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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型发展 ∗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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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指出“ 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的核心” ꎬ这是内生型发

展的路子ꎮ 内生发展模式就是要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ꎬ而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
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ꎮ 这个过程应该以“ 社会包容力” 的生产为基础ꎬ在地方社会
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 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能力” 、“ 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 、“ 社会控制能力” ꎬ并强调这
种能力即为“ 集体知识” 的生产能力ꎮ 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ꎬ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完
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关键词:内生型发展ꎻ长江经济带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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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５ 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

展多样性ꎬ重视‘ 区域’ 存在与自立” 的内生发展思

发展” (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概念开始ꎬ“ 内生发展

展正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 低谷期” ꎬ中

会议报告( « Ｗｈａｔ Ｎｏｗ» ) 中第一次使用了 “ 另一种

想被阵营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掩盖ꎮ 目前ꎬ中国的发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 开 始 被 广 泛 关 注 与 讨

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第一大经济体ꎬ总体上看“ 向

论ꎮ 这种讨论在后工业化之后的欧洲开始ꎬ迅速波

外” 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ꎬ如何盘活“ 本土资源” 成

及到了“ 快速后发工业化” 之后的亚洲ꎬ其关心的一

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ꎬ是一个亟待解决

个主要议题是:工业开发型城市化及资本流动型全

的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国务院印发« 关于依托黄金

球化背景下ꎬ“ 本土区域” 的急剧“ 空心化” 和“ 衰竭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化” 问题如何解决? 讨论主要在欧洲的英国和亚洲
的日本展开ꎬ其主要观点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工业

« 意见» ) ꎬ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化和货币一体化正在使得后发区域面临发展的困

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

境ꎬ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培养区域的内生发展能

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ꎮ « 意见» 指出“ 在国际环境发

力ꎬ以形成“ 后发发展效应” ꎮ

生深刻变化、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的背景下ꎬ依托

类似讨论ꎬ同一时期在中国也曾经被广泛提起ꎬ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ꎬ有利于挖掘中上游

但是ꎬ它却是以国民国家“ 自力更生的‘ 大跃进’ 模

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 力” ꎮ 我 们 看 到ꎬ “ 内

式” 发展重工业( 农业被明显忽略) 对抗西方世界的
方式提出ꎬ“ 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ꎬ尊重发

需” 实际上成为了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切入点ꎬ而这
一过程在ꎬ西方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发生过———即ꎬ
强调内生发展的路子ꎮ 本文通过对内生发展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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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副主委ꎬ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ꎬ中国致
公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副主任ꎬ主要从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与组织建
设等方面的研究ꎮ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农村新型社区化与
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 课题号:１３ＢＳＨ０２２)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 课题号:１３＆ＺＤ０４３) 之子课
题« 在地农民的内生发展与就地城镇化» 的阶段性成果

欧洲和亚洲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ꎬ试图从内生发展
理论的视角对“ 长江经济带” 策略进行诠释ꎮ

１

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
内生型发展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上个世

纪末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ꎬ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鲜有提及ꎮ 在西方它作为一个
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区域发展(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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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相关研究中ꎮ 但是ꎬ即使讨论诸多ꎬ却没有一个准确

把长期内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为理

的定论ꎬ欧洲的讨论注重强调本土资本的开发与强

论依据ꎬ认为内生型增长模式的假设是在金融发展

化ꎬ亚洲则更加重视“ 传统再造” 及“ 多元主义” ꎬ其

通过投资水平对生产力水平产生影响上引起更高的

１.１

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展、科技和收入分配相关ꎮ 这一研究通过从四个国

继 １９７５ 年报告之后ꎬ哈马绍财团 １９７７ 年出版

家的抽样中所取得的证据实证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因

针对经济成长优先的发展模式ꎬ提出了五点主张:

一个重要路径ꎮ⑤ 与此同时ꎬ它也对“ 投资依赖” 进行

分歧展现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欧亚特色ꎮ

经济增长ꎬ其数据模型表明ꎬ经济增长业绩与金融发

了« 另一种发展(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ꎬ在该书中ꎬ

果增值技术ꎬ认为投资型生产力开发是经济增长的

(１) 发展的目标ꎬ不只是财物的无限度增加ꎬ而是应

了适当反思:认为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ꎬ增长速度是

发展方式的多元性ꎻ(３) 应该是自立的ꎻ(４) 环保的

不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ꎬ而是与每名工人的有形资

指向满足人们物质及精神的基本需求ꎻ( ２) 应尊重
①

外生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积极功能ꎬ但是ꎬ经济发展并

和健全的ꎻ(５) 需要应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ꎮ 在

本( 比如工人的福利及权利—作者注) 相关ꎮ⑥ 与此

了进一步的阐述ꎬ他认为:(１) 内生发展模式有必要

( ＥＧＴ) ꎬ 认 为 内 生 增 长 与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模 式 不

此基础上ꎬ日本学者西川润 ② ꎬ对内生发展模式进行
转换经济学的基本理念ꎬ而实现经济人向社会人的
转变ꎬ应该把人类的人性发展作为终极目标ꎻ(２) 内
生发展应该否定他律型、支配型发展理念ꎬ建设分化
整合、人类解放等多元共生的均衡社会ꎻ(３) 内生发
展的组织形态应该与参加型、合作主义、自主管理的

讨论不同ꎬＤｅｎｎｉｓ Ａ.Ｋｏｐｆ 详尽讨论了内生增长理论
同———经济的长远增长是内生性的ꎬ或者受人为决
定所驱使ꎬ并强调资助教育和研发将是保证长期经
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⑦ ꎮ Ｓａｐｉｒ Ｆꎬ Ｈｕｅ Ｋ. 认为近期的
政策研究报告也支持这种观点ꎬ声称相比美国来说
缺乏教育支出是导致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

社会心态相关联ꎻ( ４) 内生发展应该具备以地方分

主要原因ꎮ⑧ 科技发展的投入者一般来说主要是地

作为国际开发理论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

而言之ꎬ投入型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发过程ꎬ但是

权与生态重视为基础的自立性、恒常性特征ꎮ

方政府ꎬ这种投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内发的过程ꎬ简

１９８８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 内生发展战略»

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投资主体的“ 能力提升” ꎬ

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ꎬ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

其次ꎬ与欧洲的讨论局限于技术层面不同ꎬ日本

的ꎻ在目的上ꎬ 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ꎮ” １９９０ 年

的研究更加趋向操作化ꎮ 宫本宪一通过其对战后日

观点进一步展示ꎬ指出:开发的目标应该从经济成长

宫本在其« 城市经济论» 中提出“ 为了破解大都市发

一书中ꎬ该书认为:“ 内生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
③

“ 联合国开发计划” 以“ 人类发展报告” 的形式把此
向人的成长、能力重视及多元选择等方向转换ꎮ

１.２

④

这本身就是一个“ 内在促进” 的力量ꎮ

本区域开发的研究提出了 “ 宫本内生发展理论” ꎮ
展迟滞问题ꎬ应该深入确立大都市的自治能力ꎬ以引

经济学的视角

导开发投入模式让位于内生发展模式ꎬ‘ 城市文化’

首先ꎬ在欧洲的讨论中ꎬ主要围绕资本与市场如

应该向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 ‘ 农村文化’ 学习” ⑨ ꎮ

何促进生产力发展展开ꎮ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ｉａ Ｃａｐｏｒａｌｅꎬ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ｗｅｌｌｓ 和 Ａｌａａ Ｍ.Ｓｏｌｉｍａｎ 主要从重新审视股

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ꎮ 他

以此为起点ꎬ他对内生型发展作了如下定义“ 区域
的企业及组织应该基于自主学习确立发展规划ꎬ在
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上ꎬ利用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

①

②鶴見和子ꎬ川田侃ꎬ(１９８９) 『 内発的発展論』 ꎬ東京大学出版会ꎮ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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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资源ꎬ建立以自治为基础的以提高本区域民

生活、公正社会与尊重大自然ꎬ他指出有三种价值观

众福祉为目标的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经济开发模

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

式ꎮ 在此基础上ꎬ作为自身发展的内生方式应对外



的生存、自 尊 和 自 由ꎮ
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整体

生型开发ꎬ不是简单拒绝外来资本与技术ꎬ而是应该

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ꎮ 整体的

以区域企业、工会、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个人、区域自

发展史指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ꎻ内生的发展指从内

治体的主体来自主决定是否引入发达区域的技术和

部自力更生ꎬ但不排斥国际合作ꎻ综合的发展指在工

资本” ꎮ 在诸多的讨论基础上ꎬ宫本对区域经济社
⑩

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内部的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

会内生发展提出了 ４ 点主张 :(１) 区域开发不是大

等方面有机的协调ꎻ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开发人的潜

企业和政府的简单投入型事业ꎬ应该以现地的技术、

力ꎬ满足人的基本需要ꎬ发展的目标是为一切人和人

产业、文化为基础ꎬ以区域内的市场为对象推进以现



的全面发展ꎮ
从学者们对“ 发展” 概念的论述ꎬ发展

地民众为主体的学习型和规划型发展模式ꎻ( ２) 开

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发展ꎬ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

发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ꎬ终极目标是建立环境优

人类的进步和满足人类的需求ꎮ 内生发展的初衷就

美的和谐社区ꎬ这一过程应该遵循提高现地民众福

在于不应牺牲传统文化以提高经济增长ꎬ而相反要

祉和文化繁荣———即尊重现地居民基本人权为总目

借助本地资源ꎬ结合传统文化从内部进行发展ꎮ

标的开发模式ꎻ(３) 不应该限定特定的产业业种ꎬ应

其次ꎬ１９７６ 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

该积极推进产业形态的多样化ꎬ并建立与区域产业

导“ 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论” ꎮ 鹤见提出这一理论主





高度相关的在所有生产阶段区域民众据可获得附加
值分配的企业制度ꎻ(４) 建立民众参与制度ꎬ自治体
作为民意的代表ꎬ具有超越规划决定资本运作及土

要是针对“ 水俣病” 事件的实地调查后展开的ꎬ她提
出自己对内生发展的定义ꎮ “ 内生发展ꎬ是指实现
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

地利用的自治权ꎮ 归纳来看ꎬ宫本内生发展论可以

会变化过程ꎮ 所谓共通目标ꎬ是指地球上的人群及

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ꎬ坚持开发不应该局限于经

其集团创造出能满足衣、食、住以及医疗的基本要

济ꎬ而是应该注重环境、社区、福祉、文化的均衡发

求ꎬ并能发现人的种种可能的发展条件这一目标ꎮ

展ꎻ第二ꎬ方法上应该考虑区域原有产业形态ꎬ在与

其中包含了在人们相互协作下变革国内以及国际的

原产业建立必要联系的基础上把产业附加值以及社

不平衡结构这一命题ꎮ 实现目标的途径、社会形态、

会剩余价值还原给区域的福祉、教育以及文化建设ꎻ

生活方式ꎬ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其固有的

第三ꎬ行动主体应该是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民众ꎬ但要

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ꎬ参照外来的知识、

求民众强化学习ꎮ 关于第三点ꎬ宫本认为“ 农村内



技术、制度而自律地创造出来的ꎮ” 
鹤见认为“ 应该

生发展的成功案例应该值得肯定ꎬ农村的自治体及

以‘ 区域’ 作为内生发展展开的基本平台” ꎬ在此“ 区

产业组织的代表‘ 农协’ 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ꎮ




１.３

社会学的视角

内生发展作为经济学理论提出后ꎬ很快被社会

学者从发展的视角进行解读ꎬ总的观点是:发展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ꎬ而其终极显示是人的发展ꎮ
首先ꎬ欧洲学者对发展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价值
取向方面ꎮ 德尼古莱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美好

域应该成为原住民及流动人群相互交流、创造共同
价值纽 带 的 场 所” 这 种 共 同 价 值 就 是 “ 传 统 的 再
造” ꎬ“ 所谓传统ꎬ是某个区域或群体可以代代延续
的结构ꎬ这种结构包括 ‘ 意识结构型’ 、 ‘ 社会关系
型’ 、‘ 技术型’ 三种类型” ꎮ 她认为建构这种传统的
主体是“ 作为精英的区域小民” ꎬ即“ 内生发展就是


探索小民的创造性” ꎮ

⑩

宮本憲一(１９９０) 「 地域の内発的発展をめぐって」 ( 講演) 『 鹿児島経大論集』 第 ３０ 巻 ４ 号ꎮ





宮本憲一、遠藤宏一(１９９８) 『 地域経営と内発的発展―農村と都市の共生をもとめて』 ꎬ農産漁村文化協会、第 ２６９ 頁ꎮ

















宮本憲一(１９８９) 『 環境経済学』 ꎬ岩波書店ꎬ第 ３４６ 頁ꎮ

( 美) 德尼古莱:« 发展伦理学» ꎬ北京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４９ 页ꎮ
( 法) 弗朗索瓦佩鲁:« 新发展观» ꎬ北京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版ꎬ第 ２０１ 页ꎮ
鹤見和子:« 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 ꎬ筑摩书房ꎬ１９９６ 年版ꎬ第 ９ 页ꎮ

鹤見和子:« 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 ꎬ筑摩书房ꎬ１９９６ 年版ꎬ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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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内生发展理论主张ꎬ发展应该是以区域内
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一种均衡发展ꎬ作为基本
手段的开发要充分注意环境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改
善ꎬ其决定权在于现地民众而不是开发主体的政府
及企业ꎮ 这些都对中国目前正在考虑推进的长江经
济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ꎬ过去那种完全考虑经济效
益不顾本土优势的模式显然应该摒弃ꎬ而应该推进



及研究是至关重要的ꎮ

２.１

内生发展的路径及方法




内生发展主要从直接市场 
、有机农业 
、具体





食物生产 
和农业多样化 
四个纬度展开ꎮ Ｉａｃｏｐｏ￣



ｎｉ 
运用处理、转换、管理成本提供了本土内生发展

得以抵制或提升同全球化竞争能力的理论依据ꎬ他
们提出了九项具体指标:(１) 一个自我为中心( ｓｅｌｆ －

ｃｅｎｔｒｅｄ) 和发展的本土进程ꎻ( ２) 基于本土可获得的

绿色、可持续的再开发ꎮ

２

３７

内生发展理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应

用
２０ 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

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如何发展以
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全球贸易? 研究认为ꎬ内生型发

资源( 自然的、人为的和文化的) ꎻ(３) 依赖的ꎬ生产
本土具体产品和服务ꎻ(４) 原始组合的社会关系、市
场和将本土特征转换成资源的技术能力ꎻ( ５) 为本
土资源提供一个新的动力ꎻ( ６) 管理成本高于处理
和转换成本ꎻ(７) 留于本土的发展优势ꎻ(８) 对发展
进程的本土控制ꎻ( ９) 本土价值的发展ꎮ 这九项指

标是目前为止讨论本土内生型发展的最为完备的体

展进程应该强调本土力量以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力

系ꎬ认为本土是基础ꎬ动力从本土资源中产生ꎬ走本

量ꎮ 这种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ꎬ发挥自我维持

土进程的道路ꎬ在本土发展优势上成熟化ꎬ并提供行

的一个过程 ꎬ这一进程在本土经济 、弹性的专门
















之有效的控制机制ꎬ为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促

领域 和工业发展 的背景下推动ꎮ 在探索区域发

进作用ꎬ即提供新的动力ꎮ 而二、三是内源性发展的

展过程中ꎬ强调的“ 自下而上” 的战略已与先前主导

表现形式ꎬ四、六是衡量内生发展的具体指标ꎮ 目





的“ 自上而下” 或外源性发展范式 截然不同ꎬ区域

前ꎬ根据对欧洲的相关研究ꎬ被认为这九项指标是有

机构的本土网络作用隐含其中 ꎮ 认为机构的本土

效并实用的ꎬ它较好地促进了区域的均衡发展ꎮ

的内生发展能力ꎬ这里“ 机构” 概念可延伸到包括地

斯尔大学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ꎬ





网络要去刺激或引导独立存在其中( 机构的背景)

方的管制代理商、本地政府、公共和私人组织ꎬ例如
银行、教育、文化范围ꎬ和正式自治组织ꎮ 这就是多
元化的一个解释ꎬ即一个本土模式通过全球的经济
网络对本土经济的边缘化问题进行回应———简而言
之ꎬ本土模式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引擎ꎬ对它的重视










２０ 世纪末后此类研究发生了转向ꎮ 英国纽卡



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方建构之间的联系ꎮ

２.２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土身份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指 出 地 域 身 份 建 构 ( 领 土 身

份—笔者注) 的目的在于是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
组织中ꎬ这种地方组织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的有

Ａｍｉｎꎬ Ａ. (１９９４) 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ｒｅａ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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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外部力量ꎮ 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


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ꎮ
换言之ꎬ只有区域自组织对

地域身份的认同才能组织自身的集体力量帮助其抵



而对非洲做些具体的贡献ꎮ

２.３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导者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 认为内源性发展 的 模 型 保

抗外来力量的侵袭ꎬ才能摆脱区域只做为行政单位

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ꎮ 它通过强调地

发挥其作用的“ 虚无形象” ꎮ

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

这个假设是本土经济的福祉( 在任何亚国家范

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ꎬ还通过假定普遍地发

围ꎬ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城市( 村庄) 或者它的周边地

展自我维持过程ꎮ 这个过程转型是以地方特征和政

区) 可以通过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实现ꎬ而实现这



府资金变化的能力为基础的ꎮ
这一过程的实现ꎬ简

一过程的行动则是自然的、人为的、本土化所固有

而言之就是通过行动者的“ 公共参与” 确定精英领

的 ꎮ 发展需要复原本土经济活动( 而不诉诸依赖

导团队的过程ꎬ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需要两个“ 终

活质量等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ꎮ 即无论发展行

者的公共参与是“ 民主” 的象征ꎬ自治组织的发展控





流动资本) ꎬ也需要处理与本土社会基础设施和生

端” 和更具有协调能力的“ 中介者” ꎮ 一方面ꎬ行动

动的形态如何都应该立足于设计和执行的本土参与

制权在行动者手中ꎮ 而另一方面ꎬ可以防止精英的

过程( 从而产生主人翁责任感和领土发展的承诺并

集权化而趋向外生领域ꎮ 最终使得自治组织是在一

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种机制以控制发展过程) ꎮ
这种行动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向内看以不断发现、收

回或创造领土身份ꎮ 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
历史或物质的( 景观 / 建筑) ꎬ关注点从地域自治体
转向公民团体ꎬ包括公民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资本
( 财政的和智力的) ꎮ 现代性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自我认同和广泛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地域
是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质的ꎬ而在相反的

个公共框架下运行ꎬ并保证内生型利益的有效分配ꎮ
Ｍａｒｋ Ｓｈｕｃｋｓｍｉｔｈ 认为内生发展较早尝试的另

一个相关的难点是确保在发展过程中所有本地居民
的充分参与:通常他是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占主导的



当地知名 人 士ꎬ 以 排 除 被 边 缘 化 的 个 人 和 团 体 
ꎮ

一个例子是英国区域的发展过程中以相对狭小的


“ 象征主义” 参与为标志为特征 
ꎬ虽然有些领导集

团在这方面一直在创新ꎬ但是这是有局限的ꎮ 这一

背景下行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干预来实现现代

过程中ꎬ领导者并没有很好的把“ 集体” 当成其自身

性反思ꎮ 身份在区域发展的领土方法中处于中心位

的社会资本ꎬ而是过多的把以财政目标为导向的检

置ꎬ我们可以将其概化为公民团体ꎬ随着身份的确

测及评估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ꎬ从而忽视了集体组

定: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ꎻ使公民提高类似于“ 在
团体中” 的意识ꎮ 对此ꎬ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 进行了进




织的“ 能力建设” ꎬ这导致资源分配出现 “ 倾向 ‘ 输
出’ 方式” 而不是本土福祉ꎬ而这一过程本身强化领

一步说明ꎬ认为内生型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必然提

导者社会资本分配的绝对权力ꎬ从而将边缘群体排

升ꎬ而建立在外生基础上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

除在外ꎬ不能让他们发挥民主权利ꎮ 造成这种现象

式是无法对本土模式发挥作用的ꎮ 例如ꎬ非洲的教

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者确立过程的程式化和迟滞ꎬ全

育必须服务于加强非洲文化身份ꎬ这将集合并树立

体居民没有能够较好的参与领导者的产生过程ꎮ

鲜明的非洲文化特质ꎮ 只有有了自己鲜明特质之
后ꎬ非洲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 认为ꎬ内生发展模型要保证

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ꎬ而它通过强调地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１９９９) 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５ꎬｐｐ.２５７－２５９.





Ｌｏｗｅ. Ｐ.ꎬ Ｒａｙꎬ Ｃ.ꎬ Ｗａｒｄꎬ Ｎ.ꎬ Ｗｏｏｄꎬ Ｄ.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ꎬ Ｒ. ( １９９８)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Ｒａｙꎬ Ｃ. (１９９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 ３７(３) ꎬ ３４５－３６２.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 (２００２) ꎬ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ｕｒｔｉｎꎬ Ｃ. ａｎｄ Ａ. Ｖａｒｌｅｙ (１９９１)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Ｓ. Ｗｈａｔ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１９９７) 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７ꎬｐｐ.８３.

９ꎬｐｐ.２２８－２２９.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Ｆｕｌｔｏｎ) .




Ｇｏｏｄｗｉｎꎬ 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０３９ ( Ｙｏｒｋ: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３９

贾佳等:内生型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路径选择

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

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ꎮ 从« 意见» 的内容我们发现:

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ꎮ 这个过程应该以“ 社

建设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

会包容力”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生产为基础ꎬ在地方

的核心ꎮ 这正是欧洲后工业化时代和后发工业化的

的能力” 、“ 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 、“ 社会控制

型发展的路子ꎮ 中国目前进行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中

社会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 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

亚洲日本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所开展的工作———走内生

能力” ꎬ并强调这种能力即为“ 集体知识”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应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ꎬ在建设过程中要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生产能力ꎮ 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

分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ꎬ区域规划服从整体规

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ꎬ而这种能力恰恰是

划ꎬ但是要充分发挥区域的“ 本体力量” 解决区域内

完成本土化的关键所在ꎮ

急迫的问题ꎬ形成自己的差别化和多元化发展模式ꎻ

综上ꎬ基于欧洲内生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和工业

第二ꎬ要充分尊重“ 人” 的因素ꎬ在这轮建设过程中

化挑战的过程中ꎬ人们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关重要

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ꎬ回应本土

的ꎬ只有本土社会具备基本的“ 可抗衡” 能力ꎬ才能
实现“ 均衡性” 的目标ꎮ 对此 Ｎｅｍｅｓ 认为内生发展

的概念是与一个更为现代的发展概念相对应而被推




动的ꎬ而不是简单的二元论 
ꎬ是一种混合视角 
ꎬ区

域发展的内生型组织运作是为了加强一个而不是在


反对另一个 
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ａｙ 认为政治词汇和欠

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导致内生发展在区域开发中
得以讨论的起因ꎮ 对于区域而言资本、创新、管理以

居民的“ 诉求” ꎬ让人们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主体ꎻ第
三ꎬ要充分做到“ 绿色的协调发展” ꎬ建立制度规范
约束区域的“ ＧＤＰ 主义” ꎬ使长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经典模式ꎻ第四ꎬ发挥区域的“ 资源优势” ꎬ并对该资
源进行合理开发ꎬ可建立该区域的“ 资源清单” ꎬ推
进协调、整合、合作、共生的系列制度建设ꎻ第五ꎬ确
定“ 内生” 的发展目标ꎬ积极引进和吸收 “ 外生” 经
验ꎬ形成带动效应ꎬ建设中国独特的开发型文化ꎮ

及技术往往被界定为外生指标ꎬ而决策力量和维持
领土发展动力的力量以及领土自主权却常常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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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Ｒａｙ 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１５] Ｂａｒｋｅ Ｍ. ＆ Ｍ. Ｎｅｗｔ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２５] Ｍａｍａｄｏｕ Ｎｄｏｙ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ꎬ１９９７.

[１６] Ａｍｉｎ Ａ.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Ａｒｅａ ２６[ Ｍ] .１９９４.

[１７] Ｉａｎ Ｂｏｗｌｅ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Ｊ] .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 ｖ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ｅ ９０ꎬ１９９９.

[１８] Ｂｏｗｌｅｒ Ｉ.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

ａｍｐｌｅ [ Ｊ ] . Ｔｉｊｄｓｃｈｒｉｆｔ ｖ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ｅ ７３ꎬ１９８２.

[１９ ] Ｌａｍｐｋｉｎ 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ａｒｍｉｎｇ [ Ｍ ] . Ｉｐｓｗｉｃｈ: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０.

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 ꎬ１９９７ꎬ３７(３) .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Ｊ]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７ꎬ１９９７.

[２６] Ｇｉｏａｃｃｈｉｎｏ Ｇａｒｏｆｏｌｉ.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ｒ￣
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ꎬ２００２.

[２７] Ｃｕｒｔｉｎ Ｃ. ａｎｄ Ａ. Ｖａｒｌｅｙ.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Ｓ. Ｗｈａｔ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 －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Ｄａｖｉｄ Ｆｕｌｔｏｎ) ꎬ１９９１.

[２８] Ｇｏｏｄｗｉｎ Ｍ.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ꎬ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０３９ [ Ｍ] . Ｙｏｒｋ: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ＪＩＡ Ｊｉａ１ ꎬ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ｍｉｎｇ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ｘ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ｄ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

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ｕｉｌ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ａ ｗｏｒｄꎬ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ꎻ ｐａｔ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