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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
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
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
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
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
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
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
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
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
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
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
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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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革和全
球化力量的凸显，作为国家行政管理边缘区，地缘空间冲突和地缘合作重要区域的边境
地区[1]，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安全已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研究的热点
问题 [2]。中国陆地边境线长 2.2 万 km，涉及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缅甸等
14 个国家。整体上，中国毗邻国家地缘环境复杂、破碎化程度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
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异，为世界大国角力的核心区域，亦是中国当前地缘战略的
重点区域[3]。与此同时，中国边境省区位于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少 （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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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边境）、穷 （贫困） ”成为其普遍特征。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
境研究的重要内容。21 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
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边境成为全球化热潮
中空间流动和受流动性影响较典型的地区[4]，学者们多从经贸产业、人口流动、边境安全
等方面解读边境地区的开放发展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边境安全和沿边发展的国家利
益的体现[5-6]。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刻画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构性
特征，尤其是边境个案的一般性规律讨论较多，但宏观层面对中国陆域边境地区空间格
局及影响分异的讨论仍然鲜见，尤其是缺少面向“一带一路”与“沿边开放”等国家需
求下的边境地区开发开放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学界由空间冲突和权力制衡向地缘经济“转向”[7-9]。地缘
经济理论是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中的交叉学科，属于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政
治和经济的互动来谋求国家利益的科学[10-12]，其研究最早由美国学者 Luttwak[13]提出，强
调地缘因素影响下的经济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地缘经济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各自
民族国家特征的流派：美国学派强调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国家战略的
研究；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 [14]。虽然各学派的关注点存在分歧，但对于后
冷战时代地缘经济理论的整体判断却殊途同归：与冷战时代的“对抗、控制与遏制”形
成鲜明对比，地缘经济时代以“开放—合作—共赢—发展”为共识，强调在更广阔领域
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包括经济贸易、产业合作、人口流动、跨境安全、环境治理
等领域。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地缘经济理论需兼顾到具
有层级性与复杂性的国际国内利益结构。地缘经济既是地缘政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15-18]，也是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结果。冷战结
束后，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对固有殖民地的掠夺或政治集团主导意识的强化 [19]，在对地缘
环境判读的基础上，利用区位与文化上的近缘关系，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地缘经济战略
是地缘政治研究的诉求。通过对资源、贸易、产业、市场、资金、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
的控制与合作，搭建口岸、战略通道、边境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从而
实现地缘经济的互利合作和共赢[20-21]。地缘经济是边境开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边境的特
殊区位决定了其确保国土安全前提下通过地缘经济合作来谋求发展的独特发展路径 [22]，
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融合是边境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23-24]。在地缘经济
的浪潮中，边境地区开发深入拓展，逐步摆脱边贸互市的传统模式，朝着跨边境合作的
开放模式转化[25]。边境双方的经济发展差异、国际劳动分工则促使跨境贸易、产业合作
进一步加深[26]。美国—墨西哥边境、美国—加拿大边境、欧盟内部边境等为地缘经济合
作的典型区域，边境开发区、边境合作区日益受到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27]，并吸引大
量的企业在边境地区集聚[28]。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边境地缘经济有着深刻
的制度文化动因[29]：国家旨在拓展邻邦市场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实行边界
开放政策，在边境形成集边境贸易、商品市场、跨国投资于一体的经济空间，从而改善
边境区位条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开放转型和周边复杂的地缘环境背景下，迫切需要全面刻画中
国内陆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空间发展格局，剖析地缘经济发展背后的内在动力机制。在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境发展规律，对于实现全方位沿
边开放，构建和谐周边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地缘政治学和经
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剖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时空分异及其
机制，目标在于为谋求地缘安全与边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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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的中国陆域边境地区包括 45 个地级行政区 （图 1）。边境地区的
土地占有相当份量的比重，而人口、经济也占有一定份额 （表 1）。

图1

中国陆域边境地区

Fig. 1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表1

2014 年中国边境地区基本概况

Tab. 1 The basic situ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in 2014
土地(万 km2)

边境地区占比(%)

人口(万人)

边境地区占比(%)

GDP(亿元)

边境地区占比(%)

边境地区

200.2

100

3144

100

8884

100

沿边九省区

593.19

33.7

28156

11.2

120758

7.4

西部地区

687.97

29.1

36839

8.5

138099

6.4

全国

963.43

20.8

136782

2.3

643974

1.4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少量数据以沿边九省区的统计年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政府网站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为补充；
邻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人口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2.3 地缘经济理论架构
地缘经济指的是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利用地理区位来谋求区域经济、政治利益的活动
或行为，具有空间多尺度性，因而其测度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纳入多尺度因素。边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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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缘经济的指标选择既需要兼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诉求，又需要纳入地区发展的
外贸、产业、设施等关键性要素。目前学术界关于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在判别方式上
大多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式距离法 [30]，指标通常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 比
重、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农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等 [31-33]。而对地缘经济进
行总体评价方面，杨文龙等将中国地缘经济的测度聚焦于国内投资总额、利用外资、
GDP、人均 GDP、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科技投入与产出等数据[34]；Chou 等在测度第
三国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融合的影响时采用了 GDP、人均 GDP、市场机会、出
口额、文化接近度、国家脆弱度、对外开放度、双边经济融合水平等指标[35]；Buckley 等
选取了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资产扩张需求 （Asset-seeking）、政治风险、文化接近
度、政策自由化、汇率、通货膨胀率、进出口额度、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外开放度共
11 个指标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36]。可见关于地缘经济关系、国际贸易和国
际投资的研究中，大部分都选取了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的代表性指标，以及国家之间的文
化融合、政治稳定、空间距离等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关指标。本文基于地缘经济及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本地经济、外向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
方面构建了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表 2）。本地经济实力决定了地缘
经济开展的深度和广度，以人均 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年末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 4 个指标代表。外向经济是地缘经济的直接体现，本文选取进出口贸易总
额、外贸依存度、旅游外汇收入、外资依存度作为衡量外向经济的指标，表示边境地区
对外贸易的活跃度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本地综合发展体现了开展地缘经济活动的基础
条件，选取从业人员数、职工平均工资、邮电业务总量、公路总里程占比作为衡量本地
综合发展情况的指标，用于揭示地缘经济展开的背景环境差异。
表2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Tab. 2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 index system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系统层
本地经济(0.311)

外向经济(0.405)

本地综合发展(0.284)

指标层

权重

人均 GDP(元)

0.082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0.07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102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0.054

进出口贸易额(万美元)

0.107

外贸依存度(%)

0.111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0.084

外资依存度(%)

0.103

从业人员(万人)

0.057

职工平均工资(元)

0.042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0.101

公路总里程占比(km/km2)

0.084

2.4 地缘经济指标的 AHP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熵是物理学概念，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反映系统状态不确
定性程度的度量，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计算权重 [37]。运用熵值
法计算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对中国边境地区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4 年 4 个
时期 14 项指标共计 2816 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经济指标统一换算成 2000 年水
平。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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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 min{xij}
max{xij}- min{xij}

（1）

对于国家脆弱性指数，由于该项指标为逆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如下：
max{xij} - xij
Zij =
max{xij}- min{xij}

（2）

式中：xij 表示第 i 个地区中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ij}、max{xij}分别为第 i 个地区中
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计算第 i 地区第 j 项指标的比重：
Zij
Yij = m
（3）
Z
∑ ij
i=1

计算指标信息熵：

e j = -k∑(Yij × ln Yij), k = 1
ln m
i=1

（4）

dj = 1 - ej

（5）

m

信息冗余度：
指标权重：

wj =

dj

（6）

∑d j
n

j=1

地缘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根据各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后数值，计算第 i 地区的地缘经济
综合发展水平为：
Si = w j × Zij
（7）
本文在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之下，参考专家意见，结合 AHP 层次分析法，对熵值
法的权重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得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测度指标的权重 （表 2）。
2.5 地理探测器
综合考虑地区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构建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
平的影响因素 （表 3）。由于地缘政治难以量化，本文仅选取国家脆弱性指数以及文化接
近度作为代表指标进行测量。国家脆弱性指数 （State Fragility Index） 又称为政治稳定
表3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

Tab. 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指标

指标解释

数据来源

指标影响
-

国家脆弱性指数

国家抵抗国际冲突及暴力事件的能力

CSP

文化接近度

地区与邻国文化相似性程度

五普、六普

+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双边国家的自由贸易程度

赋值

+

邻国发展实力

邻国经济、对外贸易综合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

+

市场机会

邻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

世界银行

+

政策优惠指数

国家政策对地区发展的支持程度

赋值

+

口岸数量

地区对外贸易

中国口岸年鉴

+

城镇化率

地区城镇化水平

统计年鉴

+

二三产比重

地区非农化经济水平

统计年鉴

+

交通通达度

地区交通便利化程度

综合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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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由系统和平中心 （CSP） 根据国家之间的军队冲突次数以及国家主权特征等方面
综合测算出来的指数，数值越高表示国家越脆弱，抵抗国际冲突及暴力事件的能力越
弱。文化接近度以地区与邻国共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35]。双边经
济融合水平的指标为虚拟变量赋值[35]，若双边两国未加入任何贸易协议，赋值为 1；两国
都加入了经济组织或协议，如 WTO、RTA、PTA 等，赋值为 2；两国进入双边贸易协商
阶段，赋值为 3；若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赋值为 4。邻国发展实力选取货物和服务
进口、出口、GDP 三个外贸经济代表性指标对邻国进行的综合测算。政策优惠指数的测
算参考文献[38]；交通通达度的测算参考文献[39]；市场机会以邻国人均 GDP/地区人均 GDP
表示[35]。
借助王劲峰团队开发的地理探测器测算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
综合测度水平的解释力。本文在对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之后，采用自然断裂点的方
法对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地理探测器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
4 个部分内容[40]：风险探测主要探索风险区域位置在哪里，即识别不同影响因素对地缘经
济综合评价值的差异性，揭示哪些因素为影响地缘经济的显著高值或者低值。因子探测
用于识别什么因素造成了风险，本文中的因子探测主要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
评价值的解释程度大小。生态探测主要解释风险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即着重比较不
同影响因素的因子解释力大小相对重要性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交互探测主要分析影响因
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具体算法参考相关文献[41]。

3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空间分异
3.1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时空演化
选择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及 2014 年为研究年份 （西藏自治区 2000 年数据缺
失），得出中国边境地区 45 个地级市 （地区） 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采用 GIS 的自
然断裂点进行分级，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
和低水平 4 种类型 （图 2）。
从综合测度水平的时间演变来看，各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各
子系统数值逐年递增。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评价值年均增长率为 8.9%,
平均值年均增长率为 8.1%。在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政策影响之下，边境地区与邻国的经济
贸易不断深化，区域性战略合作逐步达成，2000-2010 年期间，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相
对上升较快。
为分析方便，本文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分区，以东北三省的边境地区为东北地
区；以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地区 （由于地缘环境相似，甘肃省的酒泉市亦包括在内） 为
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边境地区以其行政区划为界，界定为
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地区界定为云南广西地区。
各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综合评价水平最高的地区由
2000 年的防城港市转换到 2014 年的牡丹江市；评价水平最低的地区由 2000 年的大兴安
岭地区转换到 2014 年的林芝地区。相对于整个边境地区而言，东北地区的地缘经济绝对
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计算变异系数可
得，区域差异逐年增大。从局部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地区以牡丹江市为
首，牡丹江是全国对俄经贸大市，当前开通了牡丹江至俄罗斯海参崴等地的 3 条国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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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Fig. 2 The level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线，随着边境重镇绥芬河市对外通道的日趋完善，俄矿产资源丰富，低关税、境外劳动
力丰富、土地廉价等因素促成中国大规模对俄跨境投资，同时东北地区积极出口优势农
产品，推动对俄农业合作。
内蒙古地区以包头市为首，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包头工业基础实力雄厚。
与蒙古国在能源、农畜产品方面多有合作，优势互补明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为首。新疆边境线漫长，对外开放口岸众多，边贸合作前景广阔。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扼守第二亚欧大陆桥的进出口通道，阿拉山
口口岸的过货量、海关税收、贸易额均居全国陆路口岸前列。同时邻国边境合作意愿明
显，中亚地处内陆，多以资源性经济为主，商品进出口通道成为经济发展命脉，与周边
大国合作是必然之势。
云南广西地区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首，空间差异不明显。邻国的缅
甸、越南、老挝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边境贸易繁荣但合作水平不高。随着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的贸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聚集大量商贸型流动人口，尤其是瑞丽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初具规模，为进一步开展边境合作提供基础。木姐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
通道，已成为缅甸北部的一个繁荣重镇。中缅、中越存在较大合作潜能，缅甸、越南等
国家也是中方旅游胜地，通过西南交通大通道连接中国内地市场，是中南半岛国家实现
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从地缘战略上来看，占据重要交通要道、邻国边境繁荣的地区往
往具有发展地缘经济的突出优势，而国家政策的点状化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的空
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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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格局
根据指标权重可以看出，对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贡献最大的依次
是外贸依存度 （0.111）、进出口贸易额 （0.107）、外资依存度 （0.103），地缘经济与外资
利用水平及对外贸易额度有关，受外资影响较大。利用外资的水平既体现了当地吸引外
资的能力，又反映了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程度，较大地影响了当
地的对外贸易发展。而进出口贸易额体现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交往程度。从权重来
看，外向经济子系统以及外资依存度所占比重较大，可证实高效利用外资是促进地缘经
济环境优化、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从各地区的地缘经济子系统时空演化 （图 3） 来看，2000 年东北地区与云南广西地
区的本地综合发展情况相对较好，但对外经济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外向经济发展较好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牡丹江市、丹东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防城港市，这些地区
的共同特征是口岸经济发达，对外通道顺畅。在对外开放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发展背景之
下，中国边境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仅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呼伦贝尔盟等少
数几个地区发展较好。总体来看，大部分内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均较为落后。
2005 年边境地区的对外经济得到了较快程度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和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占据地缘经济的最高位。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异军突起，呈现快速发展，成为边境地区重要
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得益于阿拉山口的重要交通区位优势，成为

图3

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子系统评价

Fig. 3 Evaluation of geo-economy subsystem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10 期

宋 涛 等：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1739

对外开放、横贯中西的重要节点。第二亚欧大陆桥于 1990 年全线贯通，随着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逐渐发挥作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对外经济发展也尤为迅速。
其次是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身为黑龙江省的重要门户开放城市，其东南濒临日本海，
对外贸易渠道畅通，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较好。
2010 年边境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本地经济及本地综合发展水平逐渐优化，以东北
地区最为明显。同时，牡丹江市、黑河市、丹东市的对外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牡丹江
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河市等中俄边境地区的总体评价值较高。内蒙古地区以包头
市的本地发展指标较高，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地缘经济优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地
区差异变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缘经济
相对较高，但仍低于牡丹江市、崇左市等近海地区。云南广西地区的本地综合环境相对
较好，而地缘经济以防城港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发展较为靠前，地缘经济发展较
好的地区仍集中于距海较近的崇左市和百色市，其余地区未发挥本地基础优势。
2014 年大多数地区的本地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同时，地缘经济发展在 2010 年空间
差异格局的基础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对外经济重新崛起，形
成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极。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地缘经济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东北地区中俄边境
以及丹东市的地缘经济发展较好。虽然中朝两国文化较为接近，但朝鲜不实行对外开
放，双边贸易也仅限于政府采购，贸易额较小，限制了地缘经济的发展。云南广西地区
应充分发挥其本地综合环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加深地区经济纵向发展。新疆地
区重点发展个别优势地区，国家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投入逐渐加大，地区优势不断
凸显。内蒙古地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地经济发展环境上，包头市的本地经济实力最
好，但由于蒙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缘经济的发展仍较为落后，如何通过蒙
古国，实现向俄罗斯、中亚及欧洲等地的深入发展是未来内蒙古地区对外贸易的突破
点。西藏地区受制于地形因素，对外贸易量较小，各项指标均不明显。

4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分异的机制分析
4.1 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分异的整体机制分析
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分别对地缘经济的分异特征进行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
测和交互探测分析，以期全面揭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影响机理。
根据风险探测结果发现，在置信度 0.05 水平下，导致地缘经济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
主要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双边经济融合水平,且均为正向影响。
中国边境地区外向型优惠政策、与邻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
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整体上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最高，对地缘经济影响显著，是
促进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国家加强对边境地区
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重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例如
霍尔果斯口岸由于获得了全国唯一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经济特区政策，
地区优势不断凸显，同时地缘政治及经济环境有效改善，口岸地区城镇化进程有效推
进，以开发区为主的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同时，在这种特殊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霍尔
果斯口岸逐渐脱离霍城县及伊犁市的管辖，成立霍尔果斯市，有望成为中国西部最有潜
质的经济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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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及口岸数量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表 4）。中国早期的沿边对外
开放以口岸和边境城市为载体，西部大开发之后双边经济逐渐繁荣，以阿拉山口、满洲
里、凭祥为代表的口岸地区进一步得到发展。与邻国实现自由双边贸易、口岸开放的加
强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环境的发展；同时与邻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边境地区构建
了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在双边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下促进双边贸易的增强。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各指标的解释力有所变化，以交通通达度、国家脆弱性的解释
力度较高，占据重要通道出入口的边境地区具有地缘经济优势，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邻
国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地区，以及发生战争的中缅边境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甚
至负增长。同时边境地区的影响因素解释力度逐渐由单一要素过渡到多要素综合作用，
指标之间的解释力度差异不断缩小。
表4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解释力

Tab. 4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国家脆弱性
指数

文化
接近度

双边经济
融合水平

邻国发展
实力

市场
机会

政策优惠
指数

口岸
数量

城镇
化率

2000 年

0.098

0.214

0.485

0.078

0.045

0.578

0.252

0.141

2005 年

0.046

0.261

0.526

0.080

0.068

0.523

0.145

0.235

2010 年

0.307

0.194

0.229

0.281

0.147

0.427

0.234

0.273

2014 年

0.112

0.282

0.264

0.094

0.294

0.650

0.213

0.196

生态探测：着重比较不同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的因子解释力大小相对重要性是否具
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要显著强于其他影响因素。而其他影响
因素之间的因子解释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交互探测：分析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在不同
研究年份中，存在不同影响因素之间交互后的因子解释力为非线性加强的组合，因子解
释力更加显著。2000 年、2005 年以及 2014 年，大多数因子交互后均为非线性加强。2010
年大多数因素交互后呈现双线性加强，说明 2010 年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水平主要是
大多数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从 2010 年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差别不大得到印
证。政策优惠指数与其他因素，如双边经济融合水平、文化接近度、交通通达度等因素
交互之后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大于两个因子解释力之和。在与邻国文化相通的边境地
区，基于良好的地区发展实力，与邻国积极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实施地区优惠政策，将
有效促进地缘经济的发展。
4.2 边境地区地缘经济不同区域的机制差异分析
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分别对地缘经济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
态探测和交互探测分析 （表 5），以期重点分析中国边境地区的区域地缘经济影响机理。
风险探测：在置信度 0.05 水平下，东北地区以市场机会、二三产比重、交通通达度
的具体分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内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以邻国发展实力
的分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新疆地区、云南广西地区以二三产比重的分
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而其他影响因素的分类值均对综合评价值影响不
显著。新疆地区、云南广西地区大部分二三产比重偏低，对地缘经济的评价值影响较为
显著。
因子探测：地区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差异明显。内蒙古地区的地缘经济受邻国影响较
大，以邻国发展实力影响显著，同时国家脆弱性、文化接近度等对地缘经济影响也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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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区域影响因素解释力

Tab. 5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reg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国家脆弱
性指数

文化 双边经济 邻国发展
接近度 融合水平 实力

市场
机会

政策
优惠指数

口岸
数量

城镇
化率

二三产
比重

交通
通达度

内蒙古地区

0.484

0.420

0.346

0.489

0.326

0.073

0.163

0.378

0.360

0.132

东北地区

0.201

0.255

0.398

0.301

0.181

0.640

0.302

0.304

0.249

0.393

新疆地区

0.106

0.185

0.278

0.305

0.119

0.502

0.290

0.222

0.140

0.226

西藏地区

0.085

0.100

0.756

0.934

0.314

0.083

0.112

0.097

0.111

0.111

云南广西地区

0.477

0.176

0.402

0.434

0.126

0.441

0.267

0.230

0.330

0.234

明显。内蒙古地区与蒙古国接壤范围较广。然而蒙古国深居内陆，属于中低等收入国
家，进出口贸易额较少，邻国发展实力不足，限制了内蒙古地区地缘经济的发展。东北
地区和新疆地区以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最为显著。东北地区在东北振兴的政策背景
下，边境经济合作区数量增多；而新疆地区则享有国家特殊优惠政策，地区政策优势明
显，对促进地缘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大。西藏地区以邻国发展实力和双边经济融合水平的
解释力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影响因素。从测度结果来看，西藏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
到邻国的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可得，西藏边境地区地形复杂，人口较少，开展外向
型经济生产活动的阻力较大。同时其接壤地区如巴基斯坦、印度、不丹等边境地区，经
济发展程度不高，对外贸易不发达，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自然条件与经济
环境共同制约了地缘经济的发展。而云南广西地区受综合因素影响，因子解释力差异不
大，主要是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合作意愿以及中国对边境地区的支持力度等。
从影响因素解释力的区域差异可以看出，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
影响，即中国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
意愿。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
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
生态探测：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子解释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
著。云南广西地区的国家脆弱性指数影响显著，由于云南广西地区接壤缅甸、老挝、越
南三国，深受三国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而东北地区的政策优惠指数、西藏地区
的邻国发展实力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强于其他影响因素，这两个因素也是解释力中数值最
高的因素，其中西藏地区的邻国发展实力的因子解释力最为显著，强于国家政策对东北
地区的影响，说明在国家实力的差异背景下，地缘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发
生变化。
交互探测：各地区的影响因素交互之后，其因子解释力显著强于单个影响因素的因
子解释力。内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西藏地区、云南广西地区以双线性加强为主；新疆
地区以非线性加强为主。说明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仍以综合因素影响为主，尤其是国家
内外因素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全球地缘风险日益复杂。边境地区是
周边地缘国家与中国领土相互作用的核心触媒，是内陆人口、经济、产业集聚的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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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本文尝试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时空分异，并通过地理探测器
剖析了地缘经济发展差异的机制。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地缘经济进行了综合评价，外向经
济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主要特质。由 2000 年到 2014 年，地缘经济推动下的中国
边境地区的整体开发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整体上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
下降，新疆的优势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合作示范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边境开发开
放先行区推动了边境特殊政策区增长极的形成，进而塑造了边境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结
构。地理探测器对中国边境地缘经济机制的剖析结果发现，外向型政策、双边经济融合
水平以及市场机会等对地缘经济的影响显著，尤其是复杂地缘环境下的外向型政策对于
边境地区的极化效应显著。
边境地区的空间差异化发展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在“一带一
路”倡议战略背景下，国家向西开放趋势明显，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的西北边境战
略优势地位日益凸显，地缘经济迅速提升，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边境地区新的经济增长
极。对地缘经济分异的机制研究表明，地缘经济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邻国发展实力、
国家脆弱性等因素进一步影响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同时政策倾斜导向下地
缘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减少边境冲突，提升边境地区的地缘安全。边境开放政策导向下西
北、西南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增长表明，边境合作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
政策区对于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增长极塑造的作用显著，未来应进一步选择适宜地区推
广。因此，国家在区位优良、基础良好、周边环境稳定的优势边境地区强化地缘经济，
有助于构建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空间，提升双边经济贸易水平，维护两国周边经济政治
环境，从而为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5.2 讨论
相对于以边境地区经济、社会为范式的传统边境研究，地缘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研究
的最新趋势，承载了多尺度下经济要素空间特征的归纳方法。首先，地缘经济强调全球
化背景下区域外向经济的现象与问题研究，不再限于本地发展要素与现状概括的空间结
构和因子解释。其次，研究需要将区域置于更大的尺度中进行系统分析，地缘经济理论
需兼顾到具有层级性与复杂性的国际国内利益结构。尤其对于边境地区研究而言，接壤
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政策稳定度、通商环境等因素均会作用于边境地区的发展。笔者
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突破西方理论制约，为更深入的认识不同地区的地缘经济社
会要素特征及其空间关系，揭示中国边境的代表性与独特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探索中
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演化过程与发展动力，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
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它服务于“一带一路”及“全方位沿边开放”的国家战略方针，
是保障国家国土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将为与周边国家深入开展地缘经
济合作提供地理学视角的理论依据与支撑。诚然，本文的研究尚属初步探索，在地缘经
济的指标选取和技术方法的设计上考虑仍不全面，如熵值赋权法依据数据的离散程度赋
权重，客观性较好，但可能出现权重与指标本身的重要性不一致的情况。并且由于地理
探测器只能以离散化数据进行测算，这将减少数值的内部差异。而且在交互探测的过程
中，只能实现任意两个因素的交互结果，不能实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以上问题
有待通过新视角与新方法逐渐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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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sparity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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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rder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xter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a deep
analysis of the geo-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for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rontier
geo- economic theory, the framework of geo- economic analysis is built up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hree major categories of indicators: local economy,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picts the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evolution in China's border areas. By using the GeogDetector,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parity is also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ge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 is generally stable, with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absolute advantage position
of geo- economy in Northeast China has gradually in a decline, while the advanced areas are
highly dispersed geographically. The growth poles for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Mudanjiang in Northeast China, Baotou in Inner Mongolia of North China, Bortala Mongolia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Xinjiang of Northwest China, Dehong Dai and Jingp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of Southwest China, as well as Chongzuo in Guangxi of South China.
The geo- economy of the border area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ts neighbors, as well as the willingness on bilateral trade. National
policies,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cultural proximity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geoeconomic performance. Among them, the geo-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Xinjiang are mainly affected by policy supports, while Guangxi and Yunnan are affected by
comprehensive factor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in the complex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border areas; geo-politics; geo-economy; GeogDetect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