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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一体化问题的学科归属
——
—基于一体化行为主体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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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一体化理论基于对一体化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规定，将经济一体化自然归属于国际经济学，国内
一些学者根据对一体化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将其拓展至世界经济学。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进展表明，
必须对传统一
文章就经济一体化的区域
体化理论的行为主体规定进行反思与修正。通过对区域经济学传统与发展趋势的考察，
经济学归属进行了相关论证，
认为将经济一体化纳入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并不是将其从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
剥离出来，而是为了在开放的学科主义下借助于多重视角对其开展更为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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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一体化理论及其学科归属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 195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与全球化
并行不悖的一个经济现象与潮流。伴随着一体化形态的发展，
对一体化经济运行的理论研究也日益深入。由于雅各布·瓦伊
纳（Jacob.Viner）于 1950 年代构建的关税同盟理论既是经济

一体化自然定义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
②“由于当时国际经
济学的成熟发展，……关税同盟研究体现了典型的国际经济
学的规范分析方法”
（黄烨菁 1998）。上世纪末，
国内学术界就
一体化理论的学科归属问题曾有过一个短暂的争论。黄烨菁
基于世界经济整体性增强的现实，提出将经济一体化定位于

一体化研究的开端，也构成了该研究的核心理论。因此，关税

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应地从学科上将其归属于世界经济学，并
将分析方法扩展到世界经济研究常用的规范研究这一方法

同盟理论所构筑的一体化行为主体（国家）间贸易转移和贸易
创造效应的分析范式也就被确立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范式，
尽管该范式仅止于对一体化效应的静态分析。瓦伊纳之后，贝

上。湛柏明则认为应根据一体化的层次区别其学科归属，
一国
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应归属宏观经济学；两国或两国以上的
国际经济一体化涉及一组相互依存的各个国民经济间的经济

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在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a
process）,又是一种状态（a state of affairs）的基础上，对一体化

诸关系,即国际经济领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是国际经济学；包
含所有各国经济有机结合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学的
研究对象[2- 3]。应该说，
这场短暂的争论虽未就一体化的学科归

组织形态作了堪称经典的类阶段划分 （自由贸易区、关税同
盟、共同市场、
经济货币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①。在上述两位
经济学家构筑的理论框架下，一体化研究基本沿着三个方向
展开：①对一体化效应由静态向动态的拓展和对一体化各形
态经济效应的研究，②基于全球化与区域化关系的一体化行
为主体（主权国家）政策、策略研究，③对区域经济组织（如欧
盟）治理与运行机制的研究。其中对一体化经济效应（包括静
态、动态效应）的研究已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也构成了一
体化研究的主流（樊莹 2005）。相对来说，自经济一体化现象
产生以来，对其在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并未有专
门论述,只是想当然地归入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究其原
因：①经济理论界依据关税同盟理论的两国关系模型将经济

属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却厘清了一体化进展与学科归属定位
的动态关系，为一体化学科归属及其分析方法研究奠定了基
础。尤其是湛柏明对民族国家内市场统一的一体化行为及其
学科归属的研究，既对中国当前开展的经济一体化努力有极
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是对一体化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缺
憾的补正。事实上，
经济一体化理论长期以来以主权国家间经
济合作为研究对象，定位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忽视国内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象，
既无法正确认识一体化的历史[4]②，也
无法全面反映一体化的现实进展。美国经济史学家弗里茨·马
克鲁普（Machlup.Fritz）曾尖锐地指出，巴拉萨的定义只说明不
同国家加入一个区域集团，而没有考虑一国之内各地区和各

①对经济一体化的阶段划分并非唯一。李普西、
阿格拉、林德特等学者分别于 1968 年、1980 年、2001 年对一体化组织形态进行了划分，
但
经济理论界已经约定俗成地认可了巴拉萨的划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拉萨的划分在该领域的地位。
②德意志联邦建立后,国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状况,各邦币制、税制、工商条例各异,关卡林立,严重阻碍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它用近
10 年时间通过签订统一的关税条约,把以普鲁士为首的共 2 300 万人口 18 个邦纳入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市场,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同时
为此后德国的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美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个地区与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联系频繁,但彼此之间的经济、贸
易联系则显得薄弱,区际贸易极不发达,在相当长时间里，以国内区际贸易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明显落后于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区域一体
化。
收稿时间：2008 - 02 - 10 ；修回时间：2008 - 10 - 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77105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 05- 0716）和湖南省人文地理学
重点建设学科资助项目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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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的情况（姬广坡 1999）。尽管巴拉萨在 1975 年对其定

设为主旨的一体化和国内部分经济区或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合

义作了修正，强调经济一体化既包括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又包括国内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但相应的理

作，后者也称国内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是国家主体与其单独
关税区的经济一体化（如中国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港、澳、台

论规定及其方法并未有大的改观。国内学者在对一体化理论
及其现实进展进行研究后也认为，
一体化理论对“主权国家内

的一体化），
这是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特例。
传统一体化理论将经济一体化归属于国际经济学的理论

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缺乏理论解释”
（赵伟, 程艳

基础在于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行为主体规定，后来的研究

2006）。本文基于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国家主体与其单

者在将区域边界拓展至全球的同时也将经济一体化的学科归

独关税区的一体化）和国际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和发展，
提出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学科归属论，
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

属拓展至世界经济学，
客观地说，
后者虽对一体化的区域边界
进行了拓展，但其理论基础仍停留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主
体规定。因此，
二者均无法真正反映一体化的现实进展，不能
为当前出现的一体化形式的存在与运行提供理论解释与指

仅分层次属于国际经济学、
世界经济学，更应归属于区域经济
学。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学应将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国内区
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作为一个
范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学”的使然问题，而是一
个应然问题。

2

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进展：一个行为主体视角

1950 年代以来，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示范效应下，区域
经济一体化开始呈蓬勃发展之势，至 2006 年 3 月，向世界贸

导。一体化的现实进展呼唤理论界对一体化行为主体规定进
行有效的反思，
因为有效的反思是理论修正的前提与基础。

3

对传统一体化理论行为主体规定的反思与修正

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创立者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而一体
化最初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一
体化的时段很晚，
其时，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体化理论

易组织（包括其前身关贸总协定）通知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已达
340 个。其中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AFTA)、
东盟(ASSAN)
（及其延伸协定组织）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同

已经创立。而发达国家在开展国际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
国内市场已经统一，以国内市场整合为主要任务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已经完成。换言之，
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理论前

期，经济一体化在三个维度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一是已

提是国内一体化的完成，所以这一命题并不表明其研究对象

有一体化区域的扩充和功能的完善（如欧盟），二是一体化组
织数量的增多，三是经济一体化的行为主体发生显著的变化。

或内容仅限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是以其研究前提存在
的。19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
化，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转轨国家大量出现并积极参与国

尤其是行为主体的变化导致新形式的产生并对一体化传统理
论形成新的挑战。从经济一体化行为主体变化的角度看，50
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进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区域合作从单纯的北北型走向南南型、
北南型，实现了发展中
国家规模化参与一体化组织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合
“同质一体化”
走向“异质一体化”
；二是转轨国家的一
作，即由
体化活动构成了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该
进程相交织；三是一国之内国家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的一体
化出现，成为一体化的一种独特形式；四是国家内部大经济区
域（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频繁开展，为一体化进展增添了新的
内容。相应地，当前一体化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①：①全球经
济一体化。一方面，区域化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体现，区域化的
目标必然是全球化。另一方面，
全球化可以看作是扩大了的以
世界区域为空间范围的区域化。因此，
全球化是区域经济一体

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或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转轨国家）是
问题开始凸现。也就是说，
以尚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尚未整合完毕的国内区域关系参与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当然，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体化理论的
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也是一体化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完整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必然包括国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同时，
巴拉萨对经济一体化定义后，
一种惯性的以主权国
家为单位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思维形成，尽管他随后于 1975
年进行了修正，但此后的理论阐述与研究始终摆脱不了他
1960 年代初所设定的理论框架。于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在一
体化研究视野中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直到转轨国家出现
并开始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
全球地域范围的一体化在目前只是
一个理论模式或目标模式。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不一，一体化协议覆盖全球的难度目前仍相当大，只能作为
一体化的目标模式而存在 （如世界贸易组织覆盖区域理论上

在一体化传统理论框架中，除将一体化行为主体限定为
主权国家外，
还附加了许多更为严苛的条件，
如行为主体具有
共同的命运、
行为主体处于相互依存状态、行为主体必须是同
质的，
即参加国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
在经济上实行了市
场经济，
行为主体能够做到自我约束，
即国家之间的利益必须

可指全球，但仍有一些国家与地区未加入）。②国家间区域经
济一体化或称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构成当前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主体部分。③国际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一国或多
国整体与其他国家部分区域的一体化和不同国家部分区域的

是可协调的（王子昌 2004）。此外，以欧盟为范例的区域一体
化还隐含了一个条件，
即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相近，一体
化应具有一定外部条件，
如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支持等。
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形态，在研究内容的界定上应该具

一体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新柔廖”成长三
角，北美的美—加和美—墨边境区一体化）。④国内区域经济

有历史回顾性、
现实概括性与未来发展性。遗憾的是，一体化
理论的一些理论规定或预设前提，
未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一体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三种类型：
一是以国内统一市场建

如德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过市场不统一的

①文化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华人经济圈，因以文化认同而非区域认同为基础，无明确的一体化行为主体；同样，城乡经济一体化是
以聚落的社会、
经济形态作为主体划分标准的一体化。因此，本研究均未将其作为一种类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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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后才

论。斯密特别指出，如果经济主体的交易范围超出了一国范

技术、
知识条件限制，不可能对未来研
实现的。如果说受历史、
究内容作较准确预见的话，那么，通过抽象的理论规定，为可

绝对优势理论的分析以区域为
围，
国际贸易就发生了。可见，
单位，
但斯密所指区域并非局限于国内的次级区域，
而是既包

能出现的事象预留一定的空间则是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
义。一体化理论的创立者未能遵循这一定律，
因此，导致了一

括国家也包括国内层级不同的区域。绝对优势理论与古典区
位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萌芽，其对区域外延的弹性界

体化理论的缺陷和弊端，这也是一体化理论一直为另一部分
西方学者如马克卢普等所诟病的原因。对一体化理论行为主

定构成区域经济学的经典传统，为此后区域经济学向国际维
度的拓展研究预留了空间。李嘉图在解决斯密理论缺陷即
“一

体规定的修正正是基于对一体化的上述理论认识及其现实进
展。
根据一体化的现实进展乃至发展趋势，一体化行为主体
不应限于主权国家，还应包括地区经济体、国内各层级区域、

个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缺乏绝对优势的国家如何参与国际
分工？”
时，
创立了比较优势或称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
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它都有自己的相对
优势，即使总体上、大部分处于劣势，也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

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 （如欧盟以一个整体参与更大范围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果是国内区域（包括单独关税区）参与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则其前提条

相对优势，
其中最重要的比较内容是生产成本，
特别是劳动力
成本。因此，
最有效、最合理的社会生产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生
产自己在生产上处于相对优势、
成本比较低的产品，
并用这些

对一体化
件是国家中央政府授权其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同时，
行为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而言，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是
利益协调的基础，也是一体化所以进行的必要性所在；以市场

产品去交换自己所需的产品，
获得好处。该理论既是国内区域
产业布局的理论依据，也为不同国家主导产业的选择提供了
指导。同样，
李嘉图使用的仍是弹性区域概念，
并未特指国内

经济为指向的共同的经济体制是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及其价格
与国际范围。随着区域优势理论的演进，
与上述理论一脉相承
制定的基础与保障，因此，
应作为必要条件。由于区域间民族、 的理论相继诞生，如赫克厦尔和俄林创立的要素禀赋理论
历史、
文化、宗教、社会差异的广泛存在，
在经济一体化中对行 （H－O 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
为主体的政治制度要求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论、
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理论等。区域优势理论演进的一个

4 区域经济学的传统与趋势：基于对区域优势理论
与区位论演进的考察

显著特点是，由于一系列变量如技术、制度等的内生化，在对
空间意义的区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渐次注重区域产业、区域
经济主体及其内部结构如所有权优势等对区域竞争力形成的

在讨论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学归属时，不可避免地会

作用。但是，
上述理论仍依循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保持了

遇到一个两难问题。是要修正经济一体化理论使之符合区域

对区域的弹性界定，尽管并未有学者就区域的外延作过特别

经济学研究还是要重新界定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畴以更

的论述。这也是上述理论目前游刃于拥有不同分析单位的经
济学各分支学科的最主要原因。对区域优势理论演进过程的

好地研究一体化问题。或者说，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会否客观
包含经济一体化问题？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存在，
包括世界
层面、国际区域层面、国内区域层面等客观形式，其理论内涵
相应与此一致，无法也不能削足适履，
为了归属区域经济学而
生硬地改变客观存在的东西。因此，问题就明显在于对区域经
济学研究领域与范畴的探讨。为何区域经济学长期以来未关
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抛开方法论意义上的古典与现代区域经济学之分，在一
个抽象而通俗的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区域。
“区域——
—区域问题——
—区域分工——
— 区域关系——
—区域优
势——
—区域竞争力”这样一组一脉相承的链式范畴构成了区
域经济学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与体系。其中，
“区域——
—区域
问题”
属宏观范畴，
“区域分工——
—区域关系”
属中观范畴，
“区
域优势——
—区域竞争力”属微观范畴。对这一体系的简单理解
是：区域经济学是为解决区域问题而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区域
问题是在区域分工基础上基于区域关系的比较意义而言的，
解决区域问题的主要途径在于塑造区域优势从而形成区域竞
争力。那么，这样一组有层次的范畴是如何形成的呢？透过对
其形成过程的揭示是否可以对区域的外延作一个清晰的界
定？答案是肯定的。1776 年，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
在这
部经典著作中斯密揭示了国民财富形成的原因，除了基于个
人自利而产生的对社会的客观福利贡献外，斯密还基于地域
（区域）劳动分工原理，在区域关系的框架内分析了区域专业
化生产对财富创造从而区域发展的作用，这就是绝对优势理

分析说明：①区域经济学并非以国内区域为既定研究对象，
②对国际贸易、
投资进而国际
而是以国内和国际区域为对象；
区域关系的研究，
是区域优势与分工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这
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古典区位论是区域经济学产生和存在的重要理论基础。
区位论的演进充分反映了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域空
间边界变化。自 19 世纪初至 1940 年代先后形成的农业区位
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被称为古典区位
论。构成古典区位论的四大区位理论虽然研究对象不同，
理论
目标各异，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都以一个假设的均质区为
空间范围，
把运输成本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依靠市
场机制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获利的最优区位。不难理解，
在古
典区位论的理论模型中，区位是单个厂商在空间连续体中的
最佳布局位置，但空间连续体的边界在古典区位论者那里更
多是与城市边界相一致的。1950 至 1970 年代，
动态的总体区
位论形成，区域经济学作为地理区位——
—配置问题研究的分
析框架被人们所接受（彼得尼茨坎 2001）。佩鲁(F.Perroux)的
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G.Mydral)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
弗 里 德 曼 (J.Friedmann) 的 中 心—边 缘 理 论 、 威 廉 姆 逊
(Willianmson)的倒“U”型理论、赫希曼（A.O.Hirschman）的不平
衡增长理论是其典型代表（马国霞，甘国辉 2005）。该阶段区
位论对区位的关注不仅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地区总
体经济结构及模型研究，而且从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将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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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点拓展到了区域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艾萨德（W.

体化也在形成中，
缺乏明确的理论归属，
区域经济学无法置国

Isad）主张将“空间系统”作为区域经济的研究对象。当然，动
态总体区位论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在关注区域关系和空间相
互作用的同时，在空间范围上仍停留于国内区域分工和发展，
并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分析区域空间模式。1980 年代以

内区域问题于不顾而关注区域一体化，而具有完整学科体系
的国际经济学就十分自然地承接了对其的研究与理论型塑。

来，区位论研究进入了新空间经济学阶段，产业集群理论、全
球性新区域主义、网络空间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演化理论是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研究队伍等方面始终未能厘清与地
理学的关系，以至于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科

其 代 表 性 理 论 。 尤 其 是 全 球 生 产 网 络 （global production

却不能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完全接纳，
因此，
在真正实现区域经

network）概念的提出，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以资源要素跨国
流动为特征的复杂空间结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新空间经济
学视野中，作为区域竞争力形成动力机制的产业集群的区域

济学的中观性、
应用性经济学定位之前，
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在区域经济学范畴中的研究不会得到其应有的发展，也会有
碍一体化理论对实践的理论指归功能发挥。

边界既可在一国之内也可表征跨国的以洲为单位的地域单

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学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地理学，
虽然在学科属性上已有分野，但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在

元。从区位论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
随着区域经济主体由微观
的单个厂商向宏观的产业乃至产业集群的转化，区域经济学

5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开放互济的
学科主义

关注的空间（地理意义区域向经济意义区域的转化）范围也从
单个具体的地域（均质区域）走向国内乃至全球，区域边界的
经济规定呈现模糊状态，而相应的区域关系研究则由国内地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一体化行为主体
的主权国家界定和区域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由于特定阶段特定
环境下对国内区域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未

域分工走向全球产业分工。即便新区域主义所主张的
“区域优

被纳入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这与经济一体化的固有属性和
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不符，也有碍对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进
一步研究。当一体化的现实进展突破传统理论的固有规定，
产
生新的行为主体时，再来回溯区域经济学赖以产生发展的基

先”
（地理上相邻国家构成的区域） 也是以全球化的存在为前
提的。
1990 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建立在区位论演进基础上的新区域经济学诞生①，
全球区位论
成为新区域经济学一个当然的研究主题。
“全球区位论主要研
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对投

础理论，我们发现，区域经济学对区域边界的规定是动态的，
是随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逐步演化的，它既指国内各层级区

资区位的国别选择。它将研究企业活动的范畴从国内扩展到
全球, 因此, 企业对区位的选择范围也就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朱传耿，朱舜 2003）。当然，
将研究重点放在特定地域还是特
定企业，则视研究主体是从东道国需要出发还是从企业所在

域，也可指全球范围内各类区域，
甚至从另一重标准看还包括
自然区域、行政区域、
经济区域。对一体化理论关于行为主体
的理论修正可使其当然归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区域经
济学对一体化理论的研究需要解决几个问题：①主体规定问
题。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体化行为主体宜界定为区域，
包括

国即投资国需要出发而定。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区域经济学不自觉地将研究对象
的边界限定在一国之内而忽略了对一体化区域的研究呢？这

主权国家、地区经济体（如港、澳、台）、国内各层级区域、已实
现一体化的国际区域组织（如欧盟、
成长三角）。②理论基础与
工具、方法：以地域分工理论为基础，以区位理论尤其是全球

仍需要从区域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寻找答案。1920 年代，西方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失衡问题大量显现。在英国，
以英格
兰北部和西部、
苏格兰、
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为主的经济增长
缓慢地区，与新兴工业区甚至一般区域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开，
尽管英国政府于 1928 年成立了“工业迁移委员会”，采取了一
系列政策帮助落后地区，
但收效甚微。美国的区域发展失衡由
来已久，到 1920 年代，
大西洋沿岸的东北区、中北部的五大湖
地区与西部、南部发展缓慢地区的矛盾已十分尖锐。（陈耀
2000）德国的资源型城市衰竭问题、法国的传统农业区问题均
较突出。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更加剧和凸现
了区域失衡的负面效应，
并已波及种族、文化等社会领域。危

区位论为理论工具，重视信息技术、网络、市场、外资、政策等
新区位因素，
研究特定地域和特定经济主体（尤其是跨区域企
业）的经济运行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特定地域来说,从动态的
角度,研究构成不同区位特性的区位因素,根据首位区位因素
和区位因素的显著性来分析地域的空间分异规律, 并以此指
导企业选择适宜的投资区位；对特定类型的企业来说,通过对
不同区位因素的分析来确定适宜的投资区位, 并探讨这些不
同类型企业投资区位的全球分布规律”
（朱传耿，朱舜 2003）。
③与世界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分工：
区域经济学侧重于
企业区位选择与区域布局角度，
世界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则侧

机的凸现，为形成中的区域经济学提供了极好的研究与致用
素材，也在无形中规定了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边界。从此后
西方国家一系列区域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效果看，从

重于反映交易主体关系的市场角度。
一体化问题及其理论的动态演进决定了其学科归属的动
态性质，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纳入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并不意
味着将其从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剥离出来，相反，其意义

1930 年代到 1980 年代，国内区域差距的调控是区域经济学
家致力研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相对解决，
也为区域经济学

在于使问题借助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得到更趋科学规范的研
究，使一学科借助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达到更全面、
完善的学科

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性提供了注脚。换一个角度看，一方面，区
域经济学产生以来的较长时期里，国际贸易虽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
区域经济一

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探寻问题本身的科学属性和学科归属
的理论依据，秉持开放互济的学科主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乃
至所有问题获得多角度理论指归并走向科学研究的基本前

①理论界又将其称之为新经济地理学，不过，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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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正如工业化问题为诸多经济学学科所研究而未被限定在
其最初的发轫学科——
—发展经济学框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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