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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然而其研究特点、研究趋势和在学科之

间关注的重点鲜有被总结和归纳。文章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认

知、驱动机制和政策设计三个方面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阐述区域协调发展在经济学和管理

学之间的表现或联系，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认

知呈现了由关注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差距和区位要素转向关注管理学视角下的政策和制度

等要素，尤其注重多维度的协调发展; 资源驱动是区域协调发展基础阶段的主要特点，而区

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政策驱动的作用更加明显，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外向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果从突出经济学视角下的 GDP 向管理学视角下的多维协调度转换; 区域

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本质是协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促进区域发展的协调发展，

需要推动市场培育、调节府际关系、规范和约束社会组织的发展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

与政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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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协调发展长期以来聚焦于经济学的视角，关注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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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调节机制只负责一次分配，注重经济要素的协调和区位优势的互

补从而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区域经

济差距的缩小。但是，这种分配往往导致马太效应，也反衬了政府二次分配的重要意义。区域协调

发展旨在通过不同区域之间要素的流动与优势的互补，消除不同地区资源的矛盾和紧张，产生更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政府作为权力的集合体，一方面可以通过公权力的运

用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技术、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流动; 另一方面，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行为主体之

间的合作与协同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①。政府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更具体而言

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忽视管理学视角将不利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理解。更进一步而

言，经济学视角和管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是否还存在某种差异、联系或者转化? 具体联

系的状况如何?

带着上述的疑问综观这些年学界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积累，尽管部分研究或多或少地强调了政

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②③④⑤⑥⑦，可多拘泥于在区域经济发展领域内探讨政府间的关系和政

府职能、政府在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中的作用和动力机制，忽视了区域协调发展蕴含在经

济学和管理学视角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也忽视了不同时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在两个视角之间被重视

程度和重视内容上的差异。因此，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认知、驱动机

制和政策设计三个方面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阐述区域协调发展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表现或联

系，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以期回答以上的问题和推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工作。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认知: 内涵与理论

( 一)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 起点与转变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有所丰富，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我国对区域协调议题

的关注发端于经济协调发展。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中指出“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

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次报告正式出现了协调发展一词，强调了宏观

意义上的“经济”协调发展，也使得协调发展带有一定政府战略规定和管理学的意味。然而此时还未

明确指出“区域”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差距加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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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使得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了国家治理的目标之一，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呈现出从经济学

视角向管理学视角转换的态势。从管理学视角来看，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研究的焦点存在两条研究主

线: 一是对区域之间协调维度的讨论，涉及教育、人口、科技、环境等不同要素的探讨; 二是中国区域

广泛，诸多学者针对不同的区域探讨了区域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围绕这两条主线，区域协调发展的

内涵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包括区域内部生产要素的互动与协调，也包括区域之

间的流动与协调①②③; 二是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也包括科技、人力、生态等多

方面差距的缩小④⑤;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空间层面区域发展结果的协调⑥⑦，也包括发展能力

和发展机会上的协调⑧。本文所指的区域协调发展内涵上包括以上三方面的内容。

( 二)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认知: 溯源与发展

学术界对于区域协调发展运用的理论阐释已数见不鲜，却鲜有研究关注这些理论所蕴含经济学

和管理学视角的特点。本文围绕区域协调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发现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视角的

演变呈现出由经济学视角向管理学视角转换的特点。

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理解离不开对区域发展理论的追溯。区域发展的理论研究兴起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陆，理论界一致认为区域发展理论起源于区位理论，如冯·杜能( Thanen，

1826) 的农业区位论、韦伯( Weber，1909) 的工业区位论、以及克里斯托勒( Christaller，1933 ) 和勒施

( Losch，1940) 的中心地理论等。上述的理论经借鉴和发展，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也侧

面反映了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源头带有产业、空间、区位等这些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色彩。

20 世纪初，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和“自由放任”被认为是协调发展的最好工

具⑨瑏瑠，然而后来经济危机证明了市场的弊端，市场也会失灵，这为区域协调发展蒙上阴影。二战后

学界推崇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西方国家出现了增长极理论、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核心—缘模

式等。20 世纪 60 年代，资本剩余的空间循环引发了经济、犯罪、政治等社会问题的矛盾，尤其是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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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义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缺陷引起了学者的不满和重视，开始谋求新区域主义①②③。20 世纪

90 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协调发展是经济地理学始终关注的核

心问题，该学派主要分析空间要素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表示经济活动空间聚集和扩散的相互作

用是区域增长的动力机制④，研究也受到了国内诸多学者极大的关注与介绍⑤⑥⑦⑧⑨，应用于对产业

集聚原因的解释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研究瑏瑠瑏瑡瑏瑢。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更强调宏观

层面的空间行为，缺少对区域微观主体空间行为的关注，这点被学术界多加质疑瑏瑣。由此，学者将新

制度经济学派引入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将制度要素融合进区域分析中，注重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

的影响，也被称为区域政策学派。此外，区域管理学派作为新兴的学派，认为只有政策和规划远不能

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必须将区域作为对象进行管理瑏瑤。尽管经济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要基础，但该视角缺少对于政府的关注，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背景不相吻合瑏瑥。由此，

我国一些学者在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开始向

公共管理视角进行转换。诸多学者从人口管理、环境管理、经济发展管理、城乡统筹、主体功能区管

理等方面对区域分析的管理视角分析进行了拓展，使得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学色彩更加浓厚。

上述的学派以及遵循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关注的重点、分析的视角、遵

循的理论体系和注重的问题都存在差异。总的来看，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奠

定了丰硕的基础，在发展脉络上呈现了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的转换、由关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向

“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转换、由经济学视角突出向管理学视角突出的转换特点。经济学视角中关注

空间要素、产业要素等，且在具体分析中注重模型和范式的创新，而管理学视角则强调了政策和经济

以外人口、环境等综合要素的发展，更加注重研究的应用价值。管理学视角对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微

观组织机理进行了补充，弥补了经济学视角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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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基础、过程与结果

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有利于政府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

措施进行干预，促进区域协调活动的产生与发展，节约治理的时间和成本。诸多学者如陈国阶、张秀

生、韩兆 洲、安 康、王 小 鲁 和 樊 纲 等 都 在 研 究 中 表 示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是 受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过程和结果

三方面审视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 一) 基础: 资源驱动

资源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始驱动力。一个地区原有的资源条件构成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这

里主要指狭义的自然资源，也构成了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是区域差距的直接体现，影响了区域协调

发展的程度和难度。之所以称为绝对差异，是因为这种差异是自然形成的区域差异，无法或很难彻

底地改变。地区的环境条件是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条件，如各地区的区位、地理结构、水资

源、矿产资源等资源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沿海等区位优势是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但资源不足，而中

西部的资源丰富却存在市场发展不充分等限制因素，因此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不利于

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瑏瑠。如何克服资源约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议题是经济学家持续关注的焦点。

围绕这个焦点，学术界对资源的有限性问题出现了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资源的有限性妨碍了区域的

协调发展，会加大区域的不平衡; 而主流的声音则认为全球化的背景、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投资的需求

会增加对资源性产品的需要，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带来宝贵的发展机遇，更有

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瑏瑡。

( 二) 过程: 政策驱动

自然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的重要性被凸显瑏瑢。二者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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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实现转变，这种差异较绝对差异而言更容易发生转变。以中部地区为例，该地区

经济结构趋同严重，缺少强大的区域经济中心，影响了地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①。而这种区域经

济中心的缺失可以通过政策进行驱动，如深圳的发展历程。也有学者表示外商投资、进出口额等经

济外向因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体系的聚集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②。自然资源和经济结构等

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结果的作用力度不同，有学者表示物质约束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正在减

弱③，但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④。

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能同时享有优先发展的机会⑤，一个有责任和能

力的政府可以实现自然资源禀赋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⑥⑦，于是政策及与之相关联的政府机

构和体制对区域的统筹和协调作用愈加凸显⑧⑨。学术界围绕政策及组织机构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

作用从四个视角展开: 一是基于制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必须意识到已

有制度的依赖性和弊端，只有解决和规避这些弊端，才能发挥制度安排的驱动作用瑏瑠瑏瑡。二是基于体

制机制视角，资源错配是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瑏瑢瑏瑣，要想驱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建立各区域

经济发展良好的联系和互动关系; 避免区域政策简单化，没有突出区域差异; 解决区域发展政策缺乏

制度支持、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不均衡、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缺乏统筹协调的问题瑏瑤。三是基于政府

机构间合作的视角，区域治理中政府机构的价值、能力和支持因素的变化对合作成败以及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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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①，行政分割导致经济整体性较差②。四是基于制度、经济以及其他

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程度进行了比较，有学者表明了政府调控 ＞ 投资因素 ＞ 发展阶段 ＞ 基础

设施的作用程度③。

( 三) 结果: GDP 转向多维协调度

区域协调发展结果评价对于政府及时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和判断预期发展的态势具有重

要的作用。综观现有文献，21 世纪前后，区域协调发展结果的评价标准多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以区

域经济差距的变化为判断核心。尽管使用的方法不同，但多采用 GDP、人均 GDP 为核心指标指代区

域间的经济差距，如林毅夫等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把人均 GDP 差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内部差异和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④; 金相郁等利用 CV、HHCI、TEC、MLD 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

势，包括省际发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⑤; 陈伟雄根据人均 GDP 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

行了衡量⑥; 王贤彬等采用全球 DMSP /OLS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重新评估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动态趋

势⑦。近些年，学界倾向从管理学视角出发，关注经济与其他维度之间的协调度，如李晶在区域协调

发展的指数研究中关注了经济、教育和健康的协调度⑧、范柏乃在区域差异的研究中关注了经济与

社会的协调度⑨、常阿平关注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瑏瑠等。管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结果不再

以经济差距的缩小作为唯一的核心指标，教育、人力资源、生态等要素越来越受到重视瑏瑡，近些年区

域的创新能力要素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瑏瑢瑏瑣瑏瑤，被引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结果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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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 多元主体间关系

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固然可以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这些研究多关注空间格局优化、区际福

利均等化和机会损失补偿等①。然而，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一般是不区分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存

在②③。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设计中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21 世纪，我国区域

协调发展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竞争优势等方面地区差异明显且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且许多

地区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马太效应明显。这种情境无疑是 21 世纪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巨大挑

战，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管理和政治融通④⑤⑥。此外，目前学术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政

策的探讨多从政策演化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政策内容、政策依照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效果进行阐释，

鲜有关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和协调不同行为

主体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试图以管理学视角为主，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和政府与社会组

织的关系三方面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

( 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设计中，政府在市场运作中的重要角色是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市场机制是

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机制观点基本达成一致⑦，但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市场的规则和秩序都需要

政府的管制和行政力量的约束⑧。区域协调发展要契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选择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手段和政策时，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功能结

合且互补，即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不分离。⑨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过程中，市场的培育和竞

争机制的完善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瑏瑠: 微观层面来看，需要竞争执法与私人执行相互

协调; 中观层面来看，要完善竞争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宏观层面来看，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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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实现整体竞争。① 例如在具体做法上，为了保障商品和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性和统

一的区域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制裁措施和政策法规以打击分割区域市场的行

为和地方保护现象②。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要转变单方面由政府推动或单方面

的市场推动，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是基础性调整措施，宏观调整可以提供保障，二者相互结合的机制转

变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③，市场机制政府扶持机制的互动与补充是区域协调和区际协作的关

键④。有学者已经对此给予了关注，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政府竞争与市场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了

市场与政府的互动机制，表面地方政府竞争的正向效应会削弱区域市场集聚的正向效应、区域市场

的集化效应负向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等⑤。但总体而言，现存的研究多停留在经济区域的布

局⑥、强调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定位⑦，学界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机制仍存在明显不足。

( 二) 政府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强调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职能和协调职能。省际关系的贯通是区域

协调发展政府与政府间关系研究的重要主题。省界是降低省区经济增长差距，实现省区协调发展的

主要障碍。打破省际边界，积极协调各区域、各部门利益关系，实现跨省区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市场一

体化的重要方面⑧⑨。如广东和港澳的诸多制度不同，粤港澳大湾区这种新型跨区域合作新模式如

何破除制度和行政壁垒，减少各种生产要素( 如人才和资源等) 在这三个地区之间的流动阻碍，成为

了这三个地区迎接多方机遇的同时也急需面对的最大困难。然而，放眼世界上的其他大湾区的建

设，多是基于相同政治体制下建设的，因此很难找到相似的成功案例，经验不可复制。因此，在这独

特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就特殊的问题和背景进行协作，需要发挥三个地区政府的创新思维，商讨出

创新的并且符合法规的新模式。瑏瑠

此外，近些年，府际关系差异的原因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不同区域间地理、文化和经

济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同行政区之间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机

制瑏瑡。不同于这些可观测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经济利益才是区域统筹背景下政府与政府间竞争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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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本质原因。政府出台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使得区域间的合作增

加，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共享的目的实现了府际合作，而地方保护和同质化竞争的负面效应使得政府

意识到差异化竞争的价值。①

( 三)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政府与社会关系主要强调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具体社会建设领域中的作用。社会

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群，对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职能发挥有限的地方进行了补充，

辅助性地处理和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社会矛盾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行业规范是由一些民

间社会组织网络如商会、行业协会等建立的，为企业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约束。企业在这些社会组

织网络中的活动可以帮助其获得信息、降低较低成本等，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此外，社会组织有利

于落后地区的区域发展③。有学者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出发，指出社会

组织可以为落后地区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延伸政府的职

能，对于落后地区居民的正当权利具有一定的维护作用④。然而，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网络相对落

后，这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团和

行业协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政府首先要规范自身行为、提高自身公信力，此外要

利用道德性的规范提高和监督商业和企业的道德意识，避免和减少商业欺诈、讨债骗贷等行为的

发生。⑤

综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经济学转向管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五、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尤其是对于区域协调内涵和理论的介绍和

理解日益丰富，却鲜有研究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变化视角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

演变历程。因此，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出发，沿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思路，

围绕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认知、驱动机制和政策设计几个方面阐释了学界的研究状况，丰富现有的

内容。

421

①

②

③

④

⑤

彭忠益、柯雪涛:《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关系演进及其影响机制》，《行政论坛》2018 年第 5 期。
陈延斌:《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20 年第 3 期。
赵家章:《社会资本、贸易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分析及战略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5

期。
陈延斌:《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20 年第 3 期。
赵家章:《社会资本、贸易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分析及战略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5

期。



图 1 经济学转向管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分析框架

本文梳理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理论来认识理念认知，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是什么”。协调发

展概念的提出始于经济协调的发展要求，经济学色彩浓厚。随着实践的丰富，经济以外的教育、科

技、人力、生态等多种要素的协调发展逐渐被重视，从经济学视角下的空间和区位等协调向发展的机

会和能力等深层次的协调转化，管理学色彩更加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在

关注的重点、分析的视角、遵循的理论体系和注重的问题上都存在差异。理论发展脉络上呈现了由

经济学视角下关注市场、空间和产业要素、注重模型和范式的创新向管理学视角下关注政府、强调政

策和应用价值转变的特点。总体而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理论在源头都是经济学色彩浓厚，伴

随实践的发展管理学的韵味越来越突出。

研究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归纳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理解“为什

么”。经济学视角下自然资源和空间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驱动是区域协调发

展初始阶段的主要表现。然而，当资源固定不变之时，就要依靠政策的力量驱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外向性，管理学的视角更加凸显。资源驱动的物质基础变化和政策驱动的经济

发展过程变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结果的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果不再过分追逐经济层面 GDP 差距

的缩小，经济、环境、教育等多维度的协调被纳入了考核体系，管理学色彩更加浓厚。

研究以管理学视角为主，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三方面探讨区域

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为“怎么做”提供参考。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要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

体制，推动市场的培育和完善竞争机制，做到微观层面竞争执法与私人执行相互协调、中观层面善竞

争法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相协调、宏观层面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竞争体系。制定政策和协调省际

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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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环境和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差异。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文献基础，但是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其一，目前学术界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归纳，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 基于全国视角

的省际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仍少有发现，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力度不足，多倾向于对某一具体

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对多种机制的作用关系和影响程度的研究较为匮乏。其二，区域协调发展结

果的评价存在评价范围上多局限于特定区域、评价标准维度和指标的选取差异性较大、缺少统一的

评估框架、评估模型的适用范围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等问题。其三，市场与政府的互动机制研究较为

单薄。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上几点进行突破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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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Cognition，Driving Mechanism and Policy Design

of Ｒ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iterature Ｒeview

Fan Bobai Zhang Y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accumulated to some extent，but it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research trends and focus between disciplines have rarely been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his paper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concept cognition，driving mechanism and policy desig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pounds the performance or connec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s and man-

agement，and puts forward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cept cognition of re-

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changed from focusing on economic gap and location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o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especially focu-

sing on multi － dimens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source driven i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basic stag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nd the role of policy driving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more obviou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export － oriented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the result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ange from GDP in the perspec-

tive of economics to multi － 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the essence of poli-

cy desig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which needs to promote market

cultivation，regul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norms and constrai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

ernment and market，between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nd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hould be handled well．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ion; economic gap; government; policy; multipl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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