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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文章在中国语

境下对其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并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实发展历程实证

分析了开发区工业生产主导、建成环境生产主导、科创生产主导的发展过程。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博弈关系出发提出了中国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由增量开发逐步向存量更新转变的城镇化

“下半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本市场以及原权利人在开发区空间再开发

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会更加复杂，以开发区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代表的

规划治理制度如何更好地协调土地利益分配格局，重构开发区空间秩序，是未

来实现开发区高效、有序和创新发展的关键。

Abstract: Based on new Marxist spatial production and capital three cycles theor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critical thinking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three-stage cycl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built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From the 
interactive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pace produc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is propos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urbanization, which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to stock update, the interest gam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capital markets and original rights 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space re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will be more complicated. How 
to better coordinate the l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reconstruct the spatial order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by th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key to achieve 
efficient, orderly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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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开发区是中国制度空间

赋权和政策试验的先行区，也是中国城镇化和城市空

间拓展的重要载体。在资本跨国流动和国内改革开放

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开发区作为全球资本进行空间

修复的工具和城市资本积累的主要空间被大量生产出

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次“开发区热”[1]。然而，

开发区的盲目建设超出了地方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

力，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其单一生

产的功能导向和低密度的建设形式，带来了严重的城

市蔓延和产城分离问题 [2-3]。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

公告目录》（2018 版），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各类国家级开发区

共计 552 家，省级开发区 1 991 家，其中仅国家级开

发区就覆盖了全国 228 个地级行政单元（图 1）。《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加强

现有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

综合功能转型，为促进人口集聚、发展服务经济拓展

空间。因此，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空间开发

效益是新时代国家赋予开发区的新使命。

然而，学者们对开发区空间发展的解读仍局限在

空间本身，诸如空间区位选择 [4]、空间结构形态 [5]、

空间产出效益 [6-7] 等，对空间开发背后的政府、企业

和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缺乏关注，更无法把握

开发区空间开发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实际上，以

开发区为代表的新城新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土地资本

化和空间（再）生产的最佳例证 [8]，新马克思主义空

间生产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方法论，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并对空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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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形成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社会—空间辩

证法的方法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前沿，也为理

解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然而，中国

开发区建设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开发区

空间开发的过程更为复杂且更具特点，是政府、资本与空间

三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西方经验对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

有参考价值，但我们不能囿于其理论框架，也不应仅止于用

它来解释中国的开发区空间开发，对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

解释应该从中国独特的制度、历史及其内生演化逻辑出发。

本文首先介绍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并

在中国语境下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现实发展历程提出了开发区工业生产、建成环境生产、

公服和科创生产的三级循环过程。在此基础上，从中央与地

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解析了开发区空间生产

的内在逻辑，最后从空间再生产与规划治理转型的视角展望

了中国开发区的未来发展。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开发区内部

差异很大，既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不同类型，也包括国家级开发区、省级

开发区以及市县级开发区等不同尺度，为了更好地结合新马

克思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循环理论，本文将开发区限定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改革试验田和开放排头兵，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初衷就是紧扣改革开放的政策需 

求①，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历程更能体现出中

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其空间生产过

程更能完整体现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历程，中央先后发布的

很多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意见办法都是专门针对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推出的②。

1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及其批判性思考

1.1  空间生产与资本的三级循环
196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发生了城市中心衰败、

城市财政危机、城市阶级斗争等严重的城市危机，传统的芝

加哥城市学派与人口和地理经验主义学派出现了解释困境。

学者们开始反思现代城市空间理论的内在缺陷，将视角转到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寻找对危机的理论解释和解决

办法。在这种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便逐渐形

成，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从时间维度拓到了空间维度，其代表人物是亨利 ·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9]、曼纽尔 ·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0]

和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11]。此时，全球城市 [12-13] 和世

界城市 [14-15] 的研究也带有明显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色

彩，城市规划也表现出对物质空间规划方式以及理性模型的

反思，形成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 · 列斐伏尔最先提出了“空间

的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并不是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而

是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实践的产物，而每个社会由于其生产方

式的不同都会产生相应的空间生产模式 [16]。大卫 · 哈维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图 2），认为资本的“初

① 参见：中共中央 , 国务院 .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Z]. 1984-05-04。
② 比如，《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国办 [2005]15 号）；《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4 号）；《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 号）等。

图 2  资本的“三级循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中所附图表翻译和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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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各级开发区空间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住建部 2015年全国开发区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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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循环”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生产领域，相较于农业，资本向

工业的投入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创造出更高的增值收益。

当工业生产部门的初级循环产生矛盾而危机逼近时，资本将

流向城市建成环境领域（包括生产性建成环境和消费性建成

环境），即为资本的次级循环，此时工业部门投资比重出现

下降，建筑地产开发比重上升，通过建成环境投资，大量剩

余又无处安放的资本找到了增值的出口，铁路、港口等生产

性建成环境的投资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住房、商区

等消费性建成环境的投资可以促进劳动者的再生产，消费也

为生产提供了需求和动机。当资本在次级循环的空间生产出

现危机时，便转入“第三级循环”，即对科技创新和社会公

共领域的投入，投入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利用科学成果转化

进行生产，从而对社会生产力的革新做出贡献，投入教育、

健康等社会公共事业可以提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能力。

这种“空间”对促进资本流动、修复资本积累体系的关键作

用被称为“空间修复”（spatial fix）[17]。

1.2  中国开发区发展现实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异同
就资本空间生产出来的物质空间现象而言，中国开发区

的发展大体符合大卫 · 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比如在初级循

环中政府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以外来资本为主集中投资

于工业生产领域；土地改革和住房改革释放出的巨大需求，

促使国内资本进入资本积累的次级循环，此时城市空间不再

作为工业生产的附属而是作为商品本身追求自身的交换价值

最大化；最后，成本上升和产能过剩使得资本进入第三级循

环，该阶段主要投资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等。然而，就资本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而言，中国开发区在

空间生产主体、资本循环动机以及利益主体关系等方面都存

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个基于西方

经验事实的理论框架仍然需要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首先，在空间生产主体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

开发不是由市场力量主导和投入，相比之下，政府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开发区是国家资本和市场

资本共同主导形成的产业新区。在拥有明晰产权、成熟市场

体系和先进法律体系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过度监管

和干预，经济可以更有效地运作。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这些先决的制度条件并不存在。如果说西方政府在城市

发展中的核心责任是规划、管理和规范开发商的市场秩序，

那么中国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这个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和参与

者。实际上，在中央设置的建设用地配额制度和财政分权制

度框架下，有限的城市土地供给已成为地方政府吸引投资、

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的核心工具。政府企业主义（state- 

entrepreneurialism）在推动当前城市开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18]，而开发区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

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

其次，在资本循环动机方面，在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发展

中国家，资本显然没有过度积累，而是缺乏资本；资本的循

环轨迹并不局限于自我积累，同时还要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经

济目标，这与西方资本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基础形成鲜明对

比。城市建成环境特别是生活性建成环境的空间扩展并不完

全是对初级环路中资本过度积累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满足企业和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而对住房和商区的必

要投资。实际上，在房地产充分开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面临着住房短缺、公共服务匮乏等问题。

作为城市建设环境的主要投资者，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严

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并正在寻求各种城市建设投资来源。

最后，在利益主体关系方面，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没有考

虑不同核心主体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中国的开发区发展比

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且更具特点，是政府、资本与空间三

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过去几十年来，很多主体参与了开

发区空间开发和利润分享过程，在这些主体中，最活跃的是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等。这些相关利益主体基于

不同的目标、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实现各自利益最大

化的同时形塑着开发区的空间开发过程。如果不理清这些行

动者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就无法完全理解开发区空间生产

的完整过程。

因此，应切合中国开发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案例，以新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为借鉴，从中国独特的制度、

历史及其内生演化逻辑出发，深入探索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

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主张。

2  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典型表现——以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 1992 年，1994 年被正式批
复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9 年被纳入中关村科技园
政策范围，使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同时享有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政策的经济区域。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既处在面向内外两个市场的对外开放前沿

地区，也是落实中央和首都各项制度改革的先行示范地区，

而且经过近 30 年的开发建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进

入存量更新的再开发阶段，这些都使其成为中国剖析开发区

空间生产进程的典型例证。

2.1  初级循环 ：工业生产主导
该阶段正值全球化盛行时期，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过

剩资本离开了原来的地域组织，打破了原有的尺度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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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间里寻找适合自身持续积累的理想场所。此时，全球

盈余的制造业资本基于中国的土地成本与人力资源优势选择

中国作为空间修复的主要场所，而开发区也被中国政府赋予

利用国外资金技术，试行改革政策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历

史使命，在外来资本和内部权力两种力量的影响下中国开发

区迅速掀起了工业生产热潮。由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基础薄

弱，城市市政设施落后，有限的开发费用只能被用于有限的

地域空间，因此初级循环阶段的开发区首先都是作为“生产

区”而规划建设的，“先生产，后生活”是当时的主流发展

理念。此时，开发区主要向全球市场提供廉价货物，并满足

以前在中国被压制的商品的爆炸性需求。

在此背景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建设初期按照国务

院确立的“以工业项目为主，吸引外资为主，出口为主”的

发展方针，以工业生产为首要任务，主攻经济空间建设，在

短时间内迅速建设成为“拉动北京制造业快速发展的现代制

造业基地”①。在开发区成立的前十年间，二产产值比重长

期保持在 80% 以上，二产从业人员比重长期保持在 70% 以

上（图 3），迅速集聚了众多纺织机械、机电设备、汽车制

造等大型现代制造企业，有力促进了北京制造业布局向开发

区转移。《北京市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也明确北京制造业

布局要“重点规划建设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林河工业区

为中心的两大工业集聚区及配套服务区”。

此时的开发区规划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套用，

只能根据开发区实际情况摸索前进，这也为城市规划的理论

方法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在这个阶段，开发

区规划中运用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规的指标控制体系，在土

地的指标控制上提出了一套便于规划管理、操作性强的指标

体系 [19]。根据规划可用地情况，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期规

划面积为 15.9 km2，位于京津塘高速公路、五环路和凉水河

所围合的区域内，为了便于招商引资和土地出让，根据 1992 

年《亦庄工业区总体规划》，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15.9 km2

范围内规划的居住用地占比 21.3%，规划的工业用地占比

36.3%。但从 2000年的实际建设现状来看，现状居住用地占

比仅为 12.6%，而现状工业用地占比例则高达 62.86%，以工

业开发为主导的空间生产阶段特点十分明显（图 4）。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初期，招商引资被认为是

开发区的生命线和中心任务，主动来洽谈投资的外资客商也

络绎不绝，1995 年时美国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可口可乐、

英国联合利华、德国拜耳公司等世界 500 强企业都已在开发
区投资设厂 [20]。2002—2004 年间，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总

产值占整个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都在 80% 以上②，可

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当时全球盈余的制造业资本

进行空间修复的场所。

2.2  次级循环 ：建成环境生产主导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在来自外部需求（大量外资、

外贸增长迅速）和内生发展（地方政府发展意愿强烈、竞争

激烈）的双重刺激下，全国经济发展环境更为开放，开发区

空间不再作为工业生产的附属而是作为商品本身追求自身的

交换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和住房

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空间需求，开发区内部不断集聚的企业和

劳动力群体也开始追求自身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这种急

剧增长的空间消费需求刺激了开发区生产性建成环境和消费

性建成环境的生产建设。2005 年，中央专门针对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转变”③。在此背景下，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提出了“二次创业”④，《亦庄新城规划（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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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的时序变化（2002—2017）
资料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北京统计年鉴

① 参见《1999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报告》。

② 数据来源于 2002—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15 号）。

④ 参见《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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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编制也应运而生，规划提出开发区要从外延式

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单一功能的制造业基地向多元功

能的综合新城转变（图 5）。
2006 年，开发区的二产产值比重和二产从业比重同时

出现明显下降（图 3），开发和投资重点开始逐步向住房、商

区等建成环境转变（图 6）。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初

期，住房供应方面以职工宿舍、青年公寓等集中廉价的集中

住房供应为主，而在 21 世纪以后大量的商品房建设开始出
现，开发形成了包括大雄城市花园、新康家园等在内的 12
个居住小区①。根据《亦庄新城规划（2005—2020）》对用

地现状数据的汇总，在规划集中建设区范围内，2005 年现
状居住用地增加到 5.45 km2，现状工业用地 7.52 km2，初步

实现了职住平衡的用地配比，呈现出明显的“先职后住”“先

产后城”的建设时序特点 [21]。

此时开发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及深

层次的功能整合开始展开，功能多样化的新城与老城之间形成

一种互为依托的关系 [22]。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也

相继引发北京市的制造、居住和社会空间重构，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为核心功能区的亦庄新城已经成为北京东部发展带

的重要新城之一，促使城市由单中心结构向开放式多中心组团

结构转变，一种全新类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城市已经形成。

2.3  第三级循环 ：科创生产主导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增长、开

① 21 世纪后相继开发了以北京锦江富园大酒店和大量餐饮、超市等为主体的食宿和购物服务体系；以亦庄体育场、高尔夫球场、麋鹿苑国际交

流中心、国际企业文化公园为主体的休闲服务设施体系等。

图 5  亦庄新城空间结构规划图（2005）
资料来源：《亦庄新城规划（2005—2020）》

路东区
高端产业
服务中心

站前综合
服务中心

滨水
科技中心

路南区
公共中心

站前综合区

物流基地

六环路路南区

马驹桥
居住组团

河西区

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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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之间产业同构现象凸显、税收损失严重等问题，促使国

家级开发区开始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为高新技术企业创

造空间，科技创新型产业和面向社会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获得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建设由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引领的

创新空间以及为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服务的品质空间构成了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第三级循环。在这一阶段，开发区发展内

涵更加多元化、特色化，智力和知识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第一生产要素，开发区之间的竞争也由吸引资本转向

吸引并留住创新人才和企业，宜居化、人性化成为开发区关

注的焦点和竞争的着力点。

2014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4〕54 号），明确提出国家级经开区需要通过两个轮子

的驱动实现转型升级，一个是绿色集约发展，一个是创新驱

动发展。2017 年和 2019 年，蔡奇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要求紧扣“科技创新”“高精尖”等关键词，着

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技术创新示

范区和宜居宜业综合新城等，成为北京市建设国家科技创新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出让面积逐年

缩小，2015 年之后迅速进入“无地可供”的存量开发阶段

（图 7）。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年新投

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攀升，上缴的税收总额也在加速

提高（图 8），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已

经占到开发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86.6%。如果说之前开发区

更多追求速度和规模，那么在新的转型时期国家级经开区更

多关注质量和效益，更多依靠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此时，开发区规划围绕着存量更新和科技创新的需求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与探索，在创新型园区建设规划、低

碳型园区建设规划、开发区的再开发规划等方面，取得了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实践成果。以优化调整存量、高端培育增量

为核心理念，以服务科创生产为首要任务，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在最新一轮的总体规划做出了针对性很强的空间规划应

对，形成“一主两辅多组团”的产业功能布局（图 9），在

创新生态、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构建了九大指标约束体系，

探索产业准入、功能混合、容积率奖励等多种手段来满足创

新型产业的空间需求。

3  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理解开发

区空间开发的关键，资本在危机的压力下进行时空修复主要

从两个层面推动开发区空间开发。首先，作为资本再生产的

空间载体，开发区成为资本“空间修补”的一部分，即通过

生产和消费的地理增量扩张，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转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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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出让情况的时序对比（2010—2015）
资料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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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序对比（2010—2017）
资料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

图 9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布局示意图（2017）
资料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2017—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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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方式的关系 [23]，用不断扩张的空间来换取资本挽救危

机的时间。其次，当资本通过郊区开发流入次级循环和第三

级循环时，空间不仅充当资本积累的场所，其本身也被资本

化，成为创造财富的要素之一。基于西方理论框架的中国化

演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实案例，本文提出中国开发

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设计和管控框架下，中央与地方、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互动塑造了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宏观制度

环境，以城市规划为代表的土地开发管控体系是影响开发区

空间生产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而资本循环积累的生产空间

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消费空间处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

中。这种理论解释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

过探讨央地、政企互动在开发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拓宽了以往研究仅仅强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局限 [24] ；其

次，将以城市规划为代表的空间交易管控手段纳入理论解释

框架，从而分析其对开发区土地供应数量、土地用途管制以

及土地开发过程的全方位影响；最后，改变以往仅仅从空间

生产（供给）理解开发区空间开发的单一视角，同时从需求

视角思考空间消费对空间生产的刺激作用。

3.1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宏观制度环境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博弈构成了

开发区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为了

激励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城市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在 1980年
代，国家控制体系开始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同时又

通过政绩考核、财权管理等方式保持对地方的控制力。在这

种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着来自经济利益和政治晋升的

双重激励，开展大规模城市开发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 [25]， 

地方政府随之将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土地开发作为实现其经济

和政治双重目标的关键途径。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获取大

规模土地出让金收入来缓解中央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压力，以

实现其经济目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权被上收的
同时，财政支出责任不仅没有相应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被

划定为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创收的重要手

段，而通过设立各级开发区又是地方政府争取更多合法建设

用地、扩大土地供给的重要工具，因为拥有高等级开发区的

城市有更多的机会从上级政府获得充足的土地开发配额 [26-27]。 

另一方面，中央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

核机制，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提供廉价土地来吸引投资，促进

城市 GDP 增长，才能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保持领先并获得

中央青睐，进而实现晋升的政治目标。此时占据大量城市工

业用地的开发区又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主要是制造业）

的主要空间载体。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西方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主

导和操纵政府干预以获取自身利益 [28]，而对于中国而言，在

不断变化的政府—市场关系中，政府始终占主导地位，因为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市场唯一的合法供应者，但地方政府并

没有将市场力量排除在土地开发之外，而是与他们合作并通

过他们实现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双重目标。与这两种目标相对

应，地方政府必须在两种政企行为模式中做出权衡：一是将

商业和住宅用地大多通过市场化手段（招拍挂等）高价出让

给商业企业，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经济目标；二是将大多工

业用地通过政企一对一闭门谈判等非市场方式低价出让给工

业企业，做大本地的 GDP 来显示政绩，实现政治目标，因

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既可以提供可持续的税收，也可以通过溢

出效应促进人口聚集和商业企业发展。在这种闭门谈判的过

程中，政企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为了吸引一些纳税大户

或者高新企业，政府往往会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不仅积极

配套开发区基础设施，甚至以零地价来争取企业投资。可以

说，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形成的“增长联盟”已经成为推动中

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

3.2  开发区的空间交易与规划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土地产权、配置土地空间资源是

城市规划的本质 [29]，城市规划正是通过设置空间交易行为的

规则，从而规范和限制市场配置空间资源的活动。进入新世

纪以后，开发区土地的低效利用开始受到中央关注，为了阻

止开发区土地对农田的不断侵蚀，平衡发展和保护的矛盾，

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

率，逐步建立了以土地供应数量控制、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

开发过程监督为代表的全方位空间开发管控体系。地方政府

在贯彻落实中央宏观土地管控政策的同时，还要细化制定当

地土地管控细则，而这些管控政策通常与相关规划相结合。

首先，在土地供应数量控制方面，开发区建设用地总

量通过自上而下规划体系的逐级分配来确定，其中城市总

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设

定了中国各城市在规划期内以及每年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

总量，而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则依据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确

定自身的建设用地开发总量（其中，省级以上开发区总体

规划的审批权并不属于开发区所在的城市人民政府，而是

属于省级人民政府①）。其次，在土地用途管制方面，经批

准的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开发区内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① 《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规定开发区总体规划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国家级开发区还要报送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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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直接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

容积率等开发建设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最后，在土地开

发过程监督方面，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是地方政府控制开发区各类工程

建设的重要管控手段（图 10）。

3.3  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
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主体绝不仅仅来

自于资本市场，地方政府的主导和介入一直贯穿着开发区空

间生产的全过程。首先，在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初级循环阶段，

随着中央政府放开了对外资中国设立工厂的限制，全球盈余

的制造业资本由于成本与资源禀赋的特征选择了中国作为空

间修复的主要场所，外来资本在工业生产领域开始初级循

环。其次，在以建成环境生产为主的次级循环阶段，中央政

府推动的土地改革和住房改革释放出巨大空间需求，地方政

府和国内资本进入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循环，城市空间不再作

为工业生产的附属而是作为商品本身追求自身的交换价值最

大化，对于政府而言，为开发区配套尽可能完善的基础设施，

塑造良好的建成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和投资，这是这一阶

段政府空间生产的主要意图所在。最后，在第三级循环阶段，

成本上升和产能过剩使得资本进入第三级循环，科技创新型

产业和面向社会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国家政策和资本

市场的青睐，地方政府对于创新空间、品质空间的营造成为

新一轮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关键。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进入下一级循环并

不是资本过度积累进而寻求空间修复的反映，而是对不断升

级的空间消费需求的回应，即空间消费为空间生产提供了动

机。比如，在由初级循环进入次级循环的阶段时，城市建成

环境特别是生活性建成环境的空间扩展并不完全是对初级环

路中资本过度积累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企业和居

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而对住房和商区的必要投资，企业

和居民的空间消费过程也引发了开发区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

的重构。与此同时，有效的空间生产同样也刺激了新的空间

消费，由此生产与消费成为互为促进的关系，开发区的资本

空间与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也进入了动态演化过程（图 10）。

4  开发区发展展望 ：空间再生产与规划治理转型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开发区过

去 30 多年发展历程时出现了明显的局限性，自然也无法引

领中国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在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空

间发展模式由增量开发逐步向存量更新转变。而开发区建设

用地作为增量时代扩张最为迅速粗放、同时也是存量时代最

具更新潜力的用地类型，面临着自下而上的更新需求和自上

而下的政策约束，急需从粗放型的空间新开发向集约型的空

间再开发转型。一方面，从开发区的内生发展诉求来看，过

去低效、混杂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外延式的空间扩张模式已经

无法满足开发区产业升级与功能完善的迫切需求，当前我国

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普遍出现了向功能完善的综合新城区

转变的趋势，这给转型中的开发区带来了强烈的更新发展诉

求。另一方面，从开发区面临的外部政策环境来看，日益严

格的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低碳集约发展的政策导向，迫使开

发区肩负着用地更新的紧迫任务。

只有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

视角来理解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引

导开发区在城镇化的下半场实现高效、有序和创新发展。因

为未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本市场以及原权利人在开发

区空间再开发过程中的博弈也会更加复杂，以开发区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代表的规划治理制度应该更好地协调

土地利益分配格局、重构开发区空间秩序，为开发区的空间

再开发提供规划保障。此外，“新常态”下的区域差异化愈

加明显，发育期、增长期与转型期三类开发区并存，地方政

府面对不同土地资源、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环境条件时很

可能采取不同的开发区发展策略，这也势必开启规划治理模

式的多元化转型道路。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相关部门和领导在调研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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