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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历经 30 年多发

展，国家级经开区已遍布全国，其个体间的发展差异也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而日趋显著。认识和探讨国家级经开
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及其核心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开发区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
用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 2010 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并探测了其核心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① 总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三大区差异显著，呈现出高低高的 U 型格局；② 个体上，国

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区内部存在不同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分异度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③ 探测因子
决定力显示，主导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要素明显不同；在所选出的 5 大核心影响因素中，中

西东三大区呈现出由开发区内在因子主导向城市和区域性外在因子主导的转变趋势；④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

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区间的分异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性的演变规律。由此建议：近
期内，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仍应聚焦于改进其自身发展要素；而从长远看，城市性和区域性的外部因子对经开区

的影响将变得日益重要，亦即是经开区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与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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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优势，表现出经济体量大、基础设施完善、产
业结构完整、与城市联系密切及对政策响应灵敏等

城市开发区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它们是城市中的特殊地域单元，依托母城建
设、地域范围明确、拥有特殊的经济优惠政策和管
理体制(何兴刚, 1993)。全球城市开发区种类繁多，
以科学园和出口加工区为主。在中国，以出口加工
区为原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最主要城市开发区
形式。作为开启改革开放的金钥匙和落实国家区
域发展政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其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引领着国家的对外开放、
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城市
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在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特
殊时代背景下诞生，凭借高规格、高度自主权、优惠

特点，是中国发展历史最长、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开
发区，已成为影响所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原因
(李俊莉等, 2004)。
中国学者对城市开发区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发
展方向与发展模式探讨(王金祥, 1993; 王缉慈等,
1999)、区位分析和布局研究(姜永波, 1991; 魏心镇
等, 1993)、规划和建设方法探讨(刘卫东, 1995; 陈汉
欣, 1999)，以及生命周期(郑静, 1999)等方面。近些
年，随着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和影响力的提升，
则集中于开发区发展的区域效应(王兴平等, 2003;
李俊莉等, 2004; 张晓平, 2005)、开发区土地利用(何
书金等, 2000; 邵晓梅等, 2008; 赵小风等, 2012)、开
发区与城市空间重构关系(张晓平等, 2003; 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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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8; 尹鹏等, 2012)、开发区二次创业和可持续
发展(韩良等, 2006; 买静等, 2011; 连远强, 2013)等
方面。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以东部沿海地区和发展较
为成熟的开发区单体为主要对象，以评价特定开发
区发展状况、剖析存在的问题和提供发展策略为主
要内容。将全国层面的开发区体系作为整体，从空
间角度对其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的宏观认识与度
量方面的研究较少。认识开发区发展水平的区域
差异格局、明确影响因素，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
中国不同地区开发区的发展趋势，并从影响要素入
手，
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本文选取全国 73 个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刻
画其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探测造成现有分
异格局的影响因素，为判断发展趋势、提供发展策
略和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2 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东中西三大地区(带)是国家制定区域政策和学
界研究全国尺度区域差异时采用的地理单元(杨忍
等, 2011; 黄晖, 2013)，所以，本文亦按三大地区运
用 变 异 系 数 和 地 理 探 测 分 析，借 助 SPSS 16.0 和
ArcGIS 10.0 软件，探测全国层面和三大地区层面国
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差异格局和影响因素。
2.1.1 变异系数分析法
地理学界广泛应用变异系数法研究空间差异
情况，其优点是可以消除单位和平均数不同对结果
的影响。本文运用变异系数 Cv 测度国家级经开区
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状况及其程度。
n
(x ai - x a)2 12
Sa
∑
i=1
1
Cv a = - × 100% = - [
] × 100% (1)
n-1
xa
xa
式中：Cva 为 a 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
数；Sa 为 a 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标准差的无
偏估计；x a 为 a 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均
值；xai 为 a 区第 i 个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值；n
为 a 区国家级经开区的个数。
2.1.2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地理探测器 (Geographical Detector)最初应用
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和相关地理影响因素的研究
(Wang et al, 2010)。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统计方法
假设条件较多，例如同方差性和正态性，而现实案
例很少完全满足这些假设，以至于影响到模型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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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假设方面受到的制约较少
(Hu et al, 2011)。其因子探测模块(Factor Detector)
的核心思想是：地理事物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位
置上，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在空间上具有差
异性，若某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具
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
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Wang et al, 2010)。
探测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影响因素的计
算模型如下：
m
2
P D,G = 1 - 12∑i = 1n D,i σ D,i
(2)
σG
式中：P D,G 为探测因子 D 的探测力值；m 为次级区
域的个数；n 为一级区域内国家级经开区的个数；
n D,i 为次级区域内国家级经开区的个数；σG2 为一级
2
区域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方差；σ D,i 为次级
区域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方差；P D,G Î[0,1]，
P D,G 值越大，说明 D 因素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
率的影响度越高。
2.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些较为成熟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跨越了单
纯发展工业和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的发展目标阶段，
以城市新区、新城或城市副中心的形式参与城市经
济的发展趋势明显(王慧, 2003; 张晓平等, 2003）。
因此，选用 GDP 增长率刻画经开区经济增长最为
全面准确。影响经开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
速度的因素繁多，总体而言涵盖两大方面，即：源自
开发区自身的内在要素和源自城市及区域条件的
外部要素。从经开区自身而言，优惠政策力度、土
地和劳动力成本、投资强度、进出口贸易水平、产业
规模、产业先进性和建设历史等因素影响开发区经
济发展；从外部要素看，开发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
所在区域的资源环境背景和母城的社会经济基础，
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产业结构特征、整体投资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活力、
资源束缚和城市环境
质量都对经开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从这两方
面出发，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 15 个代表性强
的指标作为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的探测因子(表
1)，力求简洁准确地刻画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
长率的因素。
文中涉及社会经济数据源自《中国开发区年鉴
201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 2011》、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中国交通统计年
鉴 2011》和国家开发区网(http://ezone.mofcom.gov.
cn/)。基本城市矢量数据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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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据共享平台获得(http://www.geodata.cn)。
基于社会经济数据和矢量数据的可获取性和
可比性，选取分布在 73 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
国家级经开区为研究对象。为了表达清晰，在分析
结果的呈现中，将部分与开发区相关的点数据分析
结果用面数据染色后进行地图表达。

3 结果与分析
3.1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
从空间上看，2010 年，国家级经开区 GDP 的增
长速率呈现西部和东部高、中部低的 U 型总体格
局。GDP 发生负增长和低增长的国家级经开区主
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中等增长水平的开
发区在全国都有分布，并以沿海一线呈集中态势；
高速和超高速发展的国家级经开区空间分布较为
分散，在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有一定集中，在中部
地区少量分布(图 1)。
从变异系数分析结果看：① 2010 年，全国层
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
GDP 增长速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28.91%、30.96%、
25.71%和 28.18%；Cva 值分别为 0.94、0.91、0.80 和
1.13。总体而言，中国国家级经开区处于高速发展
状态，东部地区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西部地区，中
部最慢。② 全国范围内，国家级经开区 GDP 增长

速率的区域差异显著，其中以西部地区内部分异程
度最强，东部地区居中。无论从开发区的经济增长
率 的 绝 对 值 还 是 内 部 差 异 程 度 看 ，中 部 地 区 都
最低。
3.2 经济增长率分异影响要素探测
地理探测器针对类别数据的算法优于连续数
据，首先用 SPSS 软件对连续性探测因子值进行两
部聚类，分为 1、2、3、4、5 五类，各探测因子的类别
空间分布如图 2。
然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方法，分别计算反映
各探测因子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影响能力
的 PD,G 值(表 2)。
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探测因子在不同地区决
定能力的变化情况，对探测因子在各地区的 PD,G 值
进行排序，排序结果用决定力(DF)表示。DF 取值
从 1 到 15，代表探测因子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
率的影响能力不断降低(图 3)。
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
(1) 从全国范围看，探测因子的 PD,G 值都较小，
各个因子对国家级经开区 GDP 增长速率的影响能
力相当，没有显著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分区进行因
子探测后，特定探测因子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凸显。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级经开区
发展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本底条件在三大
地区内相似性强，地区间差异性大；另一方面，国家

表 1 影响因素探测指标体系
Tab.1 Indictors of potential determinants
探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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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因素

指标

X1

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

开发区税收占 GDP 比值增长率

X2

开发区投资强度变化

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率

X3

开发区外贸水平变化

开发区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X4

开发区产业先进性

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 GDP 占开发区 GDP 比

X5

开发区建设历史

开发区建设年代

X6

土地成本

城市工业用地平均价格

X7

劳动力成本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X8

开发区相对经济规模

开发区 GDP 占城市 GDP 比重

X9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人均 GDP

X10

城市产业支撑能力

城市第二产业比重

X11

城市经济活力

城市 GDP 增长率

X12

城市投资水平

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X13

交通可达性

城市总货运量和总客运量加权平均

X14

城市环境质量

城市绿化覆盖率

X15

资源环境约束性

城市人均供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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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GDP 增长速率空间分异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DP growth rate of NETDZs in China in 2010

级经开区在三大地区集中建设的时序性明显。所
以，各地区内部的国家级开发区具有相似的发展环
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影响其经济发展速度的
要素较为一致。
(2) 分区域看(表 3)，主导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
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是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
(0.5560)、城市产业支撑能力(0.5230)、开发区外贸
水平变化(0.4715)、开发区相对规模(0.4485)和城市
投资水平(0.3859)；主导中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
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变化
(0.4917)、开发区外贸水平变化(0.4682)、开发区优
惠政策调整(0.4377)、交通可达性(0.4331)和城市产
业支撑能力(0.3870)；主导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
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是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
(0.4209)、劳动力成本变化(0.4091)、城市投资水平
(0.3725)、城市经济发展水平(0.3248)和城市经济活
力(0.2275)。可以看出，在各地区内部，核心影响因
素的 PD,G 值差异也较小，说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
展是多重要素同时共同作用的结果，促进其进一步
发展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
(3) 从探测因子的角度看(表 3)，各因子在不同
地区对开发区 GDP 增长率决定力的变化表现出特
定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X1)、
开
发区投资强度变化(X2)、开发区外贸水平变化(X3)、
城市经济活力(X11)、城市投资水平(X12)5 个探测因子
在各地区的决定力表现都较为一致。而劳动力成本
变化(X7)、城市产业支撑能力(X10)、交通可达性(X13)
和资源环境约束(X15)4 个探测因子在不同地区对国
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力差异较大；其他因

子在不同地区的影响能力呈现较小幅度的变化。
3.3 决定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地理探测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影响国家级经开
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及其在三大地区的分异
情况。可以发现，核心因素在中、西、东三大地区，
存在着由开发区内部要素向城市要素演变的规
律。中国的城市开发区是制度设计的产物，国家级
经开区更是中央政府落实区域开发战略的重要抓
手。国家级经开区设置审批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
时序性，伴随全国区域开发区战略的调整，东部、西
部和中部依次是国家级经开区建设的热点地区(表
4)。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的设立和成长呈现明
显的阶段性，所以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地区间的差
异，也间接反映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经
济增长主导要素的阶段性变化规律。核心影响因
素由开发区内部要素向城市要素演变的过程，符合
开发区从单纯的工业园区向综合性地域单元演变
的客观生命周期事实。
(1) 优惠政策调整的决定力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城市中的“特权区域”，对内
部企业实施特定的土地、税收和财政优惠政策，这
也是开发区在设立之初就能够迅速吸引大量企业
和相关产业集聚的首要原因。就税收优惠政策而
言，开发区对特定行业和企业在增值税、建筑税、所
得税、营业税、进口关税、印花税等方面的调整，都
直接影响开发区内的企业数量、产业类型、企业规
模、企业投资强度，从而影响开发区经济发展速
度。虽然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和城市其他
区域在空间、政策、产业、制度等方面的融合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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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assified potential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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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区经济增长率因子探测结果
Tab.2 Detected result of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GDP growth rate of NETDZs
探测指标

PD,G
全国

西部

中部

东部

X1

0.1568

0.5560

0.4377

0.4209

X2

0.0720

0.2342

0.1768

0.1384

X3

0.1980

0.4715

0.4682

0.1768

X4

0.0633

0.2573

0.1818

0.2093

X5

0.0435

0.0894

0.3000

0.0749

X6

0.0403

0.2088

0.1868

0.1390

X7

0.0461

0.1389

0.4917

0.4091

X8

0.0747

0.4485

0.1841

0.1816

X9

0.0933

0.1920

0.2206

0.3248

X10

0.0989

0.5230

0.3870

0.0709

X11

0.0889

0.3631

0.2021

0.2275

X12

0.0667

0.3859

0.2787

0.3725

X13

0.0398

0.2117

0.4331

0.0888

X14

0.0730

0.2813

0.1361

0.1006

X15

0.0606

0.3329

0.0999

0.0452

断加深，但区内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经济优惠政策依
然是其区别于城市其他地域空间的显著特点。所
以，对任何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而言，优惠政策的
调整都深刻影响其经济发展。未来，随着国家级经
开区向综合性城市地域空间转变和开发区优惠政
策的进一步弱化，优惠政策调整对开发区经济增长
率的影响能力可能有所减弱。
(2) 城市产业支撑的决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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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经开区是所在城市第二产业的集聚空
间，尤其是在其步入产城融合的成熟发展阶段之
前，更是较为单一的工业发展空间。城市自身的产
业结构、主导产业类型和第二产业的发育状况，都
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的发展。相对而言，在第二产业
比重高、工业发展历史长、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城
市中，在产业配套、资源匹配、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政策法规、产业发展经验和规划管理等方面的城市
支撑力都更利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在西部
和中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多数设立在这样的城市
中，所以，城市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对中西部地区国
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力强。而东部地区
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普遍融入母城或向城市新区
转变的转型阶段，自身产业结构多样化，第三产业
不断壮大。所以，城市第二产业支撑能力对其经济
增长率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未来，伴随国家级经开
区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级化，在全国范围内、尤
其是东部地区，城市第二产业支撑能力对开发区经
济增长率的决定力可能进一步降低。
(3) 对外贸易水平变化的决定力
对外贸易对启动和推动中国城市开发区的发
展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东部首批国家级经开区
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依靠两头在外的初级产品加
工贸易实现了飞速成长。虽然，中国不同地区对外
贸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三大地区间外贸总量差异
不断扩大(赵伟等, 2007)。但是近年来，伴随地区发
展、国家区域开发政策演变和全国性产业结构调
整，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结束了

图 3 各地区探测因子决定力对比
Fig.3 Decision force of potetntial determinants in individu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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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核心影响因素
Tab.3 The top 5 determinants of NETDZs' GDP growth rate in individual regions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核心影响因素

PD,G

核心影响因素

PD,G

核心影响因素

PD,G

X1

0.5560

X7

0.4917

X1

0.4209

X10

0.5230

X3

0.4682

X7

0.4091

X3

0.4715

X1

0.4377

X12

0.3725

X8

0.4485

X13

0.4331

X9

0.3248

X12

0.3859

X10

0.3870

X11

0.2275

表 4 1987-2010 年不同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变化
Tab.4 The number of NETDZs in individual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1987-2010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数量/个

占全国比/%

数量/个

1984-1991

14

100.00

1992-1999

27

81.82

2000-2009

32

2010

43

2011

66

西部地区

占全国比/%

数量/个

0

0.00

0

0.00

4

12.12

2

6.06

59.26

9

16.67

13

24.07

54.43

21

26.58

15

18.99

50.38

38

29.01

27

20.61

占全国比/%

注：根据商务部网站、国家开发区网、工信部网站数据局整理。

依靠大出大进实现经济起飞、产业层次提升和结构
多元化，进出口贸易在开发区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
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外资
在国家区域政策和开发区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流入
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推动了这些地区开发
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外贸水平变化对中西部地区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力开始凸显。因此，
未来进出口贸易水平变化对中西部地区国家级开
发区发展的决定力将有可能保持在较高水平。
(4) 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决定力
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是人口及劳动力的富集
区。优质、充裕、廉价的劳动力一度是改革开放之
初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并促使中国快速融入国
际贸易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近年，随着劳动力成
本的快速提升，推动了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
受现实压力影响和国家政策引导，集聚在东部城市
及其开发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乃至产业链开始向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数量相对充裕的中部地区和
海外转移。中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则成为国内
承接产业转移的首选。无论从城市还是开发区的
角度看，目前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都集中于
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比重相对较低。所以，劳动力成本变动对
中部和东部的国家级经开区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但在西部不甚明显。尤其是中部地区具有进一步承
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和潜力。劳动力
成本的变化对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影响能力将
可能进一步增强。
(5) 城市性要素的决定力
经济技术开发区置身于城市之中，与城市间存
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从
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管理能力、
人才储备、
科技水平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影响开发区的产业导
向、
投资吸引能力和产业规模，
从而影响开发区的经
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到高级阶
段，会逐步与城市相邻地域单元融合或演化为城市
新区，影响其发展的要素也逐步与影响城市发展的
要素趋同。中国东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普遍
进入区城融合的发展时期，
空间界限模糊化、
产业结
构和用地类型逐步多样化。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城市投资水平和城市经济活力等源自城市的因
子对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能力逐步得到
提升。未来，
伴随全国国家级经开区日趋成熟，
其经
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城市性影响因素的作用。
(6) 个别因素的决定力
个别因素中，交通可达性在中部地区的决定力
(DF=4)强于其他两个地区；开发区的相对经济规模
在西部地区的决定力(DF=4)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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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交通可达性影响国家级经济技开发区联
系原料地和消费市场的难易程度及紧密性，进而影
响开发区产业发展成本和产品市场规模。从交通
可达性分类图(图 2k)可以看出，三大地区中东部城
市的可达性普遍较好，
西部城市的可达性相对较差，
而中部各个城市的可达性差异较大，
因此，
交通可达
性差异对中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决定力格
外明显。就开发区内部现有的业态而言，工业生产
的规模经济效益高于金融、
地产、
社会服务等其他产
业。相比中部和东部，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正
处于吸引外部企业入驻和整合城市原有工业空间
的拓展阶段，
以资源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
显著
的规模效益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值得强调的
是，资源环境约束因子(DF=7)对西部国家级经开区
发展的影响力表现较为突出，未来可能进一步成为
约束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4 结论
论文主要结论如下：
(1) 总体而言，2010 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
率，在东西方向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 U 型空间
格局。
(2)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地区间的
差异显著，就三大地区内部分异而言，西部地区分
异性最强、中部地区最小。
(3) 在全国尺度上，探测因子决定力差异不明
显，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表现
不突出；而分区探测出现显著的决定力差异，核心
影响因素凸显。
(4) 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
构成在三大地区间存在差异：中部为劳动力成本变
化、开发区外贸水平变化、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交
通可达性和城市产业支撑能力；西部为开发区优惠
政策调整、城市产业支撑能力、开发区外贸水平变
化、开发区产业相对规模和城市投资水平；东部为
开发区优惠政策调整、劳动力成本变化、城市投资
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经济活力。
(5)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
素，从中部、西部到东部，呈现由开发区自身要素向
城市和区域等外部要素转变的特征。
(6) 经济增长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地区的
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从单纯的工业
园区向综合性城市地域单元发展中的阶段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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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符合三大地区建设国家级开发区的时序性。
未来，伴随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不断深入落
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继续承担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尤其是推动落后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作
用。从区域尺度看，东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和城
市的融合度较高，开发区自身要素对开发区发展的
决定性作用逐步弱化，需要更多地从城市和区域角
度调控开发区发展；对中西部地区而言，通过增加
政策优惠力度、提高外贸水平、降低劳动力成本等
内部要素调控手段，依然可在近期内有效促进国家
级经开区的经济增长，但伴随其进一步发展，开发
区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将逐步降低，人为调控开发区
发展的难度将有所增大。因此，当前是中西部地区
通过开发区内部要素塑造其未来发展框架、奠定良
好发展基础和加快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机。
基于上述认识，如何从开发区和城市两方面的
影响因素入手，为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及调
控措施，值得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做进一步的深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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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paritie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China's National-level ETDZ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DING Yue1,2, CAI Jianming1, REN Zhoupeng1,2, YANG Zhengshan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NETDZs)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governmental policy measures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over 30 years with the widespread establishment of NETDZs
in all areas of China, their spatial disparities have increasingly expanded due to various driving mechanism.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these spatial disparities by Economic Growth Rate (EGR) and their key determinants
behind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TDZs, making locallytailored strategies and identifying highly efficient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his paper therefore use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ool to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NETDZs
in China by their EGR in 2010.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Overall, EGR of NETDZs in China show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with a U-shaped curve, that is, lowest growth
rate in central China; (2) Within each region,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EGR of NETDZs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such disparity is highest in western China followed by eastern China, and is lowest in central China; (3) The
national scale factor detection shows that decision forces of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vary only slightly.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detected in the analysis for individual regions, which means that the key determinants
for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EGR in NETDZs in the three reg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4) Among the 5 key determinants, internal determinants from inside the NETDZs are more dominated in central China and western China
while external determinants from host city and regional context are more dominated in eastern China: changes in
labor cost, the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preferential policy in NETDZs,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the host city, and
industrial support from the host city are the top 5 determinants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hina. Preferential policy
change, industrial support from the host city, change in the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relative economies scale of
NETDZ, and investment level of host city are the top 5 determinant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For NETDZs
in eastern China, the top 5 determinants are changes in preferential policy and labor cost, the level of total invest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the host city. (5) The pattern of spatial disparities of
EGRs and determinants in NETDZs in three regions in China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volution stage in
the life circle of ETDZ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we recommen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NETDZs in central China and western China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lowering
labor cost, increasing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and applying more effective preferential policies, while in the long
run,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the host city and industrial support from the host city,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NETDZ development, mean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TDZs will be eventually more dependent on how well the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host city and to a large extent, the urban region.
Key words: NETDZs; economic growth rate; spatial disparity;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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