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地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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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区域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发展景观的客观反映，又具有动态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合理与否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或
制约作用。当前粤东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已明显不能适应其一体化发展的主导战略思想。研究在客观分析粤东区域空间结构现
存主要问题基础上，从空间一体化角度提出了粤东地区“一极两带三轴”的空间结构优化模式，解析并指出区域增长极，即潮
汕揭联合大都市区的成功构建是粤东区域空间结构能否向空间一体化优化模式演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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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Regional Structure Of East Guangdong Province/Cheng Yuhong, Hu Yan, Qin Chenglin
[Abstract] Spatial structure reflects and also affects regional development. Present spatial structure of east Guangdong province is lagging
behind the integr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paper analyzes major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region, and raises “one pole, two belts,
and three axes” spatial structure vision, and argues that Chaozhou-Shantou-Jieyang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critical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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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研究和与港澳台合作研究等内容 [2-6]。在我国区域经

0 引言

济迅猛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自 2010 年起，
粤东地区包括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 4 个地级

有关粤东地区的资源整合、协调发展等问题引起热议

市，区域总面积为 15 516 万平方公里，是广东省四大

和关注。2011 年，广东省政府发布《粤东地区经济社

区域之一。该区域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西接珠三角，

会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15)》，正式将“促进区域

是广东对外开放、深化对台经贸合作的重要门户，也

一体化”确立为粤东地区的发展战略。鉴于粤东地区

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带的重要一环，区位条件优越，

欠发达的经济背景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作为区域发

战略地位突出。但从广东全省看，该区域仍属欠发达

展的空间载体，在与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的诸多理论方

地区。2010 年，粤东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9 371

面的问题亟待科学解答，如欠发达经济背景下业已形

元，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43.3％，不足珠三角平均水

成的区域空间结构对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有何影

平的 1/3。从已有文献看，针对粤东地区的研究相对较

响？区域空间结构应如何优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的

少，直到 2006 年，随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促

一体化发展？
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对粤东地区加快一体

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粤东城
[1]

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的开展 ，粤东地区开始被关注，

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将对国内类似欠发达

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

城镇群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区域生产网络空间组

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本文拟在简要进行理论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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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粤东四市主要经济指标占区域比重

阳 3 个城市在东部，这种分布情况进一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

外商直接
投资 /％

一般财政预算
收入 /％

步导致其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呈现东西

城市

国内生产
总值 /％

工业总产
值 /％

固定资产
投资 /％

汕头

37.3

39.1

24.5

44.3

33.2

45.2

地区人口和产业最为密集的地区，是粤

潮州

17.2

14.9

12.4

13.1

14.5

14.5

东地区的经济重心，其经济发展的主要

揭阳

31.1

37.0

38.2

23.8

19.4

24.0

汕尾

14.3

8.9

24.9

18.8

32.9

16.3

分化的局面。潮汕揭都市密集区是粤东

指标均占到整个粤东地区的 80％以上
( 表 1)。而处在西部的汕尾，由于与潮汕
揭都市密集区的空间距离较远，到珠三

基础上，从空间一体化视角切入，对区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提高区域间的联系

角中心城市之一的深圳的时间要比到潮

域空间结构优化模式展开讨论。

强度。目前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历

州、汕头和揭阳任何一个城市的时间都

史、资源、区位和政策机制等各方面都

更短，制约了各城市相互之间紧密经济、

1 区域发展阶段、空间结构演化与

存在很大差距，其经济发展尚处于无序

社会联系关系的建立。事实上，汕尾虽

区域一体化

竞争状态，区域内尚未形成有主导力量

地处粤东，但近年来经济联系上已表现

的增长极，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跨

出明显的“离心”趋势，在粤东地区的

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是区域科学的一

越式发展，由于市场机制的趋利性，靠

孤立性和独立性明显增强，而对于珠三

个重点研究领域。一般认为，区域空间

发达地区的自主扩散来实现欠发达地区

角地区则表现出“向心”态势。

结构是对特定时期区域发展景观的客观

的发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当前阶

反映和静态刻画。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本

段由政府调控，打造全方位的经济一体

身以空间发展为依托，随着区域经济发

化势在必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

汕头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

展阶段的不断变化，区域空间结构也是

空间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的直接体现是

之一，在粤东城镇群中一度被定位为区

一个动态的演化概念，在其演化过程中，

空间距离的缩短，未来欠发达地区应该

域发展核心。从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

结构的优劣对区域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尽快系统地组织多条交通轴线 ( 如铁路、

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

回顾国内外区域发展实践经验与理论总

公路等 ) 和交通的空间聚集点 ( 如机场和

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看 ( 图 1)，汕头在

结，区域发展思路已经历了从低水平均

港口 )。首先，交通可达性的改善不仅可

粤东四市中的确具有较明显优势，但其

衡发展到不均衡发展，再到区域相对均

以促进沿线城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善，

独立作为粤东地区区域增长极的实力却

衡和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演进路径 。区

还能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其次，交通

明显不够；而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市的

域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形成，通常伴随着

系统发展可以拓宽城镇的地域空间范围，

中心城区集中在东部，彼此相距很近，

区域发展阶段的演进，依赖于区域空间

促进新的城镇群空间结构的形成。本文

理论上具有在同城发展条件下共同担当

结构的不断演化和优化调整。从这个意

对粤东地区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的研究亦

粤东地区增长极和空间组织中心角色的

义上讲，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无疑是缩小

是以国家在该地区开辟多条重要交通干

可能，但限于行政区划的分割，三市的

区域差异、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线为契机，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和重点

竞争大于合作，尚未形成同城合力。由

手段。

投资主动建立增长极，打造粤东地区区

于粤东地区长期缺乏强有力的空间组织

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根据

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从而缩小该地区

中心，已对粤东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产生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区域发展

与周边发达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区域内

了严重的制约。

的 4 个阶段，分别是均质化发展阶段、

部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构建全方位的

极化发展阶段、点轴系统发展阶段和区

区域一体化格局。

[7]

域一体化发展阶段。当前区域经济一体

2.2 缺乏强有力的空间组织中心

2.3 区域发展缺乏协调机制
粤东各市同属潮汕文化区域，在自

化发展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消除区

2 粤东地区空间一体化发展存在的

然地理、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方面有很

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主要问题

强的相似性，从而使得它们在经济发展

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规划已经逐步迈进
全方位的区域空间一体化规划阶段。

模式和路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2.1 空间格局“东重西轻”

加上潮汕平原人口众多、三面环山、一

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如何使欠发

粤东四市在地理格局的分布上被一

面靠海、地域狭小、空间资源有限，在

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实现有效对接，缩小

分为二，汕尾在西部，潮州、汕头和揭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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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粤东四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图

图 2 2010 年广东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图

图 3 粤东地区“一极两带三轴”的空间发展优化模式图

致各市之间竞争激烈。事实上，近年来

从空间一体化角度看，当前粤东地区的

梅汕铁路汕头段为依托的“汕梅产业发

粤东四市在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选址 ( 国

区域空间发展亟待构建区域增长极，并

展带”；“三轴”是指 3 条次级空间发

际机场、港口建设 )、能源石化等大项目

运用点轴开发理论构建区域空间优化模

展轴线，即“潮揭普发展轴”“普西发

引进及招商引资等方面均展开了激烈的

式。根据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

展轴”“揭海发展轴”。

争夺。受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限制，

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中心总是

粤东地区的区域发展、城市发展均以行

优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可称

政区划为边界，各自为阵，缺乏必要的

之为区域增长极。增长极通过区域主要

沟通协调机制，行政分割、诸侯经济等

发展轴线连接各级城镇，发挥集聚和辐

特征明显。

射功能，以点带面，引领区域开发和经

当前粤东地区空间结构存在的主要

济增长，并成为推动区域空间一体化发

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空间组织中心，4

展的空间组织核心。

个主要城市均难以独立承担区域增长极

3 粤东地区空间结构优化模式建构

4 粤东地区区域增长极构建
4.1 必要性与可行性

的重任。因此，打造强有力的区域空间
3.1 发展判断与空间优化模式选择
从广东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

3.2 空 间 结 构 优 化 模 式：“ 一 极 两 带

组织中心，即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无

三轴”

疑是推进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粤东地区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其在多个

根据粤东地区城镇空间的布局和发

从构建增长极的必要性看，首先，

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上均明显低于广东省

展现状，结合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的现

潮州、汕头和揭阳联合大潮汕揭联合大

平均水平 ( 图 2),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仍

状分布，粤东地区可采用“一极两带三

都市区的构建，将使得粤东地区的经济

有较大提升空间。从上述对空间一体化

轴”的空间发展模式进行空间结构优化

内聚力迅速增强，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规

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看，当前其

( 图 3)，引领并推动区域空间一体化进

模经济效应。同时，通过打破行政界限，

各主要城市的发展尚处于“诸侯割据、

程。“一极”是指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

创新管理体制，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

各自为战”的阶段，缺少具有强大集聚、

该联合都市区主要由“一主两副”3 个

作领域，既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互利

辐射功能的区域整体增长核心和空间发

中心城市，即潮州、汕头和揭阳的中心

共赢的发展格局，又有利于提升粤东地

展组织中心，造成区域空间格局整体上

城区构成，承担粤东地区的区域增长极

区的整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掀起我国

呈现隔离性和破碎性，区域空间开发呈

和空间组织中心职能；“两带”是指 2

粤东地区沿海城镇群建设的高潮。其次，

无序状态。从国内外区域空间发展的理

条一级空间发展轴线，即以沈海高速公

从空间发展看，以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

论与实践看，主要的区域发展理论多是

路深汕段和厦深高铁为依托的“沿海经

为区域增长极，沿主要发展轴线，发挥

建立在区域不均衡发展思想的基础之上。

济发展带”，以及以汕昆高速公路和广

其集聚、辐射功能，引导粤东地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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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城市功能优化，便于区域不同等

4.2 空间组织形态

互动的促进关系。因此，轴线系统必须

级轴线及相关城镇节点彼此协调、互动

结合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市中心城

把整个粤东地区纳入到统一的空间开发

增长，辐射整个粤东地区的城镇发展空

区发展现状和空间格局的分析，潮汕揭

组织体系之中。根据粤东地区现有的人

间。最后，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作为区

联合大都市区适合采用“多中心”空间

口分布、经济集聚状况以及重要交通干

域增长极和粤东地区区域门户，有利于

组织模式，具体可按照“一主二副、同

线格局，本文确定了“两带三轴”的两

增强粤东地区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和

城三角”模式进行空间组织。其中，
“一主”

级空间组织轴线优化系统。

联系。一方面，便于粤东地区积极融入

是指汕头中心城区；“二副”是指揭阳

海峡西岸经济合作区，发挥广东参与两

和潮州中心城区；“同城三角”是指潮州、

岸合作桥头堡的作用；另一方面，便于

汕头和揭阳三市中心城区以桑浦山为中

一级发展轴线包括沿海经济发展带

承接来自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加快产业

心，呈三角形布局，按照同城化理念建

和汕梅产业发展带。这两条产业带不仅

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有利于强化与闽、

设各具特色的空间一体化新城区。

集中了粤东地区 80％以上的人口和近

5.1 一级发展轴线

在此空间形态下，汕头可采用“东

90％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奠定了粤东地

扩、南拓、西移、多组团发展”的策略，

区城镇群空间分布的基本框架，也是粤

从构建增长极的可行性看，粤东地

通过在东部建设东海岸新城、南部建设

东地区与周边区域联系的主要通道。

区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一环，拥有

临港新城，强化港口城市功能，在西部

5.1.1 沿海经济发展带

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

建设生态新城，缩短与揭阳和潮州的空

沿海经济发展带以潮汕揭联合大

的侨乡资源。潮汕平原的人口约为 1 800

间距离；揭阳可依托潮汕国际机场的建

都市区的汕头中心城区为核心，以汕尾

多万，占整个粤东地区人口的 90％左右，

设向东拓展，重点发展空港经济新城，

中心城区为副中心，自东向西沿海岸线

是粤东地区大中小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地

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建设；潮州则可依托

东西向拓展，是粤东地区东联海西经济

区。将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作为粤东地区

高铁潮汕站的建设向南拓展，并建设高

区、西接珠三角城市群的一级发展轴线，

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

铁客运新城，突出区域交通枢纽的定位，

主要依托沿海岸线分布的沈海高速公路

和发展条件。首先，在宏观战略层面，

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中心城市职能。

深汕段和在建厦深高铁，沿线分布有汕

赣两省及粤北山区的经济联系，便于扩
展腹地、优势互补。

汕头、潮州和揭阳已被纳入海峡西岸经济

此外，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同城主

头的外砂机场和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在

区，汕潮揭一体化也已纳入国家主体功能

骨架的构建，可依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这条主轴上，由东向西依次分布的城镇

区规划；同时，国家在广东建设海洋经济

进行建设。首先，以位于三市中部的潮

有饶平—潮安—澄海—汕头主城区—惠

发展试点省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利好，无疑

汕国际机场为主要航空运输组织节点，

来—陆丰—汕尾，它们是该产业带发展

为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的构建创造了新的

充分利用国际机场强大的人流、物流集

的重要空间节点和空间发展重点。在产

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在空间位

聚辐射中心功能，有效整合三市资源；

业发展方面，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置上，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市中心城区呈

其次，以广州—汕头高速公路、深厦高

和重化工业，同时利用滨海优势，重点

三角形分布，两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

铁等为陆路主通道，优化陆路交通网络

发展滨海旅游、海洋生物工程及海洋开

40 km，伴随三市中心城区的发展和扩张，

建设；最后，建立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

发等新兴产业。此带面海背陆，集高速

空间距离将不断缩短。通过合理的规划引

城际轨道快运系统，并加快疏港铁路、

公路、高速铁路、空港和海港等各种高

导、基础设施建设和协调分工，三市完全

高速公路与主要空港、海港的互联互通，

等级运输方式于一身，东西纵贯粤东全

有可能消除当前的行政区经济和诸侯经济

形成陆海空快速交通复合网络体系，打

境，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推动区域空

思维，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联合大都市区，

造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半小时生活圈”。

间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经济带。

共同承担区域增长极的角色定位。最后，
近年来一系列区域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

5.1.2 汕梅产业发展带

5 粤东地区空间一体化发展轴线解析

建设布局客观上促进了潮汕揭联合大都市

汕梅产业发展带以潮汕揭联合大都
市区的汕头、揭阳中心城区为核心，依

区的形成，如位于三市中心城区之间的潮

根据点轴理论，粤东地区空间发展

托汕昆高速公路和广梅汕铁路汕头段，

汕国际机场的开通、潮汕揭轨道交通环线

轴线系统以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为核心

与沿海经济带垂直分布，发挥粤东地区

等重大基础设施的筹建，无疑将促使三市

向外延伸，这些轴线既有利于促进潮汕

北向腹地拓展、辐射联系粤北的一级发

在区域交通一体化框架下寻求更紧密的合

揭联合大都市区自身的发展，又有利于

展轴线的作用。沿带分布城市主要有丰

作关系，推动潮汕揭联合大都市区的形成。

带动沿线城镇的发展，使两者之间形成

顺—揭阳—潮安—汕头，同时聚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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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庵埠、彩塘、枫溪、古巷、新亨、曲

域增长极。因此，其空间结构优化可遵

溪、炮台、揭东经济开发区等专业镇和

循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构建“一

产业区，共同构成产业带发展的空间支

极两带三轴”的空间一体化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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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整合产业资源。加强招商引资政

本文在对粤东地区空间结构现存主

策对接，逐步统一土地利用政策、税收

要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

政策和招商服务标准，共同开展招商引

空间一体化角度对其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资，互通招商信息、资源，协调招商利益；

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得出结论：粤东地

同时，研究建立联合大都市区在财税、

区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导致区域空

投资管理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利益协调

间格局呈现隔离性和破碎性的原因在于

机制，以产业高级化、集群化和国际化

缺乏强有力的区域空间组织核心—区

为目标，联合打造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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