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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Policy in Special Regions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政策的国际经验

马诗萍  张文忠  李绪茂
Ma Shiping, Zhang Wenzhong, Li Xumao

引言

“特殊类型地区”一词在我国“十三五”规划

纲要草案中首次被正式提及，囊括了革命老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以及资源枯竭、产

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等多种问题地区和特殊

地区。“特殊类型地区发展重大工程”作为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百大

工程名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行动、民族

地区奔小康行动、资源枯竭地区转型等多个子工程。

由于特殊类型地区仅仅是一个概念性描述，因此面

向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政策目前仍由针对某一类型

区的规划及政策组成，例如针对资源型地区可持续

发展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针对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全国老工

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 年）》，以及针对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等。

特殊类型地区既是产生区域不协调发展的原

因，也是区域不协调发展的结果。这些地区普遍具

有区位偏远、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发展条件欠佳

等共性特征，长期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区域性组织

的关注，衍生出了一批与特殊类型地区含义相近的

概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促进发展政策。例如欧盟

在长期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基础之上，提出了

“滞后地区”（lagging regions）概念，开展对滞后

地区的识别和有针对性的投资扶持工作。美国纽约

区域规划协会在《美国 2050》（America 2050）项目

中提出了“白色空间”（white space）和“欠发达地

区”（underperforming regions）概念，并提出以基

础设施建设为核心手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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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类型地区是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也是区域不协调、不充分发展的集中

表现地区。在国外，以欧盟、美国、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机构或组织，

在特殊类型地区采用了区域规划、财政投资等政策扶持手段。通过对特殊类型地

区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案例的研究发现，国际上已形成以经济指标为主、其他

指标为辅的特殊类型地区识别原则，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以投资作为最主要的政策

工具，但是对其有效性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地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

下的区域治理体制和区域行政壁垒制约了政策的实施，投资政策工具也具有明显

的局限性。对于我国而言，参考国际经验确定特殊类型地区划分原则，有利于提

高区域政策的实施效率，同时应当在发挥区域治理体系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探索

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Abstract: Special region refers to the relatively underperforming area, which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regional uneven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place-specific 
policies including regional planning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special regions by national governments or organiz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rough the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of identifying special region is mainly based on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supplemented by other indicators. Moreover, invest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 
in the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ome controversy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policy and planning.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 guided by localism and 
neoliberalism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restri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the main policy tool has obvious limitations. For China, i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policy by identifying special regions more accurately referr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Meanwhile, more effective policy tools should be 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our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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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就在区域规划中将发展滞后地区划分为“衰退地

区”（designated region）和“特殊地区”（special area）两种 

类型。

与前述国家或地区不同，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明确统一的

特殊类型地区政策或规划，但是针对单一类型地区的政策与

规划长期独立存在于区域规划与政策体系中。不同类型地区

的政策与规划的覆盖范围互有重叠，类型区划分的进入和退

出标准不一，不同类型区之间乃至同一类型区内部发展差异

巨大。在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之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

促进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方面的经验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1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政策与规划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1.1  全球范围内区域不协调发展问题加剧
近年来全球不同尺度的区域发展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与

之互为因果的经济、社会影响日益加剧，引起各国政府和学

者的高度关注。大量研究指出，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内部州与

州之间、郡县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均在不断缩小，

但是这种日趋均衡的发展态势从 1970 年开始逐步逆转，逆

转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差距的不断扩大，更在人

口迁移、就业、教育水平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1-3]。从空间

上看，当前的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不仅出现在资源匮乏地区

和边境地区等传统的欠发达地区，随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

工业化时代，曾经发达辉煌的工业地区也逐步走向衰落，与

新兴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空间

上的转置，形成了新的问题地区 [4]。长期的区域不协调发展

将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资源等要素加速流失，产生一系

列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近期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抬头，冲

突事件频发就是区域不协调发展加剧的后果之一 [5-6]。

1.2  干预区域不协调发展的理论必要性
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发展差距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理论

与实证的双重挑战，以政策干预区域不协调发展具有理论必

要性。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与空间均衡学派理论普遍认为

现实经济中存在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即经济收敛。

该理论学派认为不需要过多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因为发达

地区会由于过度集聚产生负外部性，譬如交通拥堵、土地价

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这些负外部性产生的结果是导

致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发达地区，理论上可以实

现空间上的均衡发展 [7-8]。但在现实世界中，区域发展差距的

扩大使得部分经济地理学者对均衡学派的理论框架产生了一

定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的产业组织形式和新兴知识

密集型产业业态的出现必然导致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产

业集聚的确能够产生很多正外部性，但是所谓的知识和人才

溢出理论在现实中往往失效，正外部性的集聚作用也远大于

负外部性的疏解作用 [4,9]。这意味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

落后地区将愈发难以通过市场和自我调节实现空间均衡发

展，因此应当通过科学干预使区域发展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避免对整体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1.3  新区域主义思潮下的区域治理与规划
近年来受到区域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区域主义等多种

思潮的影响，西方国家对区域发展的认识和干预程度发生了

两次转变。区域主义出现于 1950 年代，早期主要关注区域

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学派规划学者提出应根

据功能进行区划，促进分区经济发展。随后在新自由主义思

想的冲击下，公众选择和地方主义思想逐渐取代区域主义，

欧美国家普遍取消了政府对区域发展的干预。然而在 20 世

纪末期，随着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问题的出现，西方规划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区域发展顶层设

计，探索区域治理的合理结构和高效手段，以新区域主义思

想为指导加强了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城市设计等空间政策

工具的使用。

新区域主义思想受到其兴起背景的影响，着力于解决由

于区域行政分割和后现代时期都市区快速增长带来的经济、

社会与环境问题，提升对特殊类型地区关注度符合新区域主

义学派的主张。与传统区域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区域

主义思潮下的区域治理与规划不以经济增长为区域发展的唯

一目标，而是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环境友好性和社

会公平性的三位一体。新区域主义带来了对“区域”认知的

革新，不同于传统学派对区域经济功能的关注，它更多强调

“国土空间”（territory）概念，主张突破传统的区域行政边

界划分和管辖模式，跨国家区域性组织（如欧盟）和国家内

部大都市区的出现都受到新区域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对区域

发展的干预过程中，新区域主义也更倾向于采用整体性方

法，通过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尺度、不同力量，充分发挥公

众、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力量，促进公众参与，扩大区域投资 

来源 [10-12]。

2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政策的实践经验

2.1  欧盟：以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为核心抓手
欧盟自成立以来长期致力于促进地区的协调平衡发展、

缩小欧盟内部的发展差异，形成了以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

为核心抓手的区域规划与政策体系，重点关注和扶持贫困

落后地区的发展。随着欧盟成员国范围的扩大，1988 年欧

盟提出了著名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凝聚政策”（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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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重点关注贫困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

（图 1a）。1999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空间发展展望》，

进一步强化欧盟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概念，将促进均衡可持续

的空间发展、保护区域多样性、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位一

体发展作为核心目标。2014 年，欧盟发布《欧盟 2020 战略》，

将实现包容性增长列为区域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次年欧

盟委员会发起“滞后地区计划”（Lagging Regions Initiative），

这是欧盟在现有区域政策与规划框架外，对欠发达地区进

行的针对性研究与规划，旨在全面挖掘滞后地区的发展潜

力（图 1b）[13-14]。

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欧盟结

构与投资基金开展，各类基金均拥有很长的发展历史。1958
年，欧盟首次设立欧盟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主要用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质量和生产率、减少社

会排斥、缩小地区就业差距 ；随后在 1975 年欧盟设立欧盟

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1993
年设立欧盟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s），2013 年设立欧盟

海洋与渔业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和

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 (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各基金分别从经济结构调整、特定产业扶持

等角度入手，致力于修正区域间的不协调发展，加强欧盟内

部的经济和社会凝聚。经过多年发展，上述五个基金组合形

成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是欧盟促进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的核

心政策工具。

2.2  美国：联邦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下的有限实践
受到联邦制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美国针

对特殊类型地区的扶持政策和相关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相对

其他国家更为波折，由于“区域规划无用论”的观点长期存

在，严重影响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效果 [16]。1960 年代初，

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区域再开发管理局（Area Re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为旧工业区等衰退地区提供商业贷款、公

共基础设施贷款及拨款，组织开展失业工人培训、技术

援助等服务。1965 年，美国成立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替代原有的区域再开发管理局，

根据地区富裕程度、经济增长速度、城乡状态等标准将全

美划分为 7 种类型区，并在各州设立一个振兴发展地区，在

全国和州两个尺度下对落后地区进行分类引导和政策扶持。

1967 年，经济发展局提出“最差最先”的政策原则，即优先

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局一系列政策在

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1970 年后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

击，相关政策与规划逐步失去话语权。进入 21 世纪后，受

到欧盟空间政策的启发和新区域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规划

学者和非官方组织对区域规划的关注度重新提高。2005 年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开展《美国 2050》规划项目，重点关注

区域不协调发展问题，将推动基础设施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

拓展完善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图 2）[17]。但

是由于美国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大于联邦政府，其

市场经济体制下看重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对个人利益的维

护，当前针对特殊类型地区的区域规划仍然得不到足够的 

重视。

2.3  加拿大：显著的区域差异推动分区发展战略
加拿大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分布特征使得其区域

发展差异巨大。针对这一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实施分

区发展战略，并长期关注偏远地区、原住民地区和衰退地区

的发展。1969 年加拿大成立区域经济增长部（Depart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Expansion），在全国定义并识别了两类需

图 1  欧盟 2级统计单元地区发展状态分类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图 2  《美国 2050》中的发展欠佳县分布图
资料来源：区域规划协会（RPA）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数

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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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针对性扶持的地区，一类是衰退地区，即曾经发达但

现在处于经济低迷或者衰退状态的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

充足，但是新增就业不足；另一类是特殊地区，一般是偏远

的边境地区或资源匮乏，缺少初级基础设施和社会运行体系，

需要进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18]。1973 年，区域经济增长部

将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 ：加拿大西部地区、安大略地区、

魁北克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而加拿大北部地区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人口稀少，并未被纳入经济分区中。1982 年区

域发展局（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替代了区域经济

增长部，在四大经济区基础上将安大略地区分为南、北两部

分，同时将加拿大北部地区纳入经济区划，在六个片区分别

设立地方机构引导区域发展。2018 年，区域发展局提出“区

域经济创新驱动计划”（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特别关注加拿大北部原住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

创新发展问题，推出数字扫盲、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等多个项

目。各地方机构也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提出了区域级发展目

标，例如大西洋沿岸地区重点关注移民问题、劳动力技能培

训，安大略北部地区则关注传统经济部门的转型发展 [19]。

3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

3.1  特殊类型地区的定义与识别
对特殊类型地区进行针对性政策扶持的前提是要对这类

地区进行精准识别。不同国家 / 地区的识别方法存在一定的

差异（表 1），具体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将特殊类型地区等

同为经济发展水平欠佳地区，直接采用经济指标进行判别，

常见的指标包括：人均 GDP 水平、人均 GDP 增速、人均收

入水平、工资水平、就业率与失业率等；另一类方法认为特

殊类型区的判别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如人口

净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民族构成等，同时还有很多国家

将地区的区位条件、历史文化背景等纳入考量。

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特殊类型地

区最突出的特征，同时经济指标的易获取性和可比较性强，

国际上形成了以经济指标为主、以其他指标为辅的特殊类型

地区识别原则。由于特殊类型地区的识别与后续的政策倾斜

程度和资金扶持力度直接挂钩，为了保证识别的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国际经验表明应当将截面指标与动态指标结合进行

表 1  特殊类型地区识别标准汇总

地区 /国家 政策 /规划 /机构 分类名称 分类标准

欧盟

凝聚政策 发达地区 人均 GDP 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90%

转型地区 人均 GDP 在欧盟平均水平的 75%~90% 之间

欠发达地区 人均 GDP 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75%

滞后地区发展计划 低收入地区 人均 GDP 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50% 的区域

低增长地区 人均 GDP 长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90% 的成员地区，并且在过去十年中

未达到欧盟平均水平

美国

经济发展局（1960 年代） 富裕、增长速度快但是经济暂时低迷地区；

富裕地区 ；较富裕的乡村地区；贫穷、经

济发展低迷的乡村地区；阿巴拉契亚地区；

大城市聚居区；印第安人地区

综合考虑经济指标、人口构成等进行区划，采取“最差最先”的政策扶

持原则

经济发展局（2000 年代） 经济困难地区 （1）失业率比全国高 1% ；（2）人均收入低于全国 80% ；（3）其他 EDA

指定的地区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美国 2050》
发展欠佳县 （1）1970—2006 年间的人口变化；（2）1970—2006 年间就业变化； 

（3）1970—2006 年间的工资变化 ；（4）2006 年平均工资。上述四个指

标中至少有三个排名在全国后 1/3 中的县即为发展欠佳县

发展欠佳城市 以下四个指标中至少有三个排名在全国后 1/3 中即为发展欠佳城市 ：

（1）1970—2006 年间人口变化 ；（2）1970—2006 年间就业人数 ； 

（3）1970—2006 年间平均人均收入变化；（4）2007 年平均人均收入

加拿大

区域经济增长部（1969年） 衰退地区 曾经发达但是现在处于经济低迷或者衰退状态的地区

特殊地区 基础禀赋不佳，或者偏远的边境地区

区域经济增长部（1973年） 四大经济区：加拿大西部地区、安大略省、

魁北克地区、大西洋沿岸地区

综合考虑区位、自然资源、发展历史、经济水平进行区划

区域发展局（1982年之后） 加拿大西部地区、安大略省南部地区、安

大略省北部地区、魁北克地区、大西洋沿

岸地区、加拿大北部地区

综合考虑区位、自然资源、发展历史、经济水平进行区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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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还可以设立多重识别指标，同时符合多项指标的地区

才能够优先享受政策支持。

3.2  主要政策手段

3.2.1  政策的侧重点

各国给予特殊类型地区的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促

进各类要素流向特殊类型地区，同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

提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避免人口过度外流。衰退地区的基础

设施往往处于老化状态，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则普遍不

足，因此解决基础设施不足和质量差的问题是特殊类型地区发

展的首要任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包括建设高效的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能源供给网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

（2）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 ：就业岗位的不足被认

为是特殊类型地区经济发展疲软的核心原因之一。就业问题

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本地产业发展水平、营商环境和劳动力

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因此应根据特殊类型区实际情况，

进行针对性的扶持与引导，提高新增就业岗位数，鼓励小微

企业发展，形成活跃的经济与社会氛围。

（3）重视教育培训与科技创新：特殊类型地区受到其长

期落后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影响，本地劳动力技能水平普

遍偏低，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和教育是最重要的扶持手段之

一。与此同时，利用科技创新驱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成

为多个国家共同的政策选择，提升地区的信息化、数字化水

平，通过技术扶持等手段培养新动能，将有利于特殊类型地

区的长远发展。

（4）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变 ：产业水平落后、附加值低、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多数特殊类型地区的通病，解决经济结构

性问题是促进此类型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5）加强环境保护与灾害防控：部分特殊类型区发展受

到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制约，对于这类地区应当尊重客观自然

规律，适当发展清洁环保、低生态风险的产业，加强灾害的

预警和灾后修复工作。

3.2.2  投资是最常见的政策工具

特殊类型地区往往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大多数

地区政府债务严重，公共投资严重不足 ；同时市场失灵现象

严重——过度依赖本地市场，营商环境恶劣，缺乏私人投资

吸引力。理论上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

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扶持手段。因此各国纷纷设立相关资金向

特殊类型地区开展定向投资，通过国家财政投资带动民间投

资；同时通过银行低息贷款等金融手段，解决特殊类型地区

的融资问题。

在这一方面经验最丰富成熟的是欧盟地区。欧盟每年约

三分之一的预算用于区域发展投资，主要通过欧盟结构与投

资基金的五个子基金实现，各项资金的覆盖范围、准入门槛

和侧重点均有不同（表2）。欧盟在直接予以地区投资的同时，

要求受资助成员国进行财政配套投资。预计在 2014—2020 年

间，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向特殊类型地区直接投资约 4 500
亿欧元，各国财政配套投资约 1 800 亿欧元，这些投资主要

用于中小企业竞争力提升（14.0%）、环境保护与资源效率提

升（13.8%）、交通与能源网络设施建设（12.5%）和社会包

容性提升（10.0%）等多个领域。

表 2  欧盟结构与投资基金的构成

子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核心投资方向 适用范围 其他要求
2014—2020年
预算 / 亿欧元

欧盟社会基金

1958 年 促进就业、职业技能培训、

社会包容、消除贫困、公

共服务水平提升等

所有成员国全覆盖 每个成员国必须将 20% 以上的 ESF 用于“促进社会包容，

消除贫困与歧视”工作中。发达、转型和欠发达成员国在

核心投资方向的投资最低比例分别为 80%、70%、60%

839.2 

欧盟区域发展

基金

1975 年 前沿核心领域如科技创

新、数字化，中小企业发

展和低碳经济

所有成员国全覆盖 发达、转型和欠发达成员国应用基金时，在核心投资方向

的最低投资比例分别为 80%、60%、50% ；且至少分别要

有 20%、15%、12% 的投资用于发展低碳经济

1992.4

欧盟凝聚基金
1993 年 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增长、

就业和可持续发展

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低于欧

盟平均水平 90% 的成员国

凝聚基金占被资助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能高于 85% 632.8

欧盟海洋与渔

业基金

2013 年 扶持海洋渔业、沿海地区

发展

所有成员国全覆盖 — 57.5

欧洲农村发展

农业基金

2013 年 提升农业竞争力、自然资

源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农业地区发展

所有成员国全覆盖 — 1 000.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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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经验的总结与启示

4.1  问题反思
经过长期实践，针对特殊类型地区政策的效果仍饱受

争议，如何真正实现特殊类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困扰世

界各国和相关组织。尽管欧盟、加拿大等国自 1960 年以来

就开展了促进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相关工作，但大量的此

类地区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在 2005—2015 年间，欧盟

内部的“转型地区”（大多为老工业地区和资源型地区），只

有 1/3 在欧盟及本国政府的扶持与自我努力下转为“发达地

区”，其余 2/3 的地区衰退成为“欠发达地区”[15]。在加拿大，

六大经济区之间、各经济区内部以及原住民地区和其他地区

间的发展差距依然显著。而在美国，区域再开发管理局早期

援助了大量旧工业郡县，但是其援助资金数额非常有限，并

且审计部门质疑其夸大了有关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失业率的

数据。

国际实践经验反映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地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区域治理体制和区域

行政壁垒，阻碍了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这一问题

在欧盟、英、美等国内均较为突出。如英国泛北地区的振兴

计划“北方之路”于 2004 年开始实施，2012 年由于执政政

府转换，导致区域主义没落和地方主义再次兴起，振兴计划

终止。在美国，受地方政府自治权过大的影响，包括《美国

2050》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多由非官方机构提出，实际

推行效果不佳。第二，国外面向特殊类型地区的主要政策工

具形式单一，以投资为主的政策工具具有明显的自身局限性：

首先，过低的投资金额往往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如美国经济

发展局对区域发展的投资），但是较高的资金需求对财政有

较大的压力；其次，投资手段可能存在短视性，集中在基础

设施等见效快的领域，而科教创新、经济结构改革等领域由

于投资效果难以直接测度，往往被忽视；此外，地方政府对

投资存在依赖性，缺乏自主发展动力。以欧盟结构与投资基

金为例（表 3），2014—2020 年 1 月，实际投资资金约占计划

的 40% 左右，多个领域计划完成率不足 40%。

4.2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特殊类型地区划分原则尚未明确，与此同时针

对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民族地区等单一功能区的

政策与规划范围相互重叠。建立特殊类型地区的进入和退

出标准，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区域不协调发展典型地区，提

高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效率。国际经验表明，在特殊类

型区的识别方面，遵循以经济指标为主、以其他指标为辅

的识别原则，可以通过设立多重指标和动态指标来判断政

策扶持优先级。

在协调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国外经验虽

然普遍将财政补贴及投资等手段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工

具，重点关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但是这一方法具有明显的

局限性。我国区域治理体系相较于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制度

优越性，应当发挥自身优势探索更有效的扶持手段。国外经

验表明，实现特殊类型地区的振兴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周期往

往较长，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结构性的转变。因此

应当关注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科技投入、资源环境保护等

手段对于结构转变的长效影响，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

和公众的积极性，拓宽投资来源，确保扶持政策与规划的持

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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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时代的经济地理学涉及一个悖论。人们普遍认

为，技术和竞争的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区位作用。资源、资本、

技术和其他投入都能方便地从全球市场获得。企业可以通过

企业网络获得稳定的客源，而不再需要在大型市场附近选址。

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正在丧失它们对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因

此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区位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这种观点虽然很普遍，却很难与竞争的现实相协调。在

《国家的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Porter, 1990）一书中，我提出了一个基于微观经济的国家、

州和地方的全球竞争力理论，在其中，集群（clusters）具有

突出作用。集群是一个特定领域的相互联系的公司、专门化

的供应商、服务商、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如大学、标准代理、

商会）在地理上的集中，它们既竞争也合作。集群，或者说

在特定商务领域获得非同一般的竞争优势的关键群体，几乎

是每一个国家、地区、州、甚至大都市经济的突出特征，特

别是在比较发达的国家。

 虽然已有一系列文献认识和探讨了各种形式的集群现

象，但在全球经济中，集群不能通过宽泛的竞争理论和竞争

战略来理解。集群的盛行揭示了有关竞争的微观经济学和竞

争优势中区位作用的重要见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集群的

重要性已经降低，但在一个日益复杂、以知识为基础和充满

活力的经济中，集群对竞争的新影响却日益重要。集群代表

了有关国家、州和地方经济的新思维方式，在公司、政府和

其他机构提高竞争性中，集群必然发挥新的作用。对于公司

而言，组织内部如何安排主导了对竞争和战略的思考。集群

理论提出，大量竞争优势存在于公司甚至产业以外，而不是

在他们的业务单位所在地。这为管理层创造了新的重要议程，

但很少得到承认。例如，集群成了企业和产业新的竞争分析

单元。集群理论提出，企业在它们所在区位的商务环境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利益，这种利益超出了税收、电力成本

和工资率。集群的健康对公司的健康非常重要。企业实际上

可能会受益于更多的本地竞争者。商会可能是一种竞争资产，

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游说的和社会的组织。

编译自迈克尔 ·尤金 ·波特 . 区位、竞争和经济发展——全
球经济中的地方集群 [J]. 经济发展季刊 , 2000, 14(1):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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