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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开发区为载体推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就，也是中

国由落后、封闭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开放、繁荣

的工业强国的秘诀与法宝。中国特色开发区模

式的巨大成功，既有内力的因素，如相对低廉

而丰富的要素成本优势、巨大的市场优势等等，

也离不开外力的驱动作用，如国际投资、国际贸

易和国际市场等因素。其中，全球化是中国开发

区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在驱动力。中国开发

区的设立顺应了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潮，

其 30 多年的发展也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

拓展，并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成就了中国“世界

工厂”的地位。开发区作为与城市“若即若离”

的特殊空间，其规划与一般的城市规划具有“和

而不同”的关系，面对全球化的需求，开发区规

划在塑造“全球化空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

支撑和引导作用，并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创新

提供了支撑。

当前，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全球竞合格局的深

刻变化，全球化出现了新的特点，发达国家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和回潮，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引

领全球化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中国对接全

球化的最重要载体，开发区的发展也深受影响，

需要在重新把脉全球化变化态势的基础上进行

发展模式的再创新。因此，系统研究并科学论证

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及

其关联机制，以及规划对全球化驱动下开发区发

展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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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梳理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相关性，厘清全球化作用于中国开发

区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发区规划体系的创新。进而展望在新一

轮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开发区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开发

区的发展与全球化关系密切，反映开发区全球化的外向型经济指标与开发区的总体发

展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中国开发区发展与全球化之间存在三大互动机制与效应；与一

般的城市规划比较，开发区规划在适应全球化的需要、面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诉求上进

行了多方面创新。面对新一轮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开发区模式

和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具有外向输出的客观条件和内在优势，将成为驱动全球新一轮

工业化的新平台。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effort to shed light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zone,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driving force of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ment 
zone, and indica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development zone planning. Therefore, it 
discusses prospects of the role which development zone will play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system 
with the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Study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and globalization has been so close that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indicators, indicating the level of globalization, having high-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verall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 Consequently, three aspects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 and globalization 
have been argued. Furthermore, compared with general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 zone 
planning has been innovated in many aspect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ing with the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model of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and 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development zone planning, which are considered as new platform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output and inherent conditions, are the impetu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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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综述与研究设计

海外研究者习惯将特区与城市开发区统称为“Special 

Economic Zone”，通常把中国开发区（特区）的问题置于全

球化背景下，探讨其与全球化经济发展、区域空间结构、体

制政策的联系，并普遍认为其对区域与城市尺度下的经济增

长 [1-3]、空间格局演变 [4]、政策改革 [5,6] 有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则关注各类开发区的发展、转型以及体制改革，

认为中国开发区是国家逐步开放过程中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

一种产业集聚 [7]，初始目的是吸引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发

展外向型经济 [8,9]。以影响最大、数量较多的“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简称高新区）为例：经开区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

潮的战略选择，其目的是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

济；高新区是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战略选择，其目的

是加速实现中国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10]。

因此全球化是中国各类开发区形成与转型的外动力 [11-14]，开

发区通过增强自身竞争力适应全球化进程以促进自身发展与

转型 [15]，包括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

产业集群以及人才资源 [16]。朱仲羽最早论述了开发区的功能

形态演变与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同步发展关系——经济性特区

功能形态由自由贸易区到出口加工区再到科学工业园区的演

进过程，与经济国际化从贸易领域向生产领域到高新科技领

域推进的路径基本一致 [17]。

一些学者对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因素

与开发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跨国公司 [18]、

FDI[19] 与开发区 GDP 呈现正相关性，目前外向型经济依然

是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的强劲动力 [13]。亦有学者提出开发

区已从单纯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外向窗口转变为内外资并重、

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战略支撑点 [20,21]，应当利用地

方生产与全球网络交互作用 [22,23]，推动开发区深层次、综合、

持续发展。同时，在全球化的新阶段，面向全球化、市场化

的开发区规划肩负着输出“中国模式”的使命 [24]。

总的来说，就开发区与全球化的关系而言，国内外学者

主要将中国开发区的问题置于全球背景下进行研究。研究成

果侧重对开发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转型进行定性分析与经验

总结，以及对开发区总体发展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进行定

性、定量分析，对开发区经济发展、国际化的关系研究仍有

待补充与深化。

本文采取理论与逻辑分析、文献研究、政策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和典型案例解析等方法，对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

展之间的关联性和关联互动机制、开发区规划对全球化的呼

应等进行研究，进而展望新一轮全球化态势下中国开发区发

展与规划的动向和变革趋势。

2  中国开发区发展和全球化互动的分阶段实证研究

正如帕拉格 · 康纳（Parag Khanna）所言，“现在遍布几

十个国家的经济特区也是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对国家治理方

式最重大的创新，这些经济特区不仅是本地发展之锚，也是

融入全球体系的节点”[25]，中国的开发区也是如此。1984 年

国务院批转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是我国设立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重要文件，文件明确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

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合作、

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

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收汇，向

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

学的管理经验。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发展为国际转

口贸易的基地。”①可以看出，设立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

主动对接和承接全球经济的重要举措，其与全球化之间天然

具有密切的联系。从 1980 年代初开发区诞生到现在，“开放、

外向”始终是其基本与核心的政策定位。与此同时，开发区

的使命与时俱进有所拓展，其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和程度、

内涵也随之变化与升级。为了更为清晰、科学地判断两者的

相关性、相关度及其变化，本文选取反映开发区全球化的相

关统计指标和开发区综合发展统计指标，分为国家级开发区

总体情况和典型开发区个体情况两个层级，以及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种类型，建立量化分析评价模

型，进行开发区发展与全球化互动的实证量化研究。

2.1  开发区与全球化相关性的总体分析
国家级开发区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为主，通过对国家经开区和高新区的相关全球化和外向型经

济指标与其总体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与回归分析，确定国家

级开发区的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的相关性。

根据数据可得性与完整性，选用 2002—2016 年国家级

经开区的生产总值（GDP）与实际利用外资额（AUF）、进

出口总额（TMX）、进口总额（IMP）、出口总额（EXP）数

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分别得到相关系数为 0.968、0.940、0.957、
0.910，p=0.000<0.01，皆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将以上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后，证明实际利用外资额

（AUF）对生产总值（GDP）影响显著，两者的回归分析中

线性函数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其回归方程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9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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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11 042.403+142.408×AUF（R2=0.932，F=192.357） 
选用 1995—2015 年国家级高新区的营业收入（OR）、工

业总产值（GIP）与出口创汇（EX）数据进行相关性与回归

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4、0.989，p=0.000<0.01，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两者的回归分析中二次函数模型

拟合效果最好，其回归方程为：

OR=4 422.960+20.028×EX+0.007×EX2（R2=0.996， 
F=2 515.080）

GIP=3 576.944+18.810×EX+0.004×EX2（R2=0.997， 
F=2 711.630）

上述结果说明，国家级经开区的 AUR 每增加 1 亿美元

大致带来每年 142.408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国家级高新区出

口创汇的增长可带来营业收入、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两者

的检验指标 R2 分别为 0.932、0.966，说明模型对样本观察值

的拟合度良好；F 分别为 192.357、2 711.630，表明模型的线

性关系显著成立。可见，无论是国家级经开区还是高新区，

反映其全球化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指标与其生产总值（GDP）

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为了动态分析外向型指标与经开区总体发展的内

在联系，本文以经开区为例，将 2002—2013 年全国所有经

开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数据标准化后

进行聚类分级，完成探测因子的离散化处理。利用地理探测

器测算方法，分别计算各探测因子对国家级经开区总体经济

发展的影响能力 P 值，通过计算发现各因子的 P 值均在 0.6
以上，表明 2002—2013 年全国经开区的实际使用外资、出

口总额、进口总额三项因子对经开区 GDP 表现出较高的决

定力。

2.2  开发区与全球化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外资及其带动的外贸增长对国家级经开区积极参与全球

化进程具有阶段性作用。从指标体系来看（图 1），2002—

2005 年间进口总额比出口总额稍高，且两者呈现增长态

势，经开区外向型经济的逆差逐渐缩小，实际利用外资额与

GDP 缓慢增长，这一阶段更多的是经开区主动融入和与全

球化建立链接的阶段；2005—2009 年间实际利用外资额保

持平稳，但进出口为顺差，同时 GDP 增速有所提高，这一

阶段经开区开始以产品外贸为手段，发挥对全球化的支撑作

用；2009—2014 年间实际利用外资额保持平稳增长，进出

口总额的顺差进一步扩大，同时 GDP 加速增长，说明外资

及外贸双轮驱动了经开区的发展，经开区融入全球化的程度

进一步强化；2014 年以后，伴随 GDP 进一步快速增长的是

进出口和外资的全面下降，这一阶段经开区的发展动力逐步

由外向型驱动转变为内需市场驱动和园区城镇化带来的房地

产驱动。

出口创汇对国家级高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状态同样具

有标识性作用。从相关指标变化来看（图 2），1995—2001
年间出口创汇与营业收入均缓慢增长且增长趋势相近，说明

此时高新区高新技术成果产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处于相互

融入状态；2001—2009 年间出口创汇迅速增长且增长速度

高于营业收入，说明此时高新区高新技术成果的国际化水平

迅速提高，支撑高新区的发展；2009 年至今，出口创汇与

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接近且均保持较大增速，说明此时高新区

出口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互动的状态。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本研究选取国家级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作为个案，根据数据可得性，选用其 1995—2015 年

的生产总值（GDP）与实际利用外资额（AUF）、出口总额

（EXP）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分别得到相关系数为 0.951、
0.873，p=0.000<0.01，皆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将以上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GDP=57.901×AUF+1.885×EXP-51.529（R2=0.927，
F=113.959）

R2 为 0.927 说明模型对样本观察值的拟合度良好；F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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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59 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因此可以说明，杭

州经开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总额的增长可带动生产总

值的增长。

进一步分析杭州经开区实际使用外资、出口总额以及

GDP 三者的增长关系（图 3）。1995—2002 年，杭州经开区

实际使用外资、出口总额等外向型经济指标与 GDP 增长态

势相似，但是外资增速略高于外贸和 GDP，显示开发区处

于外资驱动发展的阶段；2002—2009 年，外向型经济指标中

出口总额迅速增长又大幅回落，但是其平均增速高于实际使

用外资和 GDP 增速，显示开发区处于外贸驱动发展的阶段；

2009 年至今，外向型经济指标与 GDP 波动增长，但是 GDP

增速高于外贸和外资增速，说明开发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具备

内在动力并拉动外向型经济发展。这与前文对国家级经开区

整体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3  中国开发区发展和全球化互动的内在机制分析

全球化为中国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开发区的

发展助推了全球化的发展，并逐步改变和重塑了国际分工、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体系。全球化和中国开发区的发展互为

动力，相互促进，成为形塑当代新的全球化格局特别是全球

工业体系的重要机制。总体来看，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的互

动发展主要通过资本、商品和市场、人才等要素来实现，而

国内外的相关政策和各种规制则通过调节要素流动的门槛等

影响流动成本，进而影响流速、流向、流量等，其基本机制

如图 4 所示。

总体而言，全球化与开发区的互动机制，可以概括为

三个方面的作用和效应，包括政策激励机制、要素纽带机制

以及比较优势形成的集聚机制。在政策方面，中国改革开放

政策发挥重要的“撬杠”作用，打开了中国与全球化隔离的

“闸门”，形成了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对接的“窗口”并逐

步扩展；而世贸组织及其相关规制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提

供了平台和保障。在要素方面，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带动资

本和商品在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市场之间形成了循环并不断强

化，是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互动的重要内容。在集聚机制方

面，则是相关政策和中国本土生产要素综合形成的低成本、

高效率和宽管制优势带动形成的聚流效应。

3.1  相关政策和国际规制的激励机制 ：政策闸门和窗口

效应
1984 年出台设立经开区的文件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细节性政策以应对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包括

直接性政策和间接性政策。直接性政策例如对开发区免征和

减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①、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政策②、缓

解开发区开发建设债务负担的政策③、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的政策④、优化开发区管理体制的政策⑤等等；间接性政

策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政策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税率规定的政策⑦等等。开发区政策逐渐从单一的“原则规

定”变化成多元化全方位的政策体系，涉及多个部门，涵盖

税收、投融资、土地、产业发展和科技等等。除了国家层面

的政策之外，地方政府和开发区本身也出台了不少“特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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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5—2015 杭州经济开发区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 2016 

图 4  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互动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国发 [1984]161 号）

②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国发 [1986] 第 95 号）：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特别优惠的规定，

将其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 10%。

③ 《关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性贷款实行差别利率和贴息的规定》（银发 [1987]4 号）

④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法规的通知》（国发 [1991]12 号）

⑤ 科技部关于印发《关于加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函（国科发火字 [1999]302 号）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令 [1990]55 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2004]28 号）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令 [1993]1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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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政策，增加其市场竞争的政策“筹码”。这些开发区

起步发展期的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外资、外贸”偏好，特别

是影响巨大的“两免三减半”和土地优惠等政策，降低了外

资制造业来华投资的成本，极大促进了中国开发区迅速融入

全球化和成为全球工业投资高地。

3.2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机制 ：资本逐利、市场

逐利效应
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之间，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为

核心纽带密切衔接在一起。开发区始终是中国吸引国际资本

的核心载体，也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成为中国外贸产品的

重要生产基地，并逐渐跃居为国际供应链体系的关键组成部

分。有关数据表明，2008 年，江苏省开发区使用外资和对

外贸易分别占全省的 77% 和 71% ①，在近 10 年的发展中，

全省开发区历年进出口总额均占全省多年比重的 70% 以上。

“十二五”末，南京市全市开发区实现进出口、出口、进口

分别为 255.6、153.6、102 亿美元，占全市比重分别为 48%、

48.7%、46.9%；实际使用外资 18.3 亿美元，占全市比重为

54.9% ②。可以看出，开发区基本占据了全市外向型经济的

半壁江山，是南京经济对接全球化当之无愧的排头兵和主阵

地所在。目前，随着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国际技术、人才

的集聚已成为许多开发区对接全球化的新纽带，并逐步成为

国际前沿技术产业化的转化基地，部分开发区已经在开展高

层次要素的输出，向引领全球化的阶段迈进。

为了明确开发区与全球投资的关系，本文通过对苏州工

业园区、杭州经济开发区企业投资网络的研究来分析其结构

和联系特征。研究发现，在开发区投资的企业多为国际企业

的一个重要分支或者节点，开发区通过企业资本纽带已经与

国际生产投资网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规上工业企业的投资来源，苏州工业园区和杭州经

开区外资引进和利用都较为显著，主要吸引了欧美等发达国

家企业来华投资（图 5）。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新两国合作

园区，新加坡企业投资相对更多，且国外企业投资也多数为

直接投资；而杭州经开区则吸引了更多间接投资，即许多外

资企业通过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中国总部在杭州经开区投

资设立子公司。同时，随着内资企业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

内资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设厂。杭州经开区“三花

微通道”的母公司“浙江三花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进

行全球化生产布局的先行企业，目前已在美国、墨西哥、印

度、捷克、奥地利等国设立了生产基地。

3.3  低成本 & 高效率、宽管制 & 优服务的集聚机制 ：

洼地效应、集聚效应
任何时期、任何地域，低成本 & 高效率、宽管制 & 优

服务是吸引投资、集聚发展要素的核心竞争力。在政策塑

造的成本洼地效应和宽管制环境、文化传统和教育优势塑

造的人力资源高地效应等综合作用下，中国的开发区成为

全球外商投资青睐的“乐土”。其中，低成本是开发区起步

和发展期比较看重的竞争优势，而高效率则是开发区进入

加速发展期之后非常关注的因素。中国开发区在 2000 年以

前主要依靠低成本和宽管制形成的洼地效应来集聚国际投

资，2000 年以后则更多地依靠高效率和优服务吸引高层次

国际要素的集聚。目前，随着开发区综合成本的上升和综

合实力的提升，逐步开始迈向由单纯的集聚国际要素到要

素和能力输出的新的全球化阶段。营商成本高低是国际要

素流动非常关键的指标，依据顾惠的相关研究，作为开发

区营商成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用地价格一直维持在低位，

其与住宅、商服用地的价格比例由 2000 年的 1:2:4 发展为

2016 年的 1:8:9，而且还不算地方和园区的各种进一步的“零

地价”甚至“负地价”政策 [26]（图 6）。再加上过去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和税负，以及开发区专业化机构的高效率服务

形成的低制度成本等，加速吸引了国际制造业投资和产能

向中国开发区的流入和集聚。

图 5  苏州工业园和杭州经开区规上工业企业投资来源对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企业公司注册信息整理绘制

① 江苏省人民政府 . 江苏省外经贸发展纲要（2009—2012）. 2009.8.18.

②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南京市“十三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 2017.1.4.

苏州工业园区直接投资来源（投资到园区企业）
苏州工业园区间接投资来源（投资到园区企业的股东企业）

杭州经开区直接投资来源（投资到园区企业）
杭州经开区间接投资来源（投资到园区企业的股东企业）

本期主题 



21 2018 Vol.33, No.2国际城市规划

王兴平  崔功豪  高舒欣    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互动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

4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开发区规划创新及其作用

与开发区的创建同步，中国的开发区规划实践也开始推

进。开发区的规划探索开始于中国法定城市规划体系初步成

型的 1980 年代初期，发展和繁荣于中国法定城市规划体系

全面建立的 1990 年代之后，不仅有效地支撑和适应了开发

区自身发展的需求，也为中国基于计划经济的城市规划体系

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中国开发区规划体系

在建设之初以基于计划经济的城市（含独立工矿区）规划

为蓝本，结合开发区独特的对外开放政策环境和外商投资、

外向型产业发展等全球化发展需求，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

能够适应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规划体系。与一般城市规划比

较，面向全球化的中国开发区规划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规划体系。构建了全市统一性与开发区特殊性相结

合的规划体系，并突出外向型产业发展和集聚的要求：开发

区的规划体系经历了由相对独立于城市规划到统一性与自主

性相结合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新生事物，开发

区与城市空间完全独立，尝试构建独立的开发区规划编制与

管理体系，如 1986 年发布的《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条例》明确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责包括“制定开发区的总体规

划和发展计划”。随着开发区与城市关系的密切和相互之间

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开发区的规划逐步强调与城市规划的

统一性，同时突出其作为产业空间和特殊政策空间的特点，

逐步形成了总体规划层面与城市规划统一，产业规划和具体

用地规划由开发区主导的规划体系。如《深圳经济特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条例》（2001 年）确定市政府需要按照“深圳

市城市总体规划，根据高新区的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对

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用地与发展进行统一规划”，

高新区行政管理机构 “组织编制高新区总体发展规划、产业

发展规划；参与编制高新区分区规划以下层次的城市规划、

信息化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宁波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条例》（2009 年）确定管委会的职能包括：制定

区域内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负

责组织实施；受市规划行政部门的委托，编制区域内的总体

规划，负责编制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经批准

后组织实施。

（2）空间规划。在传统单纯的功能分区基础上，考虑土

地市场化出让的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地块划分和建设条件控

制：在开发区总体规划层面，考虑到土地出让的地块切分要

求和兼顾不同类型、规模企业用地需求的差异性，一般在产

业地块规划以主干道—次干道两级路网形成方格网为主的基

本地块单元，在控详阶段再依据项目需求进一步细化路网，

并明确地块的基本建设控制要求，或者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

再进行细化相关设计。随着开发区土地资源的逐步趋紧和集

约利用土地要求的提升，在产业地块的出让条件中逐步探索

加上了对产业准入的相关控制要求，与一般城市空间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逐步区别开来。

（3）支撑系统。综合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

早在 1984 年国务院批转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

就明确提出“十四个城市及其要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都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必要的物质条

件”。为了更好地吸引全球投资和人才，开发区规划均比较

重视对接国际最前沿的规划建设理念，建设符合国际化水

准和需求的综合营商环境。同时面对国际投资的需要，规

划高效率、符合国际惯例的生产服务体系、行政管理体系

和生活配套服务体系，比如规划建设国际社区、国际学校、

教堂等，满足国际人才的生活需求。如苏州工业园区规划

建设有韩国人社区和韩语学校、外国语学校等等；西安高

新区则专门成立国际社区开发的公司，并规划建设国际社

区来反向带动全球人才和要素的集聚。按照规划设想，西安

国际社区是顺应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西安高新区创建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以改善区域生态、人居环境，促进

人文、科技、商务交流为目的，完善区域国际化城市服务功

能，以提升西安高新区国际化产业配套水平为目标的现代化

城市功能新区①。

（4）规划实施管理。开发区规划管理既要保持与所在城

市规划管理的一致性，又要考虑外向型产业开发项目的特殊

性和灵活性，所以基本实行了与城市规划管理统分结合的管

理实施体系。在国家层面，对开发区的规划管理走过了一个

由放到收的过程。1995 年原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开发区规划

① 西安国际社区网站 : http://www.xaic.org/list-5-1.html。

图 6  中国开发区各类土地价格变化图（2000—201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 / /



22  2018 Vol.33, No.2

管理办法》中赋予了开发区独立设置规划管理部门和开展规

划编制与实施管理的权力，2003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与规范各类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则明确：

城市规划区内及其边缘地带的各类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必须

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各类开发区已设立的规划管理

机构，都应作为所在城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

行使委托的建设项目建议权和规划实施监督检查权。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则在城市空间布局上进一步

明确“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

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在国家强调开发区

与城市规划的统一性和开发区本身必须要应对的全球化投资

的灵活性之间，在各地的开发区规划管理实践中，多数采取

了按照限额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委托授权开发区规划管理部

门进行规划实施管理的模式。例如南京市 2012 年对国家级

开发区的规划管理授权曾经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区域工

业、市政基础设施及专为工业生产配套的公共设施等建设项

目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受委托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项目的建设工程验线、规划条件核实，以及负责建设项

目的监督检查”①。这种授权确保了开发区应对国际投资的

规划管理和服务能够及时和精准。

5  结语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结了其互动的内在机制，并对开发区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开

发区规划的创新进行了简要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开发区是

顺应全球化的产物，开发区的发展与全球化之间在不同阶段

均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开发区的互动机制，可以

概括为三个方面的作用和效应，包括政策激励机制、要素纽

带机制以及比较优势形成的集聚机制。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

化发展，开发区规划在规划体系和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支

撑系统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有效地支撑了开发区的全球

化发展。

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时代，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主要

标志，包括地理互联、经济互联和数字互联等为内涵的所谓

“超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 [25]，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成为塑造新的全球化格局的重要驱动力量。就中国与全球

化的关系而言，已经迈过了单向的资本输入和商品输出的

低层次“世界工厂”阶段，而迈入中国资本、中国建造和

中国制造以及中国技术等的综合输出，以及国际高层次技

术、人才输入相辅相成的新阶段。中国开发区在新全球化

中的作用也在改变，正在成为中国深度融入新全球化的重

要平台，中国开发区作为一种实现后发超越的有效工具和

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一带一路”

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力引进中国开发区模式，

通过与中国合作建设等途径，建立本土工业化的基地和平

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发区依然成为重塑全球新型工

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必将发挥引领全球工业化的重要作用。

系统总结和梳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经验，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理论行业技术成果，对支撑“一带一路”

倡议和促进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开发区经验、实现共同繁荣，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研究生谢亚协助进行了企业网络分析，在此予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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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条件及双边合作领域、合作深度对园区进行理性定位，

避免盲目跟风 ；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及合作国家产业优势

找准园区特色，明确产业发展方向，避免产业同构，恶

性竞争。

（3）内外兼修，多元发展。国际合作园区发展受国际关

系、国家外交政策影响极大，应建立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

预留风险应对措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坚持区域协调、内外联动、面向全球、互利共赢的发展方针，

建立双向深层开放与互融的开放发展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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