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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hina's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Abstract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and the connotation, focus, and role have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tren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repeated twists and turns i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hange of the integration center and the
unreasonable cost-benefit allocation mechanism have led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z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determines the integration cost-benefit allocation problem;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encounter setbacks.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stbenefit alloca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 imports as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conducive to reduce the cost of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owners and laborers, so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moted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tegration
that promotes each other will help the acceleration of this proces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ct, and optimize the regional pattern, reshape regional relations,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build the key domestic integration areas into a complex of China's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tegrate China-le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ization growth pole for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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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四五”规划的区域战略与空间治理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of China 14th Five-Year Plan
决策背景――变局与大势
Decision-making Background—Changing Situation and General Trend

区域一体化演变趋势与
我国中长期应对策略
陈 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区域一体化正步入新阶段，内涵、着力点、作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文章在认知区域一体化规律的基

础上，分析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探讨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及我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
提出区域一体化中心的更迭及不合理的成本、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区域一体化成本利益分配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发
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将面临障碍；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解决成本收益的分配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发
展中国家以输入为特征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有利于降低一体化的成本、统筹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从而有
望成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并且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速这一进程。应紧
抓机遇、主动作为，着眼国内外，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关系，增强区域整体竞争能力，把国内一体化重
点区域打造成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综合体，把我国主导的国际一体化区域打造成在全球进一步崛起的增长
极。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新趋势，中长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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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或目标考

最大尺度的区域一体化，那么不同尺度的区域一体化

量，有关区域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整体的

很大程度上在不断塑造世界的基本格局 [3]。以往的研

过程、状态和结果 [1]，可表现为国际、国内、区际、

究集中在国际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将区域一体

城乡等多个尺度；不同尺度的区域一体化将城乡、

化看作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侧重于解释区域一体

国家、世界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网络体

化的成因、阶段、效应等[1,2,4]。然而，国际区域经济一

系 [2]。如果将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一体化看作是

体化的百年发展史 [5]，以及近年来英国脱欧、美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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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现象表明，区域一体化受

币政策及收入分配政策等实现一体化[1]。

其内在驱动力的影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一定条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普遍建立在完全市场的

件下，新的区域一体化可能形成；而已形成的区域一

假设前提下，现实中这一条件往往并不具备。影响区

[6]

体化的程度可能加深 ，也可能面临解体。为此，本

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除了市场外，还有政府。如果考

文在认知区域一体化规律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了国

虑政府的影响，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会进一步强

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进而探讨区

化，而要实现国际的区域一体化难度会增加[10]。一方

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及我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

面，国内没有包括关税在内的种种壁垒，各种要素可

1 区域一体化规律的理论认知

以更加自由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

截至目前，对区域一体化规律的理论阐释主要体
[1]

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国家财富整体增长的目标上一
国政府与市场是一致的。因此，政府在促使国内区域

现在经济学领域 。其基本认知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

经济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相比而言，

是一体化的，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

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国政府往往更加关注本

化是资本在更大空间追求更大利润的必然结果，符合

国利益，从而很多时候采取的有关举措与一体化区域

人类财富不断增长的客观需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

的财富增长目标并不完全吻合。

济条件下，不同尺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会自然而然实

2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

现。亚当 · 斯密[7]提出：适合于一国内部的分工原则也
适合于国际，各国都应按照本国的绝对优势开展国际

如果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划分为国内和国际的一体

分工合作；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自由

化，那么当前难度相对较大、稳定性相对较差的是国

放任经济政策，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会自动促进

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中心的更迭[5,11]及不合理

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大卫 · 李嘉图[8]在绝对优势理

的成本利益分配机制 [12,13]是导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

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区域间即使

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

不存在绝对优势，但如果存在相对比较优势，也可以

2.1 区域一体化由强中心推动，中心的更迭往往导

采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开
展区域分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保罗 · 克鲁格

致相应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体系瓦解和新区域一
体化模式的形成

曼 [9]则进一步将区域分工从绝对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截至目前，由于缺乏超越所有国家之上的全球治

理论的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业内分工，将区域经济一

理体系，国际层面的区域一体化往往由欧美等具有国

体化的条件进一步普适化。

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中心区域推动[12]，而中心的更迭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程度上也

往往导致相应的区域一体化瓦解和新区域一体化模式

呈现不断深化的规律性。其中，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的区域一体化主要经历

被分为 4 个阶段。阶段一：自由贸易区——区内国家间

了 3 个重要时期[11]。

取消贸易壁垒；阶段二：关税同盟——区内国家达成了

（ 1 ） 1870 — 1945 年，英国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区

一致的对外关税；阶段三：共同市场——生产要素，包

域一体化时期。一战以前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

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内可以自由流动；阶段四：经济联

强国间的区域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功能性的统一市

盟——区内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规则、宏观经济、货

场和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一战以后则形成了法
院刊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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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核心的关税同盟、英联邦最惠税制，意大利、奥

必遭到反对；随着反对者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体化进

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特惠贸易协定，以及比利时、丹

程就会受到阻碍。

麦、芬兰、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等一系列经济

英国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时期，秉承的

[5]

是自由放任的区域一体化——不仅资本、贸易可以跨

（ 2 ） 1945 — 1991 年，美国和苏联主导的区域一

国自由流动，劳动力理论上也可以自由流动。如果从

体化时期。形成了分别由苏联和美国主导的社会主义

管制程度上评价区域一体化水平，应当比之后的 2 个

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10]。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军事方

阶段都高[13]。然而，自由放任的区域一体化逐渐带来

面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方面建立了以关税及

社会极度的两极分化，继而导致反对区域一体化的大

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国际货币基

众政治逐渐取代支持区域一体化的精英政治，区域一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支柱，

体化出现停滞，各国倒回到自给自足的政策[14]。

协定 。

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组织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在政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了上个时期的教训，

治军事方面形成了华沙条约组织，经济方面建立了经

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采取再分

济互助委员会。

配、改善福利等方式补偿受损害的社会群体。然而，

（ 3 ） 1991 年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区域一体

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又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和用

化时期。 随着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

来再投资的资本，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丧失发展动力。

会的解体，政治鸿沟消失，美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开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

始向全球拓展[15]。跨国公司成为驱动全球经济一体化

爆发，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危机[13]。

的重要力量，全球贸易、投资、生产网络迅速整合。

20 世纪 8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衡量商品、服务、资

始了以消减公共福利开支、取消贸易和金融管制为主要

本、人员跨境流动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全球一体化达

特征的新的区域一体化。苏联解体后，资本的市场力量

到这一时期的峰值[12]。

得到进一步释放；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离岸金融的规模越

2.2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始终

来越大，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丧失了对区域一体化的管控

没有建立合理的成本收益分配机制，这使得国
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反对力量不断累积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会
产生市场扩大、规模经济等正面效益，也会产生竞争
加剧、经济波动等负面成本。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

能力，其通过再分配机制调节受益者和受损者财富的能
力越来越弱[13]。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调自由和
开放的区域一体化又再度转向保护主义（表 1）。

3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预测

成本收益的分配存在很大的不公[12]。即使在主导区域

在成本利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发达国

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这种不公也很明显：掌

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面临障碍。与此

握资本的少数人获得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收益，而不掌

同时，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区

握资本的普通劳动者虽然可以享受诸如商品价格下降

域经济一体化有望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

的部分好处，但同时也要承受包括失业、收入下降在

3.1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面

内的区域一体化主要成本和代价。当普通劳动者承受
的成本代价超过其获得的好处时，这种分配结构就势
808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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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重新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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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

表1

2017 年以来美国政府破坏国际区域一体化的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

美国政府税改，鼓励美资的跨国公司将海外资金汇回国内，使得全球国际跨国投资规模下降

2017年

美国政府指责《巴黎协定》让美国背负不公平的经济代价，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2018年

美国政府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替代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加入了对美国有利的条款

2017—2019年
2018年至今

美国政府 29 次动用否决权，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导致 WTO 争端解决机制逐步停摆

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与中国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

双边或多边协定来推进新的区域一体化。这种区域一

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资本所有者能够在国际上甚

体化没有立足其国内，从根本上解决区域一体化成本

至全世界追求更大利润的同时，资本来源国的普通劳

利益的分配问题，而是着眼于其国外，意图从国际上

动者进一步丧失了从社会化大生产中获得收益的机

获取更多的一体化收益并将成本更多的转嫁给其他国

会 [15]。

家。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建立在霸权主义和

因此，要解决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分配问

对其他国家利益掠夺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不仅推进难

题，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全社会

度很大，而且偏离了构建区域一体化新机制的正确轨

共同占有的制度。只有这样，普通劳动者才能不仅通

道。

过劳动，还能通过资本利得参与国际社会化大生产的

然而，要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构建区域一体

分配，这样国际的区域一体化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

化新机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很难实现的[14]。因为，

力。

成本收益分配问题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

3.2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有

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

望成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

有制使得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并不占有资本。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为解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看，这个基本矛盾并

决成本收益的分配问题，探索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国际

没有缓解而是在不断扩大。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在

区域一体化新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发展中国家以

社会化大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普通劳动者

输入为特征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则为降低一体化的成

发挥的作用则越来越小——机械化时代出现了资本投

本、统筹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创造了良好

资形成的机器对普通劳动者的第一次替代，而智能化

的现实条件。

时代则正在出现人工智能对普通劳动者更大程度的替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

代。资本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势必要求在社会化大

往往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到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到足

生产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发挥的作

够高、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到足够低、国内缺乏投

用越来越小，其很难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获得更多的利

资机会的阶段出现的 [16] 。因此，其国际区域一体化

益——这就是成本收益分配问题产生和难以解决的根

以输出为基本特征，包括资本的输出、技术的输

源。国际的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

出、产业的输出等 [17] 。而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国际

矛盾：通过跨国投资将生产过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

区域一体化，则发生在其国内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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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多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因此输入是其基本特

变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主体，而

征。随着资本、技术、产业的输入，一方面发展中

并没有改变当前国际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格局及发达国

国家所缺乏的稀缺要素得到了弥补，从而创造出越

家的输出状况，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发达国家一体化

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能够参

成本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在目前国际区域一体化遭遇

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发展中

波折，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区域一

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中，不仅国际资本和国

体化并倾向于破坏一体化规则的情况下，发展中社会

内资本能够获利，广大的劳动者也能通过就业、收

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势必遭到发达国家的

入增长而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发

对抗。考虑到发达国家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的艰难

展成发达国家，并且国内缺乏投资机会时，才会遭

性，要实现发达国家“对抗—协商—协调”的转变过

遇区域一体化成本收益的分配问题。因此，发展中

程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

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成本低、资本所有者和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

劳动者的利益容易统筹，因此较发达国家推动的国

速这一进程。一方面，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区

际区域一体化更具现实条件。考虑到发展中社会主

域一体化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从

义国家在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方面的制度基础，

而进一步提高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尤其在跨国

那么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有

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已经获得超国家能力的情况

望成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表 2）。

下，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整合有可

3.3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将

能绕开发达国家政府来进行。另一方面，国内的区域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虽然

能力、产业链配套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等在内的核心

理论上具有长期生命力，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竞争力，从而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间接迫使发达

家仍主导国际区域一体化、掌控和破坏一体化规则的

国家尽快回到加强国际合作的轨道上来，提高了发展

情况下[12]，要真正成为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新模式必然

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动性。

要经历艰辛的过程。与国内区域一体化的互动发展，

4 我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

与其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实现互动发展

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速这

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自主创新

随着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最终消费市场和最大的

一进程。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仅改
表2

制造业基地，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硬软环境在地区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国家推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比较

指标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国家

国内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到停滞和外溢阶段

一体化特点

吸纳和输入为特征

扩散和输出为特征

基本制度
面临问题
生命力

社会主义公有制

不存在成本利益分配问题
具有持续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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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私有制

存在严峻的成本利益分配问题
面临障碍

间日益趋同，以及主体功能区等促进区域
一体化的制度和政策不断创新 [18]，全方位
推进国际国内一体化，以国内的区域一体
化加速国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国际的
区域一体化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条
件越来越成熟。应紧抓机遇、主动作为，
着眼国内外，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关
系，增强区域整体竞争能力，把国内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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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点区域打造成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综合体，把

盘棋布局统领下、以流域等自然地理单元为次区域的

我国主导的国际一体化区域打造成在全球进一步崛起

一体化路径。

的增长极。

4.1 立足新动能，进一步加快国内区域一体化进程

4.2 携手港澳台，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加快港澳台与内地（大陆）区域一体化进程，已

由于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和重大生产力

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为此，要

布局是新时期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为此，

以“一国”的整体要求统筹解决港澳台长期关注的突

要积极探索城乡间要素双向互动的新机制，顺应区

出问题，以“两制”的体制互补促进港澳台与内地

域间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拓展，发挥创新型地

（大陆）更好的协同发展。

域经济综合体的牵引作用，形成城乡区域一体化、

（1）继续保持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定力。继续以

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基于创新型地域经济综合体的

经济合作为主题，以台湾海峡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为

跨省区域一体化，以及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全国一盘

重点，以感情文化交流为纽带，创新惠台经济政策新

棋的新格局。

领域，开辟闽台经济交流新渠道；提升台湾经济对大

（1）促进城乡等值、差异化发展。遵循城、乡各
具特色，以及城、乡都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的理念，

陆依赖程度，实现福建发展水平全面赶超台湾，以两
岸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适应发达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区域步入郊区化、逆城市

（2）全面开启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新征程。

化的新趋势，在农村人进城务工经商的基础上，探索

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在继续关注香港和澳

城里人下乡居住消费的城乡间人口双向流动格局；鼓

门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国际战略转圜空间的同时，高度

励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以及适应高消费的新模式

关注港澳与内地在社会事业领域的合作对接；降低香

在城乡灵活布局，形成城乡等值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新

港社会发展的压力，强化国民教育和对中华文化的认

机制、新面貌。

同，夯实“一国两制”的社会文化基础。

（2）深化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按照一体化是
“一群”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的必由之路，转变

4.3 积极主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关系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将继续支撑我国

以往按照产业纵向分工进行城市间经济合作的模式，

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为此，要着力构建更加开放的

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生态、文化和经济比较优势，开

国际关系，丰富次区域合作及地区性利益共同体为主

拓城市间多样化的水平分工新领域，合作共赢，显著

导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模式，稳步推进发达与欠发达、

提升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

近程与远程、双边与多边的新型区域一体化进程。

（3）打造跨省区域一体化新板块。抓住重大生产

（1）面向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的发达国家，予之

力布局和构建我国自主、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机遇，

以利。继续加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

以打造创新型地域经济综合体为牵引，以国家实验室

区及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企业的合作，

和国家创新中心为内核，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枢纽，

以服务不断增长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中国市场”

建立不同类型的跨省区区域一体化新板块。

为牵引，建立“中外技术+中外产品+中外货币”的利

（4）强化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导向和利益均衡

益共同体。

机制。发挥流域、湾区、三角洲等自然地理单元在形

（2）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晓之以理。使其认同

成主体功能区布局中的作用，探索全国主体功能区一

我国发展道路、学习我国发展经验；在政心、民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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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基础上，降低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别风险，推进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政策沟通，实现社会
文化、政治经济的深度融合。
（3）面向周边国家，示之以和。积极推动中巴、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中尼、中孟合作，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平维护者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将合作领域从容易取得共识的领域
向敏感地区的资源开发领域拓展，逐步消除一体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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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hina’s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CHEN Do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and the connotation, focus, and role have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tren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repeated twists and turns i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hange of the integration center and the
unreasonable cost-benefit allocation mechanism have led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z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determines
the integration cost-benefit allocation problem;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encounter setbacks.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stbenefit alloca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 imports as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conducive to reduce
the cost of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owners and laborers, so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moted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tegration that
promotes each other will help the acceleration of this proces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ct, and
optimize the regional pattern, reshape regional relations,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build the key domestic integration areas
into a complex of China’s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tegrate China-le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ization growth pole for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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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tegration, new trends,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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