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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革
与新时代系统动态均衡格局

*

王曙光 王丹莉

［摘要］新中国 70 年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新均衡战略) 的历史演变，而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路径与中国经济从平等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历史性转变相匹配。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基本矛盾的重大变化意

味着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应更加关注系统动态平衡，鼓励东西部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势互补，并建

立区域之间的战略合作联盟以及城乡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实现中国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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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前 30 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1． 区域发展战略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区域发展战略，涉及到生产力在不同区域间的布局。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和均

衡化，既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生产力布局往往呈现出

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演进路径，这个演进路径在不同国家不同工业化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国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受以下基本

因素制约: ( 1) 气候、地形、区位等自然地理条件; ( 2) 资源禀赋差异，这些资源禀赋也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 3) 劳动

力的区域分工差异，这影响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配置; ( 4) 经济产业结构的历史传统，这构成一国生产力布局的路

径依赖特征; ( 5) 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变迁，区域发展格局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1］以上五个因素相互

影响、动态融和，形成一种综合力量。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国根据各地区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差异特征、劳动力区

域分工差异、经济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特征、社会政治文化的传统要素等条件，遵循一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

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目标是促进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不平衡走向均衡。具体到中国，除了上面这些要素

会影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之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赶超战略、国家安全和战争因素、全球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影

响也非常大。

2． 我国区域差距和不平衡问题的深刻历史根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基本矛盾，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个重要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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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是非常严重的，大部分工业分

布在东南沿海的少数大城市，而广大的内地地区和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差距甚大。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

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生产力分布的地区差异过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特征的出现，是中国近代

以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早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畸形的工业化模式本身造成了中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地理布

局的非均衡性。20 世纪 50 ～ 70 年代末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出于对整个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考虑，深刻洞察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和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主张发展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加大对内地的生产力布局，努力实现边疆民族地区

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变在工业化进程中过于倚重东部沿海少数工业城市的局面，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少不了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这是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指导思想。

3． 1949 ～ 1978 年间从不平衡区域发展战略到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旧中国形成的沿海和内地的不均衡特征，是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环境的必然结果。旧中国 70%的工业位

于沿海地区，新中国建立之后就要改变这样一个畸轻畸重的工业布局。1949 ～ 1979 年 30 年间，中国重点发展内地，实施区域平

衡发展战略。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而侧重发展内地。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战备。实际上整个沿

海地区，因为战备的需要，投资都相对不多，而把发展重点放在内地。1958 年，中央设立七大“经济协作区”，① 建立均衡发展

的区域经济格局。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从国防需要出发，开始“三线建设”。② 内地投资占了大部分，尤其是三线地区。在

工业布局方面，内地和沿海的差距大为缩小，每个地区都有几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崛起，成为遍布内地的重工业基地，为新中国

的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包括西安、重庆、成都、攀枝花、绵阳、昆明、柳州、贵阳、兰州、酒泉等，

它们都是三线建设的重要产物，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基地，这是新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革命性变化。1979 年以前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重心在内地，极大地缩小了内地和沿海的差距。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到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新中国一开始就重视发展西部地区

的经济，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因此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大面积的西部地区 ( 含边疆民族地区) 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

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民族和谐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到了 60 年代 ( 1964 年开始) ，国家从战略和战备的角

度，开始三线建设。1964 年 5 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后，提出加强内地建设。8 月，毛泽东在

谈及工业布局时又强调，工业不可以集中在沿海地区，过度集中不利于备战，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

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必须加强二线三线的工业建设。［2］这个决定对于人才的重新分布极为重要，西安、成

都、兰州、昆明等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在 60 年代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毛泽东指示成昆、滇黔、川黔、湘黔铁路要抓紧修

好，［3］这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作用极大。

最近，经济史学家们对三线建设做了大量的研究。三线建设距离现在已经 50 余年了，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判断更加理性和客观。从战略层面和长时间视角来说，三线建设对于中国整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尤其对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

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三线建设时期从企业微观效率而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不高，但是三线建设

所形成的工业基础，包括当时从东部到西部迁过来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科研机构，为中西部的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线建设对于缩小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对于中国区域间的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成就，应

该得到公正的客观的评价。

区域均衡战略对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线建设还打通了中国西部的交通线，

使西部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铁路线就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成果。三线建设是中国生

产力向内地的一次大推移，是科学技术的一次大扩散，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形成一批新的工业中心，如西南机械工业

基地、华中机械工业基地、汉中工业区、关中工业区、天水工业区、银川工业区、西宁工业区、攀枝花大型钢铁基地、黔西大

型煤炭电力基地等，对推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由于战备因素，沿

海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某些项目上资金浪费比较严重，工业布局没有得到详密的科学论证，影响

了企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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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根据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地在中央集中领导
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将各省分别划入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大协作区。参见: 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一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97、301 页。

所谓“三线”，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非边疆省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七个省区，以及豫西、鄂南、湘西、粤北、桂
西北和晋西和冀西地区。这个三线是相对于一二线而言的。一线，指的是地处战略前沿的地区，三线就是全国的战略后方，二线指的是一、三线之间的地区。这就是
当时所谓的“大三线”，各省还有小三线。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历史经验和教训

1． 从均衡发展战略到不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向

改革开放之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前的区域发展战略，总体来说是从之前的平衡发展战略到不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向。改

革开放之后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是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激活经济，提高效率。这一时期，沿

海的区位优势就发挥了出来，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获得了中央大量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导致中国沿海地区的突飞

猛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直到 1999 年左右，国家的发展战略一直是以局部区域的优先发展战略为主，还难以充分考虑到东

西部的均衡问题。其中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主要是追求 GDP 的总量增长，区域

平衡是次要的，只有总量的快速增长，才能在动态当中解决全国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所以，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更

多国家投资的支持，西部的投资变得少了，尤其是原来大三线建设的区域，那些军事工业、国防工业等重工业的投资几乎全停

顿了，逼迫这些三线企业要进行产业的民用化转型。有些三线企业成功实现了转型，如四川绵阳的军工企业成功转型成家电企

业，长虹电视就是这么崛起的。当然，很多三线建设的成果在改革开放之后付诸东流，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2． 非均衡的梯度开发战略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先把东部的 14 个沿海城市定为开放城市，从北部的秦皇岛、大连，到烟台、青岛，最后到海口，成

为第一批开放城市。国家的思路是先发展沿海，再开放中部和西部，这就是梯度开放和发展战略。这一梯度开发战略使东部的

发展突飞猛进。同时，东部的开放和发展对于全国的开放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梯度开发战略就是顺序开

放策略，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思路。

应从两方面评价梯度开发战略: 一方面，梯度开发战略确实搞活了经济，经济增长效果明显。梯度开发战略在改革开放初

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在梯度开发战略中，东部地区先行先试，探索新的经济模式和道路，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意义都应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梯度开发战略所引发的消极后

果。梯度开发的战略也为今天中西部的欠发达、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埋下了一个伏笔，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使东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加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西部的整体开发建设比东部大概晚

了几十年，浪费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现在西部发展的滞后、中部的塌陷，其原因在于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没有注意到区域

的均衡发展，大量资金和人才跑到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

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很多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改革开放之后被东部沿海迅速拉开了距离，这是我们在这一阶段付出的历史

代价。

1999 年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离 1979 年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整整 20 年。到了 21 世纪初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因为中部

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了，跟东部已经形成了发展的鸿沟，因此，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是造成中国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进

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重新进行区域发展布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一系列决策，均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均衡发展战略的目

标，是实现中国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发展。

三、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与转型

1999年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出现了重要的调整和转型，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全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999 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八五”计划开始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

等，说明东中西部差距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2000年 10 月，“西部大开发”确立为国家战略，此后中央采取强有力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党的十六大 ( 2002 年) 提出东

北振兴。2009 年以来，区域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清晰。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强调区域均衡和协调发展战略?

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

盾开始凸显出来了。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总量的增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不平衡的问题开始变得更加重要了。尤其是在

2008 年之后全力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和均衡。2009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 ( 2008 ～ 2020 年) 》《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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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系列规划。这些规划出台之密集，涵盖区域之广泛，区域融合之深度，

都是以前的规划所没有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发展规划中，有些规划已经超越了一个区域的范围，开始强调跨省的协

调发展，这就需要打破区域限制，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向更深层面的区域融合和均衡发展。比如，关中和天水分属于陕西和

甘肃，打通这两个区域，就要求两个省的通力合作。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也需要福建加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黄河三角洲

的开发，就需要将周边的几个省份联合起来发展。中部崛起，也需要豫鄂湘等地打破省级限制，建立大区域的概念。另外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要将区域均衡发展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北部湾的区域发展就要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图们江区域

的发展就要加强对东北亚的开放等。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均衡战略: 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1． 新型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3 + 4”的总体格局

2012 年之后，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可称之为“新均衡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基本矛盾的变化之后，“不平

衡”这个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幅员辽阔，尤其是边疆地

区极为广阔，如果生产力分布过于不均衡，确实是会引发大量的边疆稳定问题、民族矛盾问题、贫困问题，因此必须调整区域

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地区实际上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尤其是资源、能源方面的支持，但是这

些地区所分享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却相对较少，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了“3 + 4”的总体格局: “3”就是三个大的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4”就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这四个战略。可以看出，整个

区域发展格局既强调重点，又强调全国的均衡发展，尤其是要补好几个短板，比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以及中部崛起几个短

板。但是补短板不是以牺牲东部地区为代价，而是要同时促进长江经济带和东部的率先发展。新均衡战略强调不断创新区域发

展政策，深化各类区域合作，深化中国与国外的合作，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我国的新疆、广西、云南、宁夏、甘肃等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以对外开放

促进改革发展的区域发展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选择，它突破了原有区域发展

战略囿于国内市场的传统思路，实现了内外联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生产力，这个格局很大。

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探索经济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新模式，实现跨行政区的要素有序流动，

有望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的范本。未来 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有实质性的推进，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后，首都的蓝天

将更多，环境将更好，文化功能和对外交往的功能将更加突出，而河北和天津将承接北京疏导出的大量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

习近平指出: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

理念。”①

长江经济带要实现沿江 11 个省市联动发展，通过长江黄金水道串联起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经济区，有效发挥

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共抓生态环境大保护，加快统一市场建设，有力推动东中西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的计划将视野扩大到提

升全球影响力和生态等领域，更加强调各地区之间的多方联动、良性互动。从政策手段来说，不光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而且

要放开视野，把整个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综合利用，同时还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

均衡协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

2． 党的十九大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面的新进展

党的十九大赋予区域协调发展以更新的意义，要促进中国实现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最大限度消除区域

之间不协调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都是反贫困任务最艰巨的地区尤其是一些成片的贫困区，如大别山区、四省

藏区、② 南疆四地州、③ 大巴山区、云贵高原以及其他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要破除

区域之间的割据，消除区域之间的行政割裂，如黄河沿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要实现协调发展，就涉及利益平衡和生态补偿

机制。

国家“十三五”规划又强调城市群的问题，中国将来要发展一大批城市群。如京津冀是一个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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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省藏区”包括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 77 个县，全部是民族县，其中有 69 个牧业或半牧业县。
“南疆四地州”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将形成一些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另外还包括东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

在这些城市群中要实现资源共享、连片的开发和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发挥城市群中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的功能。

五、区域发展战略的未来趋势: 新时代系统动态平衡发展格局

新中国 70 年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大概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的均衡发

展战略;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 1999 年之前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第三个阶段是 1999 年之后到现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新均衡战略。在这三个阶段中，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平等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

注重社会公平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提出基本矛盾变化，“不平衡”的矛盾更加被重视，这时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国家的大战略是在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公平问题，更加注重区域平衡。因此，从

这 70 年的演变来看，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取向的变迁是合拍的。

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要实现系统动态均衡发展，具体来说，要注意六个方面:

第一，区域均衡发展的“均衡”，不是静态的平衡，不是运用纯粹行政力量刻意造出来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要在

东西部的动态发展过程实现平衡。［4］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促使各种要素在整个国家均衡地、自由地流动，既鼓励西部的人

才和资源向东部流动，也鼓励东部的人才和资源向西部流动，其中资本的转移尤其重要。要利用政策引导，更多地将东部的资

本引到西部去，到那里投资兴业，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训，给西部更多的倾

斜性政策，使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1988 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理论构想，要兼顾沿海和内地两

个大局。［5］目前这个阶段，沿海要帮助内地发展，以实现更好的区域均衡。

第二，要以系统动态均衡的眼光看待东西部关系。要充分认识到，东西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

是对立的关系。西部长期发展滞后，对东部的发展也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 30 年，大量人才和资源从西部来

到东部，丰富的人力资本的涌入，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但是最近一二十年，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有所变化，

之前的梯度效应已经开始减弱。东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已经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在影响着东部的发展。

西部发展的滞后，降低了当地人民的有效需求，从而使东部地区的很多产品找不到市场。西部地区发展的滞后，使得优秀的人

力资本的再生产受到阻碍，没有人才的源源不断的涌入，东部的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必须深刻认

识到东部和西部的依存关系，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鼓励东部向中西部的资本转移和人才转移，这方面的空间和潜力是

非常大的。

第三，要在系统动态均衡理论框架下鼓励建立区域之间的战略合作联盟，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流动与资源整合。在东部和西

部的省份之间，合作的空间很大，不同的地区要建立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教育、金融、制造业、技术合作、

能源合作、环保产业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东西部各有比较优势，东部有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而西部有广阔的市场、有较

为低成本的人力资本、有大量的投资空间。东部和西部的战略合作会得到双赢的结果。

第四，要在系统动态均衡原则下实行“多极化区域发展战略”，要鼓励打破区域界限和行政隔离，实现区域间的集聚效应和

扩散效应。在中国广大的版图上，由于地理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天然地形成若干跨省区的区域，这些区域是形成“多极化区

域发展战略”的基础。各个区域之间，各个“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要素集散中心，相互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极其紧

密，互促互融，一荣俱荣。因此，要构建区域性的核心，使得各种要素在区域 ( 极) 内部既有集聚效应，又有扩散效应。这几

年，中央高瞻远瞩，建立了诸如海西经济规划区、京津冀经济规划区、辽宁沿海经济规划区、成渝经济规划区、广西北部湾经

济规划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规划区、关中天水经济规划区等区域性的发展“极”，这些区域性的“极”的发展，对

于缩小区域差距，对于激活区域内要素的流动，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在“多极发展的区域战略”中，关键的是要打破各个

省区之间的诸侯割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区域壁垒，消除人为的行政隔离，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五，新时代实施新均衡战略的关键之一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区域

发展差异 ( 即东中西部发展之间的差异) 和城乡发展差异 ( 即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差异) ，而在这两大差异之

间，城乡发展差异居于主要地位。实际上，虽然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确实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东中西部的

核心城市之间 ( 比如说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 差距不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关键还是城乡差距; 即使在西部省份，大中城市和省

会城市实际上都比较发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较发达，然而乡村的发展却严重滞后。这就是“双重城乡二元结构”，即我国

的城乡二元结构既表现为整个国家意义上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又体现为每一个区域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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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差异远远大于东中西部不同核心城市之间的差异。未来中国要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开发战略为引领，

加快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致力于改善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网络的建立，尤其是注重在边疆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推动反贫困战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六，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极大了改变了区域发展格局，为区域发展战略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在新的信息科技条件

下，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一些新情况。资源禀赋的约束已经越来越小，很多地方依靠新的信息技术，克服了原来资源

禀赋的约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提示我们，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的时候，要摆脱以往的传统思维，解放思想，打开格局，依靠新的信息科技实现本区域的战略发展。而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区

域发展对空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一些区位优势不佳的地区在新的互联网条件下很有可能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开发那些原本难

以发展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浙江义乌的物流产业就是极为突出的例子，义乌在完全不具备区位和人才优势的情况

下，成为世界物流中心。这都有可能引发区域发展格局的新突破，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后发优势明显，完全

可能后来居上，比如贵阳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十分迅猛。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区域平衡发展意义更加凸显，如江浙一带的

传统工业向西部和东北转移，而江浙地区的产业实现了新的转型升级，这种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区域转移，将带来生产力布局的

深刻变化，要从政策和机制上鼓励这种转型和转移，为生产要素更合理的配置提供制度支持，为区域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提供

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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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Ｒ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ition in 70 Years and
New Era Systematic Dynamic Equilibrium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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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uring 1949 ～ 2019 has experienced a deep transition of
“equilibrium-disequilibrium-new equilibrium”． The transition is match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anges of basic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fter 19th representative meeting of CCP signified that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ust select the systematic dynamic equilibrium pattern． In future，China should encourage free factor
liquid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rea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truct the strategy
cooperation unio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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