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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实施评估对于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实现可持续开发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在回顾

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总体框架，即考虑境外产

业园区发展特点与属性，立足规划实施评估目的与需求，借鉴既有研究、经典理论与实践，并结合

具体规划类别与内容，统筹确定规划实施评估内容。研究认为，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是自上

而下地了解园区发展成效和制定发展政策、自下而上地反馈发展诉求与发展建议的双向互动过程。

兼顾各类参与主体对评估的期望，本文提出“规划实施环境评估＋规划实施过程评估＋规划实施效

果评估＋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这一整体性评估方案，并以总体规划为例，

尝试构建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此外，针对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的多元性，本文

提出对境外产业园区进行分发展阶段、分产业类型、分规划类型评估指引。本研究对于丰富境外产

业园区规划研究体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工作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Abstrac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ICP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ICPs. The framework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of ICPs with the purposes and 
needs of evaluation, and coordinately clarifies the content of evaluation after drawing on existing researc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combining specific planning categories and conten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ICPs is a two-way interactive proces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nd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olicies from the top down, and feeding back development 
request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bottom up. Considering the expectation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on the 
eval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overall evaluation plan of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evaluation +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 planning work and result 
evalu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evaluation”an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aking the master 
plan of ICPs as an exampl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by the development 
stage, industry type, and planning type consider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CPs. This paper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researches of ICPs planning, and could be good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I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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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16YFE0201000）

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

园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中国资金、

技术、产业“走出去”，也带动了中

国规划设计机构、规划设计理念与

技术、技术标准等“走出去”。中国

境外产业园区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园

区规划的管控与引导。随着境外产

业园区数量不断增加、门类不断丰

富，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类型也不断

丰富，内容深度逐步增加，境外产

业园区规划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其

规划模式也渐渐由单纯移植国内产

业园区规划经验向因地制宜编制适

应不同国情、气候环境与地域文化

的产业园区规划转变。

在园区数量不断增加、园区建

设不断推进、入园企业不断增多的

背景下，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是否

依据规划而行？产业园区现行规划

是否科学合理？目前园区规划实施

情况如何？园区规划是否能持续引

导下一阶段的发展？这些是境外产

业园区发展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为推动境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科学合理编

制，并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

有必要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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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1.1  国内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相关理论研究
规划实施评估对保障园区规划依法、合理、有效实施具

有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研究主要聚焦于园

区法定规划、专项规划等规划类型，所研究的园区不仅包括

开发区、高新区等功能相对综合的园区，还包括物流园区、

科技园区等专业型园区以及文创园等新兴园区。对于不同类

型的园区及其规划，规划实施评估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国内产业园区作为城市建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各层

面规划已相应地融入所在城市的规划体系中，因此园区规划

实施评估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的内容、原则

与方法，评估内容通常包括规划实施前评估（包括备选方案

评价、规划文件分析）、规划实践评估（包括对规划行为的

研究、描述规划过程和规划方案的影响、政策实施分析、规

划实施结果评价）[1]。评估工作主要服务于园区规划的编制

或调整，因此也关注规划编制的合理性、规划成果的适用性、

规划实施管理、规划涉及的利益平衡、公众参与 [2]、规划调

整的必要性 [3] 等。

产业园区有别于一般的城市功能片区，基于其特殊性，

罗翔在其研究中提出，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应兼顾产业发展与

土地开发，其中产业发展评估包括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

主导产业等，土地开发评估包括建设用地与用地指标、土地

开发规模效益、产业发展与土地开发的空间耦合关系等 [2] ；

刘胜洪认为，应从经济产业、城市建设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注重实施评估、管理评估、发展评价等 [4]。作为促进城市招

商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空间，产业园区的土地利用

尤其是土地开发效益也一直是园区评估工作的重点之一。针

对园区的土地利用评估，当前研究和实践多从土地利用集约

水平、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土地利用绩效等方面对园区整

体土地利用效率进行评价 [5-6]，并从制造业企业角度对园区土

地开发效益进行精准评估，以便制定差异化转型方案 [7-8]。而

考虑到未来产业空间建设向城市化、社区化发展的趋势，也

有学者提出园区评估对象需包括“三生”空间（生产环境、

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支撑空间两大方面，应对园区用地

进行全方位评估 [9]。

园区规划实施评估主要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的三种方法。定性分析多适用于宏观层

面，包括对规划发展目标、规划总体布局和结构等的分析

与评估 ；定量分析多运用 GIS、RS、数据统计分析等技术

方法，通过对比实施结果与规划内容，分析规划实施完成度，

强调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分析与评估 ；此外，采用跨学科的

技术方法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模型等，也是园区规划实施

评估的常用方法 [3]。

规划实施评估本身固有的困难是园区评估工作难以全面

有效开展的一大原因。例如，规划实施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

用的过程，实施效果具有扩散性和广泛的影响性，规划师和

公众价值观的多样性等 [1]。在园区发展过程中，项目建设的

不确定性、发展过程的不可预见性 [3] 使得实际建设并不能完

全如规划所预想，园区招商引资出现的变化、入园企业建设

的效率 [10]、具体项目的实际需求、自下而上可能出现的各种

现实问题 [11] 等是编制规划时无法全面预料到的，这些对于

规划实施的影响，不仅难以量化测度，也无法准确判定其对

于园区发展的利弊效应。中国境外产业园区所在环境与国内

发展环境的差异，使其规划实施过程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而

国内园区在规划实施评估中所面临的难点，也同样是中国境

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需要考虑的。

1.2  国际合作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相关理论研究
当前，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评估及其相关研究实践多从

发展的视角进行，基于规划实施视角的考量相对较少。国家

商务部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年度考核类似于园区发展评估，

旨在了解境外产业园区建设进展，及时发现园区开发过程中

的不足并进行调整 [12]。唐晓阳认为，在对境外产业园区的发

展进行评估时应考虑三个方面 ：园区本身的经济效益 ；园区

对当地经济的关联和带动作用；园区对促进中国与所在国经

济政策联系的作用 [13]。洪联英在其研究中聚焦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企业入驻量和运营情况、对我国境外投资合作的拉动

效应等，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进行总

体评估 [14]。张波在其研究中对境外产业园区的整体发展环境

进行评估，认为目前境外产业园区面临合作机制不健全、政

治环境复杂、安全形势严峻、经济金融风险等挑战 [15]。

回顾已有研究，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评估以整体层面

分析居多，个体案例评估相对较少，评估主要关注投资环境、

发展水平等。已有评估多为定性分析描述，或采用对比分析、

关联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既有研究强调建立指标体系对园

区发展进行量化评价的必要性，如洪联英提出应构建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主管部门可依据园区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条

件和社会条件，以代表性园区的发展数据为基础，借鉴国内

类似开发区相关标准值，综合制定标准化的指标体系，以反

映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水平和发展程度 [14] ；尤宏兵提出可建

立东道国投资环境指标评价体系，从区域布局、主导产业和

投资类型等方面对境外园区的设立进行统筹规划和必要的协

调指导 [16]。

其他国家在境外开发园区的经验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

划的实施与评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聪惠以迪士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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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为例，从规划实施的视角分析了迪士尼乐园在异国环境下

稳健发展的原因。其研究发现，迪士尼乐园重视所在国家和

城市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人群行为消费习惯，在“标识化”与

“本土化”之间做到了最佳平衡 [17]。柏露露以中国境内国际

合作园区为例，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园区规划实施与评估的特

点，即强调效率优先、管理与办公分离、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以保障规划实施 [18]。

总体而言，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相关研究仍

处于探索阶段，对于评估内容与方法，也尚未有明确的研究

结论。国内外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相关理论与技术方法值得借

鉴，但在开展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时需要重点考虑其

在境外发展的特殊性。如何基于既有规划实施评估技术体系，

建立适用于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规划实施评估框架是本文研

究的重点，而针对境外产业园区既有评估中定量分析相对缺

乏的问题，如何依据境外产业园区的特殊性，建立科学、可

行的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1.3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实践进展
在我国，对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的评估主要是政府或企业

行为。政府层面如国家相关部门（商务部、财政部等）和省

市相关部门（省商务厅、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对于境外

产业园区的年度考核，多关注园区建设和运营效果，考核内

容相对综合但非强制性考核，其中对于规划实施评估涉及内

容较少。截至 2020 年，通过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认定

的境外产业园区共 20 家，本研究选取其中建设时间超过 10
年的园区（共 13 家）进行梳理分析，这些园区历经十余年

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大多处于规划一期实施阶段。通

过查询网络报道、访谈园区开发企业、开展境外实地调研等，

笔者了解到这些建设超过 10 年的园区中，部分园区的开发

企业有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估的意向，但尚未开展。中国境外

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技术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境外产业

园区多分期规划、滚动开发，定期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对于促

进园区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解析

2.1  规划实施评估总体框架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服务于园区发展，评估

内容既需要考虑园区自身的特点以及园区规划本身，也需要

站在园区各类参与主体的视角去构建。不同评估主体对规划

实施评估的重点、价值取向、标准等的认知与理解也会有所

不同，因此，明确评估主体是开展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

估的必要前提。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

实施评估总体框架（图 1），即考虑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特点

与属性，立足规划实施评估目的与需求，借鉴既有研究、实

践与经典理论，并结合具体规划类别与内容，统筹确定境外

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

2.2  园区发展特点与属性分析
有别于非国际合作型园区，境外产业园区具有国际化

属性，其发展不仅是双边协作的过程，也受到国际层面的

关注。另外，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受中国与所在国政策环

境影响明显，但经济效益并非其唯一目标，其规划实践仍

处于探索阶段。这些特点与属性使其规划实施评估应从多

方面考虑。

（1）具有国际化属性。同国内园区相比，境外产业园

区最大的属性区别即国际化属性，一方面园区的发展过程

是两国乃至多国共同协作的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入园

企业的国际化、员工的国际化，此外，园区发展亦受国际

层面关注。

（2）是双边协作的过程。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是两国乃

至多国共同参与并持续协作的过程，在异国环境下，园区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风险、困难等，需要双 / 多

边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解决。

（3）发展受国际层面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发展

的境外产业园区，利益相关者较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一方面得到合作国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易遭受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批判，诸如“新殖民主义”“中国债务陷

阱”等。

（4）受政策环境影响明显。境外产业园区是我国对外投

资合作政策推动的产物，也是落实相关政策的重要平台，其

发展受中国与所在国相关政策影响，两国间稳定的合作政策

和对园区的扶持政策对于园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5）经济效益并非唯一目标。境外产业园区不只是中国

图 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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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海外创业营利的平台，也代表着中国企业形象，对外传

播着中国的发展理念，也促进了民间交流。因此，经济效益

并不是境外产业园发展的唯一目标，还应注重园区发展的社

会效益、生态效应。

（6）规划实践尚在探索。目前，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践

仍处于探索阶段，园区需编制哪些类型的规划？各类规划应

达到什么深度？目前这些尚未明确，也未有境外产业园区相

关编制规程、技术标准出台以供参考。在开展规划实施评估

时，除关注规划实施情况，还应关注规划本身。

基于以上特点与属性分析，开展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

评估应注重对政策环境、发展过程、发展效应的分析，同时

考虑多元参与主体对于园区发展的评价、规划工作与规划成

果的质量等。

2.3  园区参与主体评估期望分析
境外产业园区各个发展阶段（前期协调、规划与融资阶

段—开发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均离不开中国与所在国甚至

第三国的各类参与主体的协同合作。中国、合作国和第三方

参与园区发展的主体主要涉及管理、投资、规划设计与咨询、

建设、运营等类型，包括以上各类单位和企业管理方、企业

员工等（表 1）。
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在园区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

同，对于园区发展的期望不同，因此各方对评估的期望也相

应有所不同。全面分析境外产业园区各类参与主体对规划实

施评估的期望是避免评估内容有所遗漏的关键。本文参考中

国商务部、财政部印发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

和部分省份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考核管理办法，并基于埃塞

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赞比亚中

国经济贸易合作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中埃 • 泰达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等境外产业园区的实地访谈结果，综合分析境外产

业园区各类参与主体的主要职能、包含对象及其对于评估工

作的主要期望，以了解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具体需从

哪些方面展开（表 2）。

2.4  规划实施评估详细内容
分析各类参与主体对于评估的期望可以发现，境外产业

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是自上而下地了解园区发展成效和制定发

展政策、自下而上地反馈发展诉求和发展建议的双向互动过

表 1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不同发展阶段各方参与主体类型分析

发展阶段 中方参与主体类型 合作国和第三方参与主体类型

前期协调、规划与融资阶段 管理、投资、规划设计与咨询单位 管理、投资、规划设计与咨询单位

开发建设阶段 管理、投资、运营、建设单位 管理、投资、运营、建设单位

运营阶段 管理、投资、运营单位，企业管理方，企业员工 管理、投资、运营单位，企业管理方，企业员工

表 2  境外产业园区各类参与主体对规划实施评估的期望分析

参与主体类型 职能 所含对象 对于规划实施评估的主要期望

管理单位

制定政策，监督园区发展与建设，

发放运营 / 投资许可等

中国：商务部、各省商务厅等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发展需求 ；调整优化园区发展相关

政策合作国 ：中央及地方层面负责管理外来投资和

园区发展的机构

投资单位

为园区建设提供资金，确定园区

发展方向等

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赴境外投资企业等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短板；优化下一阶段投资方向和投资

计划合作国和第三方：政府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

企业等

规划设计与咨询

单位

编制园区发展可行性研究分析报

告、各类规划等

中国：规划设计单位、咨询机构等 了解规划成果是否符合两国规定、要求，是否能够有效指

导园区发展 ；了解规划成果需改进优化之处 ；了解规划工

作是否存在不足
合作国和第三方：规划设计单位、规划咨询机

构等

建设单位
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厂房等物质

空间建设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等 了解园区未来建设需求

合作国和第三方：工程建设类企业

运营单位

负责招商引资、生产运营，与当

地政府接洽，与入园企业沟通，

为入园企业提供相关服务等

中国：参与园区运营管理的企业、机构等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短板；了解运营过程是否存在不足以

优化运营过程 ；消除企业生产活动负外部效应 ；了解企业

及员工发展需求；向管理 / 投资单位等反馈发展诉求
合作国和第三方 ：参与园区运营管理的企业、

机构等

企业管理方
负责企业日常管理，制定企业发

展方向等

中国：入园企业管理人员 反馈发展诉求与发展建议；了解园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

合作国和第三方：入园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员工
参与园区生产活动 中国：入园企业员工 反馈发展需求与发展建议

合作国和第三方：入园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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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此外，评估结论反馈至各参与主体，也将进一步影响园

区下一阶段的发展。兼顾各类参与主体对于评估的期望，境

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可从规划实施环境、规划实施过程、

规划实施效果、规划工作与成果、可持续发展目标五个维度

展开（表 3）。

3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3.1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繁多，因此，建立相对

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便于细化各维度评估的详细内

容；另一方面，指标体系能够整合不同维度的评估结果，以

得出相对综合的评估结论 ；此外，构建指标体系也能够降低

主观因素可能造成的评估偏差。本研究选取境外产业园区规

划体系中具有较高普遍性和代表性，且对园区建设具有重要

引导管控作用的园区总体规划作为研究样本，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总体规

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时，首先依据园区总体规划的内容与特

点，明确不同维度需要从哪些方面开展评估，合理、优先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从规划实施环境评估、

规划实施过程评估、规划实施效果评估、规划工作与成果评

估四个维度进行，且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规划实施

环境评估主要对园区发展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评估，由于外部

环境变化对于规划实施和园区发展的影响无法定量测度，且

较少受到园区实施进程的影响，评判影响时仅能判断其为正

面效应或负面效应，因此规划实施环境不被纳入评估指标体

系，可通过资料查阅、实地访谈等进行定性判断。

因此，最终建立的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

体系将从规划实施过程评估、规划实施效果评估、规划工作

与成果评估三个维度开展，并构建基于“评估维度—评估层

次—评估要素—评估指标”的四级评估指标体系（图 2），评

估包括 28 个评估要素，每类评估要素包括不同的评估指标，

共计 68 个评估指标（表 4）。此外，规划实施过程评估、规

划实施效果评估、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将考虑园区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并在评估指标中体现。

3.2  评估指标权重确定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判断与分配多采用

层次分析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和专家调查法

（Delphi Method）[22-23]。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

标体系主要从规划实施过程、规划实施效果、规划工作与成

果三个维度甄选代表性评价指标。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采用定

性（专家调查法）与定量（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首

先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之后根据专家调查

法获取的专家意见，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

本研究将指标体系中各层次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分为

“同样重要”“略微重要”“比较重要”“绝对重要”四个等级，

邀请国内15名了解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的学者、政府官员、

研究人员、规划设计人员、运营商、企业家等，采用封闭坐

标式问句提问，征询专家对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重要程

度的意见。各层次指标的权重之和采用百分制，即规划实施

过程评估、规划实施效果评估、规划工作与成果评估的指标

权重之和为 100%，细分层次的评估指标同样采取层次分析

法和专家调查法进行权重确定，并根据上层次指标权重进行

再分配，最终得出各层次指标的权重（表 4）。

3.3  评估指标量化方法
依据指标属性的不同，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指标可分别采用指标偏差计算法、实施完成度计算法与分级

评价法进行量化赋分。其中实施完成度计算法、分级评价法

表 3  各类参与主体评估期望与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内容关联

分析

评估内容 主要关联参与主体 评估内容对应的各类主体对实施评估的期望

规划实施

环境

管理单位 调整优化园区发展相关政策

运营单位 向管理单位、投资单位等反馈发展诉求

投资单位 优化下一阶段投资方向

规划实施

过程

运营单位 了解运营过程是否存在不足，以优化运营过程

了解企业及其员工发展需求

向管理单位、投资单位等反馈发展诉求

企业管理方 反馈发展诉求与发展建议

规划实施

效果

管理单位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发展需求

投资单位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短板

优化下一阶段投资方向

建设单位 了解园区未来建设需求

运营单位 了解园区发展成效与短板

了解企业及其员工发展需求

向管理单位、投资单位等反馈发展诉求

企业管理方 反馈发展诉求与发展建议

了解园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

企业员工 反馈发展需求与发展建议

规划工作

与成果

规划设计与咨询单

位

了解规划成果是否符合两国要求

了解规划成果是否能够有效指导园区发展

了解规划成果需改进优化之处

了解规划工作是否存在不足

可持续发

展目标

运营单位 消除企业生产活动负外部效应

了解企业及其员工发展需求

向管理单位、投资单位等反馈发展诉求

企业管理方 反馈发展诉求与发展建议

企业员工 反馈发展需求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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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指标及其权重分配

评估维度 评估层次 评估要素 评估指标 评估维度 评估层次 评估要素 评估指标

规划实施

过程评估

0.429

规划政策

实施 0.357

下位规划编制

0.216
详细规划编制 0.093

规划实施

效果评估

0.429

支撑体系

0.076

生产服务 0.023 物流仓储用地建成规模 0.003
专项规划与相关规划编制 0.031 物流仓储设施运行状态 0.003
近期建设规划编制 0.093 交通体系 0.023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建成规模 0.012

规划实施机制

0.104
部门协同机制 0.026 道路与交通设施运行状态 0.012
动态跟踪评估制度 0.026 市政公用设施

0.023
供水设施 0.003

规划项目信息公开制度 0.026 供电设施 0.003
公众参与制度 0.026 道路照明设施 0.003

内部政策制定

0.037
入园政策与服务 0.019 网络通信设施 0.003
内部管理条例 0.019 污水处理设施 0.003

外部政策

实施 0.072

中国相关政策

0.036
土地开发政策 0.015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 0.003
产业发展政策 0.015 废气处理设施 0.003
其他相关政策 0.006

外部效应

0.028

社会效应 0.009 就业人数 0.009
合作国相关政

策 0.036
土地开发政策 0.015 生态效应 0.009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03
产业发展政策 0.015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 0.003
其他相关政策 0.006 生活垃圾清运率 0.003

规划实施

效果评估

0.429

产业发展

0.163

经济指标

0.098
园区运营收入 0.023 示范效应 0.009 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示范效应 0.003
工业产值 0.023 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示范效应 0.003
税收 0.008 对所在国园区发展的示范效应 0.003
园区运营收入年度增长率 0.023

规划工作

与成果评

估 0.143

规划工作科

学性 0.057
实地了解程度0.029 对园区所在国及规划区域了解程度 0.029

工业产值年度增长率 0.023 双边交流机制0.029 双边就规划交流协商机制 0.029
产业结构 0.033 产业结构特征 0.033

文本质量

0.024

目标合理性 0.008 目标表述是否明确 0.002
主导产业 0.033 主导产业比重 0.033 目标是否体现园区发展愿景 0.002

土地开发

0.163

建设规模 0.058 园区建设用地规模 0.019 目标是否适应园区发展 0.004
工业用地建成规模 0.019 数据准确性 0.008 数据来源是否科学 0.004
工业区运行状态 0.019 数据是否准确可靠 0.004

空间结构 0.014 园区现状空间结构 0.014 表达逻辑性 0.008 规划表述是否清楚易懂 0.004
用地结构 0.034 园区建设用地结构 0.034 规划表述逻辑是否便于指引实施 0.004
地均效益 0.058 园区地均效益 0.058

成 果 合 规

性 0.043

是否符合中方规

定 0.021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0.0105

支撑体系

0.076

生活服务 0.008 居住用地建成规模 0.002 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 0.0105
住宅区运行状态 0.002 是否符合合作国

规定 0.021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0.0105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建成规模 0.002 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 0.0105
商业服务业设施运行状态 0.002

外 在 有 效

性 0.019

与垂直规划的关

系 0.010
与上位规划的承接关系 0.005

生产服务 0.02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建成规模 0.009 与下位规划的承接关系 0.00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状态 0.009 与平行规划的关

系 0.010
与平行规划的协调关系 0.0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得出的咨询结果综合计算绘制

图 2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内容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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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评价指标量化分析方法

评价指标量化方法 适用指标

指标偏差计算法 园区运营收入、工业产值、税收、园区运营收入年度增长率、工业产值年度增长率、产业结构特征、园区建设用地规模、工业用地建成

规模、园区现状空间结构、园区建设用地结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建成规模、居住用地建成规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建成规模、

物流仓储用地建成规模、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建成规模、就业人数、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生活垃圾清运率

实施完成度计算法 详细规划编制、专项规划与相关规划编制、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供水设施、供电设施、道路照明设施、网络通信设施、污水处理设施、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

分级评价法 部门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评估制度、规划项目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入园优惠政策、内部管理条例、中国相关政策（土地开发、

产业发展、其他相关政策）、合作国相关政策（土地开发、产业发展、其他相关政策）、工业区运行状态、园区地均效益、商业服务业设

施运行状态、住宅区运行状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状态、物流仓储设施运行状态、道路与交通设施运行状态、对中国“走出去”

企业的示范效应、对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示范效应、对所在国园区发展的示范效应、对园区所在国及规划区域了解程度、双边就规划交

流协商机制、目标表述是否明确、目标是否体现园区发展愿景、目标是否适应园区发展、数据来源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准确可靠、规划

表述是否清楚易懂、规划表述逻辑是否便于指引实施、是否符合中方 / 合作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是否符合中方 / 合作国相关技

术标准与规范、与上位规划的承接关系、与下位规划的承接关系、与平行规划的协调关系

表 6  规划目标实施偏差比例赋分计算表

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生活垃圾清运率

园区运营收入、工业产值、税收、园区运营收入年度增长率、工业产值

年度增长率、产业结构特征、园区建设用地规模、园区现状空间结构、

园区建设用地结构、就业人数

偏差比例 δ（%） ±（0~10） ±（10~20） >20 或 <-20 ±（0~15） ±（15~30） >30 或 <-30

得分 100 100-|δ| 0 100 100-|δ| 0

注：偏差比例 δ＝（实际发展指标－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10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环保类指标若优于规划目标，
得分为 100 ；GDP 总量、税收、GDP 年均增长率等发展类指标若高于规划目标，得分为 100。

中的具体赋分，参照国内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相关研究的

划分方法和常规分级评价标准，并结合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特

点综合确定。各类量化方法所适用的指标如表 5 所示。

3.3.1  指标偏差计算法

指标偏差计算法适用于有数据统计或可通过空间测量获

取数据的指标，该类指标往往在园区总体规划成果中有直接

提及，主要包括规划目标实施类指标和建设用地落实类指标。

（1）规划目标实施类指标量化分析

笔者在境外园区实地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园区运营收入、

工业产值、税收、园区运营收入年度增长率、工业产值年度

增长率等发展类指标受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

响，往往难以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

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环保类指标取决于园区开发商在环保

方面投入的成本和设定的标准，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小。此外，

园区所在国对于园区内的开发建设活动管理相对宽松，对于

环境保护等要求则较为严格。因此在定量分析规划目标实施

偏差程度时，与园区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目标其较高得分

对应的偏差比例范围相对较小，与园区可持续发展非直接相

关的目标其较高得分对应的偏差比例范围相对较大，偏差比

例和得分设定如表 6 所示。

（2）建设用地落实类指标量化分析

从规划实施的视角来分析，境外产业园区用地红线范

围内的用地分为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可分

为按规划建成用地、按规划未建设用地和未按规划建成用地

（图 3）。
量化分析建设用地落实指标，需要考虑按规划建成用地、

按规划未建设用地和未按规划建成用地的落实情况，并对工

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进行评价。

研究提出三种用地落实程度分别为 δ1、δ2、δ3，计算方

式为：

δ1 ＝按规划建成用地的规模 / 规划该类用地规模 ×100

δ2 ＝按规划未建设用地的规模 / 规划该类用地规模

×100

图 3  境外产业园区用地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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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分级评价法

分级评价法适用于对规划实施机制、发展政策制定、运

行状态评价、外部效应评价、规划工作科学性、文本质量评

价、成果合规性、外在有效性等无法定量测度，需要参考评

估者主观意见的指标进行评价。各类指标分级赋分如表 12—
表 19 所示。

3.4  实施评估综合得分与结果判定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综合得分为各项评估指

标得分与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

 X=Σ1
iSi×Wi

X 即为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综合得分，Si 为
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个指标的得分，Wi 为该指标的权重。

境外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综合得分为百分制，根

据综合得分将实施评估结果划分为五个等级，即优秀、良好、

一般、较差、很差。各等级对应得分可借鉴城市总体规划实

施评估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定级赋分方法，并对代表性境外产

业园区开展评估以综合确定。综合得分反映园区规划实施过

程、实施效果、规划工作与成果的质量等，对于园区下一步

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规划实施环境评估未被纳入评估指标

体系，其定性评估结果，对于投资开发决策、相关政策制定

等具有参考意义。考虑到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的不确定性，可

能存在单项指标得分过低的情况，为保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

在具体案例中可在不同得分等级中加入对单项指标得分下限

的考量。

4  境外产业园区分类评估指引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呈现显著的多元性，在具体开展

评估工作时，还需考虑园区在发展阶段、产业类型、规划类

型等方面的差异性，相应地明确规划实施评估具体内容与指

标体系。

δ3 ＝未按规划建成用地的规模 / 规划该类用地规模

×100

其中，δ1 ＋ δ2 ＝ 1。综合分析 δ1、δ2、δ3 的数值，对

境外产业园区用地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打分，为简化得分算法，

研究选取 δ2、δ3 进行组合赋分，具体赋分如表 7 所示。

3.3.2  实施完成度计算法

实施完成度计算法适用于对下位规划编制情况和园区重

大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量化评价。

（1）下位规划编制完成度分析

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与相关规划的编制完成度通过各类

规划所覆盖的用地面积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

详细规划编制完成度 δ＝详细规划编制覆盖面积 / 总体

规划面积 ×100

相应赋分如表 8 所示。

近期建设规划并不能覆盖园区总体规划所有用地，因此

计算编制完成度时依据是否编制进行打分，相应赋分表如表

9 所示。

（2）重大项目建设完成度分析

供水设施、供电设施、网络通信设施、污水处理设施、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多为集中布局型设施，服

务于整个园区，可通过测算各类设施当前供应或处理能力占

规划目标的比例，以分析其建设完成度，计算公式如下：

设施建设完成度 δ＝设施当前供应或处理能力 / 规划目

标 ×100

相应赋分如表 10 所示。

道路照明设施等分散布局型设施即使未全部建成，也可

以投入使用，可通过测算设施覆盖区域面积占规划总面积的

比例，以分析其建设完成度，计算公式如下 ：

设施建设完成度 δ’＝设施覆盖面积（路段长度）/ 园

区规划总面积（园区道路总长）×100

相应赋分如表 11 所示。

表 7  用地实施偏差比例组合赋分表

δ2
δ3

0~10 10~50 50~100

0~10 100 100-δ2 100-δ2

10~50 100-δ3 100-（δ2, δ3 的较大者） 0

>50 0 0 0

表 8  规划编制完成度赋分表

编制完成度 δ δ ≥ 90 50 ≤ δ<90 δ<50

得分 100 δ 0

表 9  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完成度赋分表

编制完成度 δ’ 已编制近期建设规划 未编制近期建设规划

得分 100 0

表 10  集中布局型设施建设完成度赋分表

设施建设完成度 δ δ ≥ 90 50 ≤ δ<90 δ<50

得分 100 δ 0

表 11  分散布局型设施建设完成度赋分表

设施建设完成度 δ’ δ ≥ 90 50 ≤ δ<90 δ<50

得分 100 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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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发展阶段评估指引
依据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阶段，规划实施评估可分为实

施前评估、实施中期评估、实施终期评估三类。规划实施前

评估更强调对规划实施环境、规划工作与成果这两项评估，

综合考虑发展环境对园区开发的影响以合理制定开发决策，

考量规划工作与成果以及时优化规划方案。规划实施中期、

终期评估则需统筹开展 5 个维度的评估，两类评估的主要区

别在于评估结论的用途，中期评估结论重在指导和优化规划

表 12  规划实施机制分级评定标准

规划实施机制 已建立 正在完善 正在筹划 未曾计划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3  发展政策制定分级评定标准

发展政策制定 完善 较完善 基本完善 不完善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4  运行状态分级评定标准

运行状态评价 运行较好 运行一般 运行较差 未能运行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5  外部效应分级评定标准

园区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很好 外部效应较好 外部效应一般 外部效应较差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6  规划工作科学性分级评定标准

对园区所在国及规划区域了解

程度
充分了解 基本了解 部分了解 不甚了解

得分 100 80 60 0

双边就规划交流协商机制 多次就规划进行双边交流协商 就规划进行过正式双边交流协商 几乎未就规划进行双边交流协商 未就规划进行双边交流协商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7  规划文本质量分级评定标准

规划文本质量 文本内容完善合理 文本内容较为完善合理 文本内容部分较为完善合理 文本内容质量较差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8  规划成果合规性分级评定标准

规划成果合规性

完全符合中方 /合作国相关法
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技术标准

与规范

大部分符合中方 /合作国相关
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技术标

准与规范

基本符合中方 /合作国相关法
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技术标准

与规范

不符合中方 /合作国相关法律
法规与政策要求 /技术标准与

规范

得分 100 80 60 0

表 19  规划文本外在有效性分级评定标准

外在有效性
与垂直规划 /平行规划能够良

好衔接

与垂直规划 /平行规划大部分
实现衔接

与垂直规划 /平行规划部分实
现衔接

未能与垂直规划 /水平规划有
所衔接

得分 100 80 60 0

期内下一阶段的开发建设，终期评估结论重在指导园区后续

规划的编制与开发建设。

4.2  分产业类型评估指引
当前，依据主导产业的不同，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划分为

综合加工制造型园区、专业加工制造型园区、商贸物流型园

区、资源利用型园区、农业产业型园区五类。不同产业类型

的园区对于支撑体系有不同的要求，如专业加工制造型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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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产设施的建设有专业要求，商贸物流型园区对于物流

设施和交通体系有更高的要求。在开展具体案例评估时，需

要针对园区产业类型，合理设定支撑体系评估指标及权重。

4.3  分规划类型评估指引

目前我国境外产业园区选择编制的规划包括可行性研究

报告、战略 / 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涵盖多种规划类型。

在实际开展评估工作时，应针对具体规划类型，结合规划成

果内容和所发挥的作用，考虑规划实施评估目的，因“规”

制宜地开展评估工作。如综合性规划（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等）的实施评估往往需要兼顾园区发展各个方面，而专项规

划（产业发展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等）则只需聚焦园区发展

的某个方面，同综合性规划相比，专项规划的实施评估相对

简单。

5  结语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既需要考虑园区产业发

展与空间开发双重属性，也需要考虑园区国际化发展背景。

在考虑境外产业园区发展特点与属性，借鉴既有研究实践与

经典理论，结合园区具体规划类别与内容，立足多元评估主

体对于规划实施评估的期望与诉求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境

外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可从规划实施环境、规划实施过程、

规划实施效果、规划工作与成果、可持续发展目标五个维度

进行。考虑到境外产业园区的多元性，在细化评估内容和构

建评估指标体系时，需考虑园区产业类型及规划类型。境外

产业园区的发展阶段同国内园区不同，获取资料、数据的难

度也相对较大，因此在实际开展评估工作时，还需根据资料

可获取程度遴选评价指标，并对应优化指标权重，以得出相

对完整、合理的评估结果。

注：文中未标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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