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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张　 贵　 梁　 莹　 郭婷婷

摘 要　 在全球大都市经济圈崛起、 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北京 “大城

市病” 逐渐凸显的背景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

谈会， 将京津冀一体化问题提上了历史的新高度， 由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学术界从顶层设计、 产业转移、 生态环保、 交通建设、
空间布局和旅游合作等方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 并不断探索发

展的路径和突破口。 作者对现有研究成果做了梳理， 在此基础之上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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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中国经济社会也面临着全方位、 深层次、 多领域的

调整和创新等历史使命。 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体化以及首都经济圈的崛起使

京、 津、 冀承担起了 “接南促北”、 “带动中西” 的重任， 同时作为中国沿海地区三

大城市群之一， 京津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 ２００１ 年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

的 “京津冀北 （大北京地区） 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开始， 经过 ２００４ 年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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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启动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编制，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京津冀一体化”、
“首都经济圈” 的概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二五” 规划刚要， 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四大需求和七点要求， 把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地位， 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把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

作” 写入 ２０１４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已历经十多年时间。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 京津冀与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并列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三大

战略， ２０１５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再次将 “京津冀协调发展” 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并被列入 ２０１５ 年经济工作重点。 社会各界正在从不同层面、 角度出发积极探

索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 三地在交通一体化、 产业协同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合作机制正在日趋完善。
本文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现阶段需要重点研究

的问题、 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的发展前景。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近年来， 不同学科学者纷纷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涉及区域治理、
功能划分、 产业转移、 生态环保、 空间布局和交通建设等诸多领域， 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做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
（一） 京津冀区域治理研究

从区域治理角度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是近几年兴起的。 英国学者罗兹 （Ｒｈｏｄｅｓ，
１９９６） 认为， 治理是市场和科层制进行权力资源配置、 控制和协调的必要补充。 中

国学者张京祥 （２０００） 认为可以使用区域管治代替区域治理， 两个概念只是翻译上

的差别。 杨毅、 李向阳 （２００４） 则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区域治理的概念， 即地区内各

行为体共同管理地区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 强调在具有某种政治安排的地区内，
通过创建公共机构、 形成公共权威和制定管理规则来维持地区秩序， 从而满足地区

的共同利益。
在推进京津冀区域治理研究方面， 马海龙 （２０１０） 指出京津冀需要建立综合的

区域治理模式， 不但要从短期、 中期和长期分阶段研究京津冀区域治理的组织模式，
还要确定每一阶段需要建立的组织以及每个组织的职能。 张莉、 唐茂华 （２０１２） 认

为要在构建快捷便利的区域物流体系和建立地区间利益分享补偿机制两个方面创新

合作机制。 崔晶 （２０１２） 强调必须解决好区域地方政府的跨界公共事务协作问题，
要对三地进行差异化定位。 张亚明等 （２０１４） 认为需要建立同质创新政府和异质创

新政府博弈模型， 树立协同共享理念， 建立协同共享机制。 京津冀区域治理相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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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究其原因， 陈红霞、 李国平 （２０１０） 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时空差

异， 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空间分布不均衡， 主要表现为北京、 天津高于河北省； 东部

和西南部高于北部、 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 吴群刚、 杨开忠 （２０１０） 进一步指出，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 实现产业与人口发展的

有机衔接。 也有学者认为京津冀发展缺乏 “经济二传手” 和中等城市， 小城市也不

发达。 孙久文 （２０１４） 认为京津冀区域中的落后和边缘地区缺乏引进、 吸收和消化

发达地区先进生产要素和管理制度的能力， 导致单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合作

难以实现。 祝尔娟 （２０１４） 则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治理问题概括为四大关系， 即

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 北京与天津的分工、 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市场与政府的

关系， 只有处理好这四大关系才能推进京津冀协同深度发展。
（二） 京津冀功能划分研究

学者们对京津冀三地功能划分的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 １９９２ 年刘纯彬 （１９９２） 就

曾提出构建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 然而， 从近几年对京津冀协同问题的研究来看，
对京津冀的行政格局进行大规模调整从而建立大行政区并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的主流。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在加强京津冀协作方面入手， 明确功能定位、 实现协调

发展。
目前， 京津两地的功能定位已基本明确， 即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 文化、 国际

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 国际港口城市、 产业创新和研发

转化基地。 对于河北的功能定位， 社会各界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长期以来为了明确

河北省的发展方向， 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国平 （２０１４） 认为， 考虑到河北省

的资源承载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应减少重工业的数量。 武玉英 （２０１４） 也提出

不能单纯将河北省定位为加工制造中心， 应该在承接京津两地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寻

找发展机遇。 对此， 伞锋 （２０１４） 进一步提出， 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应注意引进

先进技术、 开展自主创新， 并通过为京津两地提供养老、 休闲和生态旅游等服务性

产业创造机遇。 张贵等 （２０１４） 指出河北省应该立足自身优势， 打造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战略支撑区。 目前该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三） 京津冀产业转移研究

在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京津冀三地相互协作、 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下， 不同学科

学者积极探索如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 实现三地优势互补、 淘汰落后产能

以及进行产业对接与合作。 臧学英、 于明言 （２０１０） 认为， 只有明确三地产业发展

方向， 共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才能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 关于三地产业发展方向问题， 陈岩和武义青 （２０１４） 认为，
河北应注重将高耗能产业向装备制造业转化， 北京要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天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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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打造低碳产业链的方向发展。 徐永利和赵炎 （２０１４） 特别指出， 河北省作为主

要的承接地迫切需要解决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规划问题， 如果只立足于被动承接的角

色， 河北省技术创新的能力将永远赶不上京津。 徐永利 （２０１３） 认为河北省满足实

行逆梯度推移的条件， 应与京津产业实行 “逆梯度” 协作。
在产业布局方面， 祝尔娟 （２００９） 指出， 共同利益是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的根

本保证， 三地产业发展要有互补性、 差异性和梯度性， 才能实现优势互补。 纪良纲

和晓国 （２００４） 针对河北省在产业承接过程中遇到的同构和异构问题， 认为位于核

心经济圈 １５０ 公里半径之内的区域产业结构应向异构化方向发展， 位于核心经济圈

１５０ 公里半径以外的区域可以考虑与京津趋同， 实现同构化发展的构想。 陈耀等

（２０１４） 在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的视角下， 提出 “两维四化” 的产业重塑思路， 即按

照高端化、 低碳化、 智能化和适度服务化的目标谋划产业发展。 张贵等 （２０１４） 在

深入分析京津冀产业转移综合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更加具体可行的产业对接与转

移思路， 即以技术 “进链”、 企业 “进群”、 产业 “进带” 和园区 “进圈” 为主线，
形成 “项目带动、 企业拉动、 集群驱动、 产城互动和区域联动” 的新格局。

目前有关京津冀产业对接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个方面。 对

于京津冀产业布局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整体规划的宏观角度， 而在微观视角下产业

转移如何有序开展并更好地落实到实践中、 各企业间的利益如何协调、 产业链间如

何衔接以及产业群如何发展等问题则有待深入研究。
（四） 京津冀生态环保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京津冀地区生态问题逐渐凸显， 学界对于三地生态环境如

何在产业转移与承接过程中得到改善进行了全方位、 多视角的研究。 成淑敏等

（２０１２）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指出， 虽然京津两地的经济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 但

生态空间有限， 经济增长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 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三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崔晶 （２０１３） 认为， 京津冀是一个自然生态整体， 生

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域性和流动性， 这就决定了生态治理应该建立在都市圈各地方政

府合作的基础上， 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 肖金成 （２０１４） 认为， 要

实现环境共治、 生态共保首先应优化空间开发格局、 制定京津冀地区空间管制规划，
构建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环保基础设施共建机制、 资源能源环境产权交易体系以及

生态补偿机制。 刘桂环、 张惠远等 （２００６） 认为， 应按照 “谁保护， 谁受益” “谁污

染， 谁治理” 的原则建立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并强调不能单纯依靠政府主

导， 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生态补偿。 崔晶 （２０１３） 则认为， 建立以政府为

主导的生态治理利益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 “雾霾” 进入我们的视野， 对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也愈加迫切， 三地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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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气污染决策的合作机制以及大气污染治理信息系统是进行大气治理的重要环

节。 对此， 薛俭、 谢婉林等 （２０１４） 也认为京津冀三地应该建立大气污染管理决策

合作机制和大气污染治理信息系统， 做到信息共享。 魏丽华、 李书锋等 （２０１４） 提

出要成立京津冀联动机构、 深化政府责任和构建联合治污成果共享平台等措施， 以

实现京津冀联合治污。
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三方合作建立协调机制， 如何在产业转

移过程中改善转出地环境并保护承接地生态， 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 但大

部分研究从政府角度出发， 忽视了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 如何在政府引

导下利用市场的作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五） 京津冀空间布局研究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布局的设想，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孙久文 （２０１４） 分析了京津冀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后指出， 三地基本呈现以北

京、 天津为中心， 唐山、 廊坊为次中心， 其他城市为外围的格局， 但外围与京津更

多的是单向联系， 反映了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 区域合作一体化程度偏低的困境。
从空间战略布局角度， 陈红霞等 （２０１１） 对京津冀城市发展格局进行研究后认为，
“三轴、 四区、 多中心、 网络化” 是京津冀区域空间整合发展的方向。 魏后凯

（２０１４） 则提出要构建双核多中心网络型格局， 即妥善处理好京津双核的关系， 应建

立若干副中心， 分担京津的功能， 同时构建若干重点发展轴线， 引导人口和产业合

理集聚， 在 ２０２０ 年前逐步形成一个安全、 均衡、 高效的空间格局。 张贵等 （２０１４）
提出了 “两核两心四带多节点” 的空间战略布局， 两核指京津、 两心为石家庄和唐

山两个区域次中心， 发展京津科技新干线、 京唐秦发展带、 京保石发展带和滨海发

展带， 从而推动保定、 廊坊、 张家口、 承德、 秦皇岛、 沧州、 邢台、 邯郸和衡水多

个重要节点城市的发展。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 肖金成 （２０１４） 提出以 “京津石” 为

主骨架， 重点打造 “一轴两带” 即京津塘经济发展轴、 滨海经济带和京广北段经济

带，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相结合， 网络型、 多层次和开放性城市体

系。 从空间功能定位的角度， 马晓河 （２０１４） 提出在京津北部地区构建绿色生态经

济带。 尽管提法不同， 但以京津为双核， 在京津北发展生态涵养经济带、 滨海产业

带和依靠各大交通干线进行发展的思路是一致的。
还有学者从经济、 产业以及环保等角度研究京津冀空间布局问题， 并就三地的

发展方向、 产业分工与布局和城市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不过， 对空

间布局调整的可行性研究仍是空白， 需要进一步探讨。
（六） 京津冀旅游合作研究

旅游业作为一种综合性产业， 对带动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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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津冀旅游合作的研究已经初见成果。 解决旅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从政府的角

度出发， 穆瑞丽、 黄志英 （２００８） 提出要建立政府合作机制， 引导旅游企业间开展

合作， 使大中小型旅游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加盟区域旅游合作机构， 结成旅游

企业联盟。 刘德谦 （２０１４） 指出应将提升百姓生活质量的休闲旅游发展纳入到各级

政府的工作考核体系， 以促进三省市政府层面的协作。 在发展途径方面， 魏小安

（２０１４） 提出可以重点发展休闲产业， 形成水平分工体系， 发挥各自的旅游优势， 实

现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 针对旅游信息化合作， 李彦丽、 路紫 （２００６） 借鉴企业信

息化项目的公司合作 ＰＰＰ 模型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提出发展旅游信息化合作

的 “ＰＰＰ 项目点模式”， 为三地信息互通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之， 学界对京津冀旅游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合作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探讨。 但目前对实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信息互通、 构建生态视角下的旅游合作

路线以及推动旅游业与其它行业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特点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经历了起步期、 徘徊期、 规划期和当前的战略实施期， 但目前

仍然存在顶层设计缺乏、 体制机制制约和城市群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学界一直

在探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并试图找到突破口， 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 顶层设计研究向纵深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经 ３０ 多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最根本的原因是三省市各

自为政， 行政分割严重。 张贵等 （２０１４） 认为顶层设计缺乏、 京津冀三省市政府频

繁出台各种规划、 中央与地方形成不合理的博弈格局， 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

信力受损。 崔冬初 （２０１２） 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 京津冀在制定政策

时以各自的行政目标作为出发点， 没有考虑区域整体利益， 导致出现重复建设、 资

源浪费等问题。 因此， 连玉明 （２０１４） 认为必须把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 才能从国家层面统筹各方资源、 打破行政壁垒， 为首都经济圈一体化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 周立群和曹知修 （２０１４） 则强调， 京津冀协同发展急需推出顶层设

计， 指出设计本身就是用整体观、 全局观打破 “一亩三分地” 思维的一个起点， 相

较于一般的区域发展规划， 顶层设计具有整体性和长期性特点，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关键所在， 应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和京津冀战略布局制定区

域发展规划。 魏后凯 （２０１４） 认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重塑空间格局， 依

靠空间结构优化， 促进区域一体化和适度空间均衡， 同时积极推进首都的功能疏散，
建立完善的区域补偿援助机制。 张贵等 （２０１４） 强调顶层设计要在政府层面建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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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协同发展的行政管理制度， 一是要成立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和京津冀政府部门负

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 二是要建立常设联络员制度， 负责联络、 沟通和协调工作；
三是建立专题工作小组， 根据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确定的合作项目开展专项合作； 四

是应抓紧研究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 形成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二） 交通基础设施研究向一张图转变

学界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重点正在不断向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转移。 如

何按照规划、 建设、 运输和管理 “一张图” 的设想， 构建以 “快速轨道交通为支撑

和引导” 的大容量、 低成本、 便捷和高效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将是未来的研究

方向。 赵弘 （２０１４） 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把硬件做好， 其中交通基础

设施是最基本、 最基础的硬件， 如果这一硬件不具备， 北京的城市功能、 人口和产

业的疏解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将是困难的。 王凯和周密 （２０１５） 通过直观数据说

明， 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可以使协同范围从 ６０ 多千米拓展到 １００ 千米， 甚至 ３００ 千米

范围。 张波 （２０１４） 等深入剖析了东京、 巴黎、 伦敦、 纽约和中国的长三角等国内

外都市圈交通体系建设， 提出京津冀三地应共建互联互通的城际铁路网络， 北方国

际航运中心港口群， 东出西联、 海陆联运大通道， 世界级航空枢纽机场群。 一些学

者从管理机制角度出发提出， 应由国家牵头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协调京津冀跨区

域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与运营。 王辉和李占平 （２０１５） 进一步提出应该为京津冀跨

区域轨道交通一体化构建配套政策， 给予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他认为推动轨道交通

建设一方面能够提升大城市承载力， 另一方面能够为城市功能、 人口、 产业向外疏

解提供便利通道， 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活力。
（三） 基础设施服务研究趋向实用性

学界普遍认为京津冀之间在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是阻碍协同发展的

重大难题， 目前基础设施服务研究正在从分析现状向政策实施转变， 研究成果更具

实用性。 在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 北京的人口疏解必然面临着户籍、 高考

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 因此， 赵弘 （２０１４） 提出，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正

视这些深层次矛盾， 在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下大力气， 逐步缩小区域间的落差，
着力解除户籍制度、 高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 促进公共服务均

衡化、 一体化发展。 安虎森 （２００３） 从区域经济分析理论出发， 认为可以从基础设

施、 工业化政策、 人力资本投资、 城镇体系与增长极、 农业发展措施、 激励措施以

及分权与地方财政等方面制定区域经济政策， 改进当地福利水平， 消除要素流动障

碍， 塑造区域发展的长期动力。 王凯和周密 （２０１５）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 指出推进

区域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要按照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适度超前和安

全可靠的原则， 这就要求三方要积极谋求合作： 一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京津要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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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河北省延伸和辐射； 二是河北省要改造和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向市场

购买这些公共服务。 可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的

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一旦确定将极大地推进京津

冀一体化进程， 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迅速集结和优化配

置， 因此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四） 利益协调机制研究转向操作层面

从根本上讲，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三地利益的协同发展， 目前学界对利益协调机

制的研究正在不断从总体向细节延伸。 臧秀清 （２０１５） 提出协调京津冀三方利益、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完善利益分享机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薄文广、
陈飞 （２０１５） 认为， 能否建立完善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是区域协同发展甚至区域一体

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马海龙 （２０１３） 从总体上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

素：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 （纵向系统） 与区域经济运行 （横向联系） 的矛盾； 二是现

行财税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动机。 孙久文 （２０１４） 将

该问题进一步细化， 指出当前的行政体制、 财税体制和 ＧＤＰ 考核机制是限制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分灶吃饭” 的财税政策激励各自追求本地区发展而忽视相互

间的合作。 学者们也从各自的研究专长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市场方面， 安虎

森等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建议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应以提高区际贸易自由度为核心， 以

市场一体化为基础， 以有效的主体组织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保证， 在欠发达地区应

实行有别于发达地区的政策； 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 赵弘 （２０１４） 建议京津冀三方

政府应该积极谋划跨区域的 ＧＤＰ 分计和税收分成机制， 打破现有财税制度对区域协

同发展的制约； 利益补偿机制方面， 京津应该对在水资源、 生态环境方面付出代价

的河北给予利益补偿。 张贵等 （２０１４） 认为应将利益补偿机制落到实处， 利益补偿

不但包括提供水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所需的资金， 还应以产业帮扶、 人员培训、 项目

合作和服务功能延伸等形式加大反哺力度， 进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此外， 还建议在

国家层面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 引导、 帮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通过政

府行政命令解决的问题。 总之， 对于利益协调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有助于京津冀

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 如果相关研究能够再细化并具体到操作层面， 将会极大地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

四、 结束语和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 定性分析三地协同发展的障碍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另一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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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实证数据和模型分析基础上， 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虽然， 学者围绕京

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多领域的深入探讨， 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

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行为主体多、 牵涉利益广， 需要在综合发展的视角下进

行研究， 而由于不同学科具有的局限性使得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片面性， 因此需

要在结合多学科理论、 方法的基础上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
单纯从理论出发通过对现象分析进行的研究主观性较强， 且大多立足于宏观角度，
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当牵扯利益关系较多时不容易协调， 从而导致可

行性不高， 出现 “口号多于行动、 形式大于实质” 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起始之年， ２０１５ 年是关键之年， 三省市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产业发展互

补互促、 资源要素对接对流、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进行深入合

作， 这些都是理论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领域。

参考文献

安虎森 （２００３）： 《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一些思考》， 《南开学报》 第 ４ 期， 第 ３４ ～ ４０ 页。

安虎森、 高正伍 （２０１０）： 《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 《南

京社会科学》 第 １ 期， 第 ２２ ～ ２９ 页。

安虎森、 李瑞林 （２００７）：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和实现途径》， 《湖南社会科学》 第 ５ 期， 第

９５ ～ １０２ 页。

薄文广、 陈飞 （２０１５）： 《京津冀协同发展： 挑战与困境》，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１ 期， 第 １１０ ～ １１８ 页。

陈红霞、 李国平 （２０１０）：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发展研究》 第

５ 期， 第 ７ ～ １１ 页。

陈红霞、 李国平、 张丹 （２０１１）： 《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及其优化整合分析》， 《城市发展研

究》 第 １１ 期， 第 ７４ ～ ７９ 页。

陈岩、 武义青 （２０１４）： 《关于京津冀产业优化调整的思考》，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

第 ４ 期， 第 ８４ ～ ８７ 页。

陈耀、 陈梓、 侯小菲 （２０１４）：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产业格局重塑》， 《天津师范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６ 期， 第 １ ～ ６ 页。

成淑敏、 高阳、 黄姣、 杨卓翔 （２０１２）： 《京津冀及江浙沪经济圈生态足迹比较分析》， 《长江

流域资源与环境》 第 ９ 期， 第 ４３３ ～ ４４１ 页。

崔冬初、 宋之杰 （２０１２）：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经济纵横》 第 ５

期， 第 ７５ ～ ７８ 页。

崔晶 （２０１２）：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政治学研究》 第 ２ 期， 第 ９１ ～ ９７ 页。

崔晶 （２０１３）： 《生态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 自京津冀都市圈观察》， 《公共管理》 第 ９ 期，

４８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８ ～ １４４ 页。

郭凯 （２０１４）： 《 京 津 冀 区 域 发 展 报 告 发 布 　 河 北 功 能 定 位： 去 重 型 化 》， ｈｔｔｐ： ／ ／

ｈｅｂｅｉ ｈｅｂ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０５８３９７ ｈｔｍ， ７ 月 ２４ 日。

胡爱荣 （２０１４）： 《京津冀治理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应用研究》， 《生态经济》 第 ８ 期， 第

１７７ ～ １８０ 页。

纪良纲、 晓国 （２００４）： 《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 《河北学刊》 第 ６ 期， 第 １９８ ～

２０１ 页。

江曼琦、 谢姗 （２０１５）： 《京津冀地区市场分割与整合的时空演化》，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第 １ 期， 第 ９７ ～ １０９ 页。

李卫锋 （２０１０）： 《京津冀区域信息化空间差异与协同发展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第 ６

期， 第 ５２ ～ ５４ 页。

李彦丽、 路紫 （２００６）： 《京津冀旅游信息化合作模式及策略研究》， 《情报杂志》 第 ２ 期， 第

１１２ ～ １１４ 页。

连玉明 （２０１４）： 《试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１０７ ～ １１２ 页。

刘纯彬 （１９９２）： 《一个天方夜谭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关于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

想》， 《中国软科学》 第 ３ 期， 第 ２９ ～ ３２ 页。

刘德谦 （２０１４）： 《关于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回望》， 《旅游学刊》 第 １１ 期， 第 １３ ～ １５ 页。

刘锋 （２００２）： 《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 第 ５ 期， 第 ３９ ～ ４１ 页。

刘桂环、 张惠远、 万军、 王金南 （２００６）： 《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第 ４ 期， 第 １２０ ～ １２４ 页

马海龙 （２０１０）： 《京津冀区域治理的模式选择》，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第 ６ 期， 第 ７ ～ １１ 页。

马海龙 （２０１３）：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河北学刊》 第 ３

期， 第 ９０ ～ ９６ 页。

马强 （２００７）：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路径及趋势》， 《宏观经济管理》 第 ９ 期， 第

６９ ～ ７１ 页。

马晓河 （２０１４）： 《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第 ４ 期，

第 ２８ ～ ３１ 页。

穆瑞丽、 黄志英 （２００８）： 《京津冀旅游合作的依据分析与机制构建》， 《区域经济》 第 ５３０ 期，

第 ２３２ ～ ２３３ 页。

聂元贞 （２００５）：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理论评介》， 《经济学动态》 第 ８ 期， 第 ９８ ～

１０３ 页。

伞锋 （２０１４）： 《推进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宏观经济原理》 第 ５ 期， 第 ３８ ～ ４０ 页。

施祖麟、 刘锋 （２００３）： 《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 ３ 期， 第

１９ ～ ２２ 页。

孙久文 （２０１４）： 《京津冀合作难点与陷阱》， 《人民论坛》 第 ５ 期， 第 ３４ ～ ３７ 页。

５８

张　 贵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孙久文、 丁鸿军 （２０１２）：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 第 ７ 期，

第 ５２ ～ ５８ 页。

汤碧 （２００２）： 《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 《南开经济研究》 第 ３ 期， 第 ５４ ～ ５６ 页。

王辉、 李占平 （２０１５）： 《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河北学刊》 第 １ 期，

第 １４６ ～ １４９ 页。

王军、 李逸波、 何玲 （２０１０）： 《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探讨》， 《河北经贸

大学学报》 第 ３ 期， 第 ７４ ～ ７８ 页。

王凯、 周密 （２０１５）： 《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及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启示》， 《现代日本经

济》 第 １ 期， 第 ６５ ～ ７４ 页。

王微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选择研究》， 北京：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王玉海、 何海岩 （２０１４）： 《产业集群与京津冀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第 ４ 期，

第 １０１ ～ １０６ 页。

魏后凯 （２０１４）： 《重塑京津冀发展空间格局》， 《经济日报》 ６ 月 ６ 日。

魏丽华、 李书锋、 张健 （２０１４）： 《建立京津冀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 《开放导报》 第 １ 期，

第 ８７ ～ ８９ 页。

魏小安 （２０１４）：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动力与推力》， 《旅游学刊》 第 １０ 期， 第 １３ 页。

文魁 （２０１４）： 《京津冀大棋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 《经济与管理》 第 ６ 期， 第

８ ～ １２ 页。

吴群刚、 杨开忠 （２０１０）： 《关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城市问题》 第 １ 期， 第 １１ ～

１６ 页。

武玉英、 李俊涛、 蒋国瑞 （２０１４）： 《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创新理论模型及发展对策》， 《科技进

步与对策》 第 ２４ 期， 第 ３６ ～ ４０ 页。

肖金成 （２０１４）： 《京津冀： 环境共治　 生态共保》， 《环境保护》 第 １７ 期， 第 ２１ ～ ２５ 页。

肖金成 （２０１４）： 《 “一轴两带”： 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构想》， 《中国经济周刊》 第 １２ 期， 第

２１ 页。

徐永利 （２０１３）： 《逆梯度理论下京津冀产业协作研究》，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５ 期， 第 ７３ ～ ７８ 页。

徐永利、 赵炎 （２０１４）： 《京津冀协同发展： 河北省产业逆梯度推移策略》， 《河北学刊》 第 ４

期， 第 ２１４ ～ ２１７ 页。

许瑞生 （２００６）： 《都市区的区域管治———地区发展中政府间的协调与管理》， 《城市规划》 第

１１ 期， 第 ８２ ～ ８８ 页。

薛俭、 谢婉林、 李常敏 （２０１４）：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省际合作博弈模型》， 《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第 ３ 期， 第 ８１０ ～ ８１６ 页。

杨毅、 李向阳 （２００４）： 《区域治理： 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治理模式》，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第

２ 期， 第 ５０ ～ ５３ 页。

６８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于维洋、 许良 （２００８）： 《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第

９ 期， 第 ２０ ～ ２４ 页。

臧秀清 （２０１５）：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河北学刊》 第 １ 期， 第 １９２ ～

１９６ 页。

臧学英、 于明言 （２０１０）：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接与合作》， 《中国发展观察》 第 ８ 期，

第 ３０ ～ ３２ 页。

张波 （２０１４）：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 第 ４４ 期， 第 ４０ ～

４４ 页。

张贵、 贾尚键、 苏艳霞 （２０１４）： 《生态系统视角下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研究》， 《中国天津市

委党校学报》 第 ４ 期， 第 １０５ ～ １１２ 页。

张贵、 王树强、 刘莎、 贾尚键 （２０１４）： 《基于产业对接与转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经

济与管理》 第 ４ 期， 第 １４ ～ ２０ 页。

张京祥 （２０００）： 《城市与区域管治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 《城市问题》 第 ６ 期， 第 ４０ ～

４４ 页。

张莉、 唐茂华 （２０１２）： 《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新格局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

第 ６ 期， 第 ８８ ～ ９１ 页。

张亚明、 李新华、 唐朝生 （２０１２）： 《竞合视域下京津冀区域地缘经济关系测度分析》， 《城市

发展研究》 第 ５ 期， 第 ２２ ～ ２７ 页。

张亚明、 刘海鸥 （２０１４）： 《协同创新博弈观的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模型与策略》， 《中国科技

论坛》 第 １ 期， 第 ３４ ～ ４１ 页。

赵弘 （２０１４）： 《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经济与管理》 第 ３ 期， 第 ５ ～ ９ 页。

赵弘 （２０１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中国流通经济》 第 １２ 期， 第 ２０ ～２４ 页。

赵新峰、 袁宗威 （２０１４）： 《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中国行政

管理》 第 １１ 期， 第 １８ ～ ２３ 页。

赵媛、 诸嘉 （２００７）：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及组织类型》， 《世界地理研究》 第 ９ 期，

第 １ ～ ７ 页。

周立群、 曹知修 （２０１４）： 《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启经济一体化新路径》，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

报》 第 ４ 期， 第 １００ ～ １０４ 页。

祝尔娟 （２００９）：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整合》， 《经济地理》 第 ６ 期， 第 ８８１ ～８８５ 页。

祝尔娟 （２０１４）：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与重点》， 《经济与管理》 第 ３ 期， 第 １０ ～

１２ 页。

Ａｌａ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 （１９９５），“ Ｅｌｉ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Ｉｎ Ｊｕｄｇｅ Ｄ， Ｓｔｏｋｅｒ Ｇ， Ｗｏｌｍａｎ Ｈ，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ｐｐ ３５ － ５３．

Ｊ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６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Ｒｈｏｄｅｓ， Ｒ Ａ Ｗ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ｐ ６５２ － ６６７．

７８

张　 贵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ｉ１，２， ＬＩＡＮＧ Ｙｉｎｇ１， ＧＵＯ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４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ｂｉｇ ｃｉｔ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ｔ 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ｏｎ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ａｌｌ ｗａｌｋ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责任编辑： 薛亚玲

８８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