集经济( Agglomeration) 三个方面解释了高才能个体与高效率企业在大城市显著聚集的现象，形成

SSA 框架。空间排序、选择效应和聚集经济三者相互影响，形成互补关系。
在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下，SML 框架仍然需要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中、在乡村振兴引致的乡村

整合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聚集增加规模，进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规律，理应受到更高的重视。
SSA 框架则阐述了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城市的聚集差异，是指导不同规模城市开展产业布局的基础。

2. 功能分区与分异格局

为了获得同类个体或产业带来的聚集经济，并减小不相关个体或产业的负外部性，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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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模式。根据各地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差异，形成了产业分布的“杜能环”规

律。东京都区部集聚着注重各种信息交换的核心管理职能，从京滨地带到东京都多摩、神奈川县

的广阔区域分布着 R＆D 以及相应的中试生产功能，外侧则分布着量产部门( 藤井，2015) 。为了发

挥工业的聚集效应并减少工业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中小规模城市内部出现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

区的分异格局。芝加哥学派则基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多元化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同心圆、
扇形与多核心三大功能分区模型。

( 二) 聚集不经济与功能疏解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功能分区的弊端开始显现: 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城市蔓延等

聚集不经济日益突出。为了打破大城市聚集不经济的路径依赖，城市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引导城

市功能疏解。从功能疏解的空间形式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 城市扩张

随着中心城区聚集不经济问题的日益突出，居民具有向郊区迁移的需求; 郊区城镇也具有土

地开发的动力; 再加上上级政府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的要求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中心城区的

功能不断向郊区疏散。不过，城市扩张导致消耗土地过多、依赖小汽车交通、破坏生态环境的城市

蔓延现象。为此，各国政府规范土地利用性质，鼓励高密度紧凑发展，建立邻里单元和综合功能

区，建设隔离绿带，强调精明增长( 张庭伟，1999) 。
2. 多核心城市

从单核心城市向多核心城市演变是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多核心城市融合大中小

城市的优点，能够有效实现大城市的功能疏解( 石忆邵，1999)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边缘城市

( Edge City) 的兴起，近年来北京通州副中心的建设等都是强调多核心城市的发展模式。
3. 新城

新城建设是为了营造新的社区，给人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吸引从中心城区疏散

的人口和产业，拦截从外围流入的农村劳动力。与多核心城市中各个核心之间的关系相比，新城具有

相对独立性，对中心城区的依赖较小。新城建设之前，需要根据中心城市的特点与问题，谋划新城的

规模、数量与区位。在建设初期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断完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商业等设

施，带动人口与产业迁移，形成产业与就业的良性互动，促进新城成为相对独立的社区。
4. 区域协同发展

区域内不同规模的城市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城市固

然提供了高等级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中小城市的功能同样不可忽视。中小城市不仅是中低等级产

业布局的场所，而且为大城市拦截了众多农村劳动力。不同规模城市的协同发展，是疏解大城市

病的重要方式。
从功能疏解的顺序看，出现了以居住疏散化为先导，带动产业疏散化与以产业疏散化为先导、

逐步走上居住疏散化的两种道路。从疏散的效果看，以居住疏散化为起点的道路，服务设施的配

套达到了较为稳定的功能疏解效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决定着城市功能疏解能否实现、是否可

持续( 张强，2016) 。
( 三) 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

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主要从经济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重视工业、轻视服务业，重视

经济效益、轻视社会和制度，重视生产、轻视生活，重视企业、轻视人。自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后现

代化主义出现后，社会结构、制度文化、产城融合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出现了产业布局的多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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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种转向在城市层级尤为显著，城市层级的产业布局，不仅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

发展紧密相连，城市的社会特征与社会结构，例如年龄结构、收入结构、文化结构等，不仅影响居住

用地规模，而且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档次和数量，影响布局产业的类型。因此，城市层级的产

业布局非常需要吸取社会发展方面的成果，提高产业布局的科学依据( 崔功豪，2002) 。( 1) 针对功

能分区导致的功能分割、城市蔓延等问题，城市规划理论从注重功能分区的《雅典宪章》转向注重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马丘比丘宪章》、《华沙宣言》和《北京宪章》，强调城市产业布局要以人为

核心，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 孙施文，2007 ) 。( 2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产业空

间、学习型区域、区域创新系统等新空间不断涌现，产业布局理论充分吸收新经济社会学所发展的

“嵌入性”“地方网络”“关系资产”“非贸易相互依赖”等理论工具，强调产业布局不仅是一个路径

依赖和被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嵌入社会和建构关系的过程，出现了制度、文化、关系、尺度等多

维转向( 安德森等，2009; 李小建，2016) 。( 3) 加入 WTO 以来，在全球化与城镇化的双重推动下，中

国新城新区迅猛扩张( 龙瀛，2017) 。冒进扩张的新城新区普遍存在生活设施、教育、医疗等服务设

施配套不足，城市综合功能发展滞后等问题，形成大量“鬼城”，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新城

新区在未来产业布局中要统筹考虑城市经济增长趋势、产业演变特征、社会结构等因素，合理确定

新城规划范围、居住用地规模、公共设施的建设档次与数量，处理好产业与就业、生产与生活等关

系，走产城融合之路( 邹伟勇等，2014) 。

五、结论与讨论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依然

严峻。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努力从产业布局

的视角谋划新的突破口。合理的产业布局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环境与安全大局。本文从产业

布局的规划需求出发，将产业布局分为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级，系统归纳产业布局的基本原

理、主导要素与主要模式，搭建产业布局学的体系，并为各个层级的布局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国家

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

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 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是在区域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统筹第一自然、第二

自然、第三自然和区域竞争，研究产业布局的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和政策指向等模式; 城

市层级的产业布局则从创造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环境出发，研究聚集经济与功能分区、聚集

不经济与功能疏解、多维转向与产城融合等规律。
新的发展阶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着力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1. 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数据( 如社交数据) 、新方法( 深度学习、网络分析、大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 以及新工具( 如传感器) ，运用区域 CGE 模型、空间计量、大数据分析等模型和方

法，定量回答什么类型产业在什么空间布局、什么发展阶段的产业在什么空间布局、什么类型产业

与什么类型产业协同聚集( Coagglomeration) 等问题，研究产业聚集扩散规律，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提供依据。另外，针对大城市病的突出问题，特别需要研究高端活动与低端活动的共生关系，为疏

解城市功能提供思路。
2. 探讨产业布局在经济发展新动能、区域创新、衰退区域的崛起等关键问题中的作用。金融

危机以来，伴随着国内要素价格飙升、外需萎缩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压力，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任务。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创新与创业，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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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支撑。同时，随着“东北问题”的再现，通过在衰退区域布局科研院所、
产业园区和科技中心，支持发展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等服务业，是促进衰退区域崛起的新途径。

3. 数字化技术作用下的产业布局规律。随着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

展和广泛应用，数字化技术框架基本成型，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来临。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大

量程序性工作被机器替代，人类和机器之间正在变为替代关系( 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2014) 。在

此新时代，产业布局将如何演化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产业海外布局研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早在 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就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相当，进

入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四阶段。同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

的积极响应，从而为企业海外投资布局提供了难得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研究产业在海外布

局的影响因素、布局模式、风险控制、长效机制及对策措施成为当前政府和企业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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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Hierarchy and Industry Layout
HU Anjun (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CASS，100732)

SUN Jiuwen (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00832)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industry layout from three spatial level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n industry layout and to meet the demand from the practice of industry
planning. The industry layout at the country level is fram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atur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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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rogress，stage of development，and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regional industry layout is work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sitioning，the first nature，the second nature，the third nature and the
regional policies. And the four patterns of layout which respectively feature factor orientation，market orientation，

hub network orienta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are established. In the new period，the regional industry layou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third nature consisting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so as to construct the hub network space. The industry layout at the city level is to establish a well-regulated order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refore，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functional division，agglomeration diseconomies
and functional dispersal，the turn to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y are
researched as well. Finally the directions about industry layou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Industry Layout，Spatial Hierarchy，Discipline on Industry Layout
JEL: R12，R58，R38

责任编辑: 汀


兰

( 上接第 104 页)

Alternative Arrangement for the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in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The Risk Matching Model and the Case of Bange Village
LIU Xichuan，ZHONG Miqi (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310018)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sponsor control model in which the sponsors are responsible for exercising the
remaining control rights，there exists another possibility for the arrangement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of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in which the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re implemented by the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isks and rights correspondence ( referred to as the decentralized model) . Under a framework of
the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of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arrangement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of Xincheng Rural Credit Mutual Help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f Bange Villag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itially verifies the logical feasibility of the
decentralized model，that is，the decentralized model can allocate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mong the members
based on equity participation，and decentr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through the member
guarantee mechanisms which should be explicit and specific.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centralized
model is that it reveals more than one option exis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t the end，

the paper reflects on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about coopera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puts forward pertin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divisibility”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Keywords: Cooperative Finance，Credi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Decentralization，Residual Control Rights，

Risk Control，Credit Guarantee
JEL: O12，O16，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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