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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港口功能不同, 临港产业与 腹地产 业的演 进共生模 式及发 展路径 也不 同。从港 口功能 入手, 结

合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发展的实际, 发现 二者共 存在三 种演进 共生模 式及发 展路径。这 对于理 论上把 握临
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 的一 般规律, 实 践上 转变区 域经 济与产 业经 济画 地为牢、孤 立发 展的 观念 与方
式, 实现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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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文章编号: 1000 5587( 2011) 03 0065 07

般模式和演进路径。而对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

从国内外著名港口的发展实际来看, 港口地位

共生模式和路径的研究和探索, 在理论上有助于揭
示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的客观规律, 填补

的提升与港口经济带动作用的发挥, 离不开临港产

本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 将港口与腹地、
临港产业与

业与腹地产业的相互协调、
共同发展。拥有腹地产

腹地产业关系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在实践

业大力支撑的港口, 临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临
港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会促进腹地产业的发展; 缺乏

中有助于各级政府部门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彻底转变行政分割体制下画地为牢、孤立发展的产

腹地产业支撑的港口, 临港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

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经济发展思路, 实现区域经济的

而腹地产业的发展也缺乏动力。因此, 实现港口与
腹地相关产业的共生联动发展, 正成为开放条件下

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港口功能角度来重新审视

各国港口发展战略制定者、港口与腹地政府决策者

港口与腹地的关系问题, 通过对临港产业与腹地产

的共识。

业 演进共生模式的一种全新理论阐释, 探寻临港

然而,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中我们
发现, 各种文献中尽管认识到了港口与腹地关系的

产业与腹地产业联动协调发展的最佳路径。

二、港口功能与类型

实质是经济关系, 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关系的
核心是产业关联问题, 未能认识到港口与腹地经济
关系的实质是临港产业与腹地 产业的演进共 生问

港口在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过程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由于港口功能定位不同, 其

题, 更未揭示出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的一

在二者的演进共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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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分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 首

划分为三种具体模式, 即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

先要对港口功能定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具体类型进

共生模式、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和综

行分析和界定。
( 一) 港口功能定位的主要影响因素

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表 1 港口类型及功能

一般而言, 港口功能的定位主要受港口基础条
件、
产业条件和政策条件的影响。

港口类型

1 基础条 件: 主 要包括 港口 地理位 置优越 程
度、
港口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港口与腹地的交通运输
状况等。
2 产业条件: 主要是临港产业的发展情况、腹
地的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
腹地经济的发展情况等。
3 政策条件: 主要是指国家的开放政策、港口

港口功能

第一代港口

运输中心

第二代港口

运输中心、
服务中心

单一型港口
中转型港口 第三代港口
第四代港口
综合型港口
第五代港口

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综合运筹、
功 能整合
物流中心、综合运筹、
功能整合、

所在区域发展政策、免税区或自由港政策等。
( 二) 基于功能的港口分类
从世界范围来看, 港口功能已经经历了五个阶
段的演变: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第一代港 口为单
纯的 运输中心 , 主要提供船舶停靠、
海运货物的装
卸、
转运和仓储等简单业务。60 年代以后的第二代
港口为 运输中心+ 服务中心 , 除了提供货物的装

子母港群拓展带动腹地

三、不同类型港口条件下的临港产业与
腹地产业演进共生模式
( 一)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
演进共生模式

卸、
仓储外, 还增加了工业和商业活动, 使港口具有

单一型港口, 是指那些主要以煤炭、
钢铁、
矿石、

了货物增值功能。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第 三代港
口为 物流中心 , 除了在贸易中继续保持有形商品

油品、
粮食等大宗货物的接卸、仓储为主, 从事简单
的海陆中转、
货物运输和装卸功能较为单一的港口。

的强大集散功能外, 还具有集商品、
技术、
资本、
信息

该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临港产业主要倚重港口

[ 1]

集散于一体的物流功能 。90 年代出现的 第四代

物流的发展, 临港工业发展极弱; 港口物流以初级产

港口, 港口功能由保障港区经济持续发展的 后勤服
务总站 转变为统筹港区与腹地发展具有综合运筹

品为主, 货物大进大出; 临港工业正处于集聚或整合
的初级阶段, 发展水平较低; 腹地产业资源约束特征

和处理物流的 前方调度总站 , 具有了将生产、
销售

明显, 与临港产业配套和联系程度较低; 临港产业与

[ 2]

与运输等生产环节整合在一起的综合型功能 。第
五代港口
联营合作子母港的概念于 2009 年提
出, 是以大型海港为母港( 中转港) , 以国际陆港、支
线港和设在内陆的港区为子港, 形成母港与各个子

腹地产业的关联度、
支撑度和共生度较低, 产业链延
伸度低。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港口是河北省的
秦皇岛港、
黄骅港和唐山港三大港口。
1. 港口物流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程度

港共生共荣、
联合经营、合作发展的子母港群, 以网
状的形式在间接经济腹地和直 接经济腹地拓 展业

低、
效果差

务, 培育内陆地区外贸货源, 为内陆地区提供像海港

值、
低整合度、
层次单一的发展模式。此种物流发展
模式下, 港口功能比较单一, 配套产业不健全, 港口

一样的港口服务, 促进内陆城市建立国际陆港、
发展
临港产业区, 带动内陆地区外向型经济良好发展 [ 3] 。
港口类型及功能参见表 1。
基于研究的需要, 本文根据各港口在由初级向
高级、
由单功能向多功能、
由专业性向综合性的发展
过程中港口基础条件、产业条件以及所采取的政策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是传统的低附加

作为能源供给、
输出港口的特征突出; 港口吞吐货物
结构不尽合理, 煤炭、
钢铁、
矿石、
油品、粮食等大宗
货物所占比重过大, 而杂货和集装箱量的规模较小。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与腹地产业正处
于演进共生的初级阶段, 二者的演进共生程度低, 效

条件的不同, 将港口划分为单一型港口( 多为第一、

果差。一方面, 初级产品等大宗货物在港口货物总

二代港口) 、
中转型港口( 多为第三代港口) 和综合型
港口( 多为第四、
五代港口) 三种类型。相应地, 本文

吞吐量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 杂货和集装箱量所占
的比重则较小, 表明港口物流对腹地采矿业、
农业的

在研究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时将其

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但对更为重要的腹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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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发展拉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 以腹地产业

鲜明, 腹地产业的港口指向性较强, 与临港产业的关

作为主要来源的集装箱生成量较小, 说明腹地各种

联度、
支撑度和共生度较高。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

产业对港口物流业发展的支撑、
促进作用较低, 腹地
产业与港口物流业的关联程度还较低。

代表港口是新加坡港和香港港。
1. 港口物流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2. 临港工业与 腹地产业 的演进 共生

似有

若无

程度

高、
效果好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采取的是中转贸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 临港工业尚处于产业集聚
初期, 远远落后于港口物流的发展。即使港口当局

易为主的国际货物中转集散中心发展模式, 即港口
通过为国内外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运输提供中转服

认识到了临港工业发展的长期价值, 但产业集聚仍

务, 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货物中转集散中心。其主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情况下, 港口当局往往
采取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

要特征如下: ( 1) 港口货物吞吐结构中以工业制成品
为内容的集装箱量占据绝大比重, 而初级产品等大

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临港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托港

宗货物所占比重较小。( 2) 港口拥有强大的腹地( 包

口的特殊条件和当地的资源优势, 以重化工业( 主要

括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 作为支撑, 集装箱货流量充

包括钢铁业、
装备制造业、
化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制
造业等) 的发展为主, 而临港轻工业和其他关联产业

足, 以发展转口贸易为主。( 3) 实行自由港的政策,
采取各种措施如允许外商在港区进行货物分类、整

的发展水平较低。简言之, 临港工业正处于发展的

理、
挑选、包装、改装、
修理和简单加工后重新出口,

初级阶段。

对出入境商品不征收关税或征收较低的关税等为客

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 临港工业对
腹地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腹地工业部门特别是

商提供方便和优惠。( 4) 港口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 深浅配套、功能齐全的码头泊位、相应的装卸设备

制造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单一型港口的临港工业

和堆存设施以及适应现代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深水航

基础相对来说都比较薄弱, 临港支柱产业基本上都
处于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 很多大型核心企业有的

道) 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 包括铁路、公路、
沿海、
内河及航空等集疏运系统) 。( 5) 重视高新技术在发

是刚刚落户港口, 有的甚至仍未投产建设, 因此, 临

展物流业中的应用, 努力实现物流运作全过程的自

港工业对于腹地产业几乎还难 以产生辐射拉 动作

动化和管理的网络化。( 6) 建立高增值的物流中心,

用。另一方面, 腹地产业的布局与地方资源密切相
关, 资源约束特征明显, 腹地工业的港口指向特征不

提供各种物流增值服务, 大力发展专业性强、
服务周
全的运输、
仓储、
配送等 一条龙 服务。( 7) 政府大

明显, 独立发展倾向突出, 尤其是在临港工业聚集发

力提供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为港口物流发展提

展滞后时, 腹地工业更不可能冒险与影响力处于较
弱阶段的临港工业实现对接。因此, 腹地工业对于

供良好的软环境, 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 提高港口物
流的经营管理水平。

临港工业的促进作用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这表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与腹地产业主要

明, 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之间的演进共生还似有若

是腹地制造业演进共生程度高, 效果好。港口物流

无, 甚至可以说还远未形成。
( 二)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

以货物的中转集散为主, 主要承担着货物从生产地
到消费地的中转输送职能, 因其规模庞大, 对腹地产

演进共生模式

业部门的发展会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即对于生产

中转型港口, 尽管不具备资源优势, 但是其地理
位置却异常优越, 处于国际航线要冲之地, 交通条件

地制造业部门的拉动作用和对消费地制造业部门的
推动作用。港口物流的发展一方面使港口可以承载

便利, 是重要的货物转口枢纽港。中转型港口条件

生产地更多的货物中转需要, 直接促进生产地制造

下,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已经形成并具

业部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 港口可以为消费地提供更

备一定的基础, 以港口物流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为主, 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为辅, 整体演

多的货物, 从而间接促进消费地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在港口物流业 带动腹地制造业获得快 速发展的同

进共生程度较高、效果较好。该发展模式具有如下

时, 腹地制造业反过来会对港口物流业的发展产生

特点: 港口腹地广阔( 广阔的海向腹地弥补了陆向腹
地的不足) , 临港产业发展以港口物流业为主, 辅以

积极的作用。腹地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港口
对货物的需求, 而且可以为港口提供更加充足的货

临港工业发展, 腹地支撑 和 货物中转集散 特征

源, 从而促进港口物流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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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程度一

1. 港口物流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程度

般、
效果尚好

高、
效果好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 临港工业采取的是腹地支
撑、货物中转带动型的发展模式, 即港口由于其所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采取的是多层次、
综合性、
高度整合的 大物流 发展模式, 港口物流发

在国家或地区资源缺乏、市场狭小, 依托港口腹地

展水平先进, 居于世界领先 地位。其主要 特征是:

的资源和市场, 通过港口的货物中转功能来带动临

( 1) 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集装箱生成量大, 集

港工业的发展。此种发展模式又可细分为两种: 一
是以重工业为主导带动轻工业的发展模式。国家对

装箱运输水平先进。综合型港口的集装箱运输有公
路、
铁路和驳船集装箱等多种形式, 集装箱操作系统

临港工业发展采取干预政策, 利用港口区位优势,

先进、
手段高度现代化, 基本实现了装卸过程的完全

重点发展石油化工、造船和装备制造业等临港支柱
工业, 利用重工业的发展带动轻工业的发展, 逐步

自动化、
机械化、
智能化控制。( 2) 港口配套设施完
备、
交通 运输便利。综合型港口拥有 干散货、集装

形成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发展局面, 典

箱、
滚装船、液货及原油等各种专业化的码头, 有岸

型代表港口是新加坡港。二是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发

吊、
桥吊、可移式吊、抓斗吊、汽车吊、
浮吊、吸扬机、

展模式。国家对工业发展采取 积极的不干预 政
策, 实行自由港的发展策略, 跳过重工业发展阶段

输送带、铲车及滚装设施等各种装卸设备。以港口
腹地为核心形成了铁路、公路、内河、管道和城市交

而直接进入以金融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以及贸易

通系统及机场连接的集疏运系统。( 3) 港口建有专

等作为支撑的轻工 业发展阶段, 其典型代表 是香

业化、
大规模的物流中心和 保税仓库 , 提供拆装、

港港。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 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演进

仓储、
再包装、组装、贴标、分拣、测试、
报关、
集装箱
堆存修理以及配送等一体化的物流服务。( 4) 管理

共生程度一般, 效果尚好。在腹地支撑、
货物中转带

机制不断创新。综合型港口实行政府统一规划、建

动型的发展模式下, 临港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且其
发展首先得益于远在他乡的腹地产业的发展。腹地

设、
管理, 企业自主经营。港务局对港区内的土地、
码头、
航道和其他设施统一开发, 并以租赁的方式由

各种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港口提供充足的货源, 更好

私营企业经营, 企业只需投资码头上部的机械设备、

地发挥港口的货物中转集散功能, 促进港口物流的

库场和其他配套设施。

发展, 从而带动临港工业的发展。当临港工业发展
到一定规模和水平时, 临港工业的加工功能会产生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流与腹地产业演进
共生程度高, 效果好。港口由于采取 大物流 发展

强大的牵引带动和辐射作用, 可以有效地促进其他

模式, 不仅发展水平高, 而且发展均衡。这样就使得

产业的发展, 繁衍出一大批或大或小的企业, 从而能
够带动腹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港口在实现货物吞吐总量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持各种
货物在总吞吐量中的比例相对合理, 对腹地产业产

( 三)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

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促进腹地产业的全面发展。综

演进共生模式

合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经济腹地基本上都是经济发

综合型港口,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越,
港口不仅是货物 周转中心, 更 是重要的工业、商

达的国家和地区, 交通运输网络发达, 腹地范围内工
农业门类齐全,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程度高。因此,

业、贸易和金融中心。综合型港口条件下, 港口物

腹地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港口提供及时、
充足的货源,

流、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交相辉映, 不
分主辅,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形成了良性的演进共

促进港口物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2. 临港工 业与腹地 产业的演 进共生

生机制, 演进共生的程度高、效果好。该发展模式

高、
效果好

程度

具有如下特点: 临港产业发展均衡、高度集聚且发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 临港工业采取的是市场导

达, 产业集群特征鲜明, 腹地产业与其相互配套并
形成紧密联系, 彼此间产业关联度、支撑度、共生

向的轻重工业混合发展模式, 即以市场为主导, 兼顾
临港主导工业( 临港钢铁业、临港装备制造业、
石油

度高, 产业链延展充分。这种发展模式主要存在于

化学工业等) 和轻工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协调均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港口, 其中以欧洲三大港口荷兰
的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

衡发展, 形成门类齐全的临港工业体系。其主要特
征如下: ( 1) 大力发展临港主导工业。综合型港口重

最为典型。

视临港主导工业的 发展, 大力 发展钢铁业、石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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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装备制造业等临港主导产业, 通过其发展带动相

产业链条, 带动了港口周 边区域关联产业 的发展。

关工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 2) 重视 商贸业、运输

同时, 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会发生产业扩散, 部分港

业、
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轻加工业等的发展。( 3) 临港
工业布局合理, 轻重工业发展协调。综合型港口一

口产业受制于港区土地、
成本、
政策等条件向腹地区
域迁移扩散, 这使得港口的腹地范围大大增加。不

般建有临港工业园区, 在临港工业园区内分布着门

仅如此, 迁移到腹地区域的产业会逐渐形成新的产

类齐全的各种工业生产部门, 产业结构合理, 轻重工

业集聚, 这将对腹地产业形成强大的牵引带动和辐

业在得到协调有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关联产
业的发展。

射作用, 促进腹地产业的发展。港口腹地范围的扩
大和腹地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临港工业的发展提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 临港工业与腹地产业演进
共生程度高, 效果好。临港工业门类齐全、
发展程度
高, 各工业部门之 间形成了强大的 产业集聚效应。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的三种模式及效
果参见表 2。

临港工业园区吸引了众多的腹地相关产业与其形成
表 2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 进共生的模式与效果
演进共生模式与效果
演进共生内容

港口物流与腹地
产业的演进共生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

综合 型港口条件下的

演进共生模 式

演进共生模式

演进共生模式

程度低、效果差

程度高、
效果好

程度高、
效果好

程度一般、
效果尚好

程度高、
效果好

临港工业与腹地

程度最低、
效果 最差,

产业的演进共生

似有若无

( 四)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模式的比较
研究

共生模式, 集其他两种模式的优点于一身。在这种
模式下,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发展均衡, 形成了良性

1. 三种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的互动机制, 产业关联度、支撑度高, 演进共生程度

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 单一型港口条件下临港
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对港口各方面的要

和效果最好。但是该模式对港口各方面的条件要求
最高, 如优越的港口基础条件、
产业条件和政策条件

求是最低的,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发展受其他国

等,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其优越性。一般只有当

家、
地区的影响和制约程度较低。此种模式下, 临港

港口经历了前期较为充分的发展阶段, 各方面条件

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 共生似有若无, 程度较差。

成熟时才适宜采用该发展模式。

同时, 该发展模式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需要

2. 三种模式的演进路径

特别注重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从港口功能角度审视,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

演进共生与港口功能的提升和转变密切关联。一般

共生模式, 能够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优势来促

说来,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要先后经历

进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发展节约型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近乎孤立发展、演进共生似有

经济。此种模式下,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

若无的初级阶段,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彼此间的关

生已经形成并具备一定基础, 产业发展较为均衡, 演
进共生的程度和效 果居于其他两 种模式之间。但

联度、
支撑度和共生度逐步增强的过渡阶段, 最终达
到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形成良性演进共生机制的成

是, 由于临港产业发展的 腹地支撑 和 货物中转集

熟阶段。相应地,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

散 特征明显,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易受

将遵循由最初的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制约。

过渡到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进而发

综合型港口条件下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

展到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的路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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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演进路径的典型代表港口是荷兰的鹿特丹港。鹿

单一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

特丹港在其发展初期, 由于港口各方面的条件都不
成熟, 港口的功能定位是单一型的港口, 临港产业与
腹地产业的发展采取的是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
共生模式。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 港口各方面的条
件已经能够满足中转型港口的发展要求。此时, 鹿
特丹港的功能定位调整为中转型港口, 临港产业与
腹地产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鹿特丹港口
提出了要将其建设成为世界性综合型大港的目标,
港口功能定位由中转型港口过渡到了综合型港口,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发展采取的是综合型港口条
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然而, 在现实中, 并非所有港口临港产业与腹地
产业的演进共生都遵循上述由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
演进共生模式到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进而到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的演进路
径。一些港口从自身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出
发,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遵循了不同的
路径。像新加坡港和香港港这样的港口, 由于港口
面积狭小, 并不能满足单一型港口的发展要求, 在港
口发展过程中就跳过了传统的单一型港口发展阶段
而直接进入中转型港口的发展阶段。经过多年的发
展, 港口各方面的条件日益成熟, 已经能够满足发展
综合型港口的要求。于是, 两港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提出了建设综合型港口的目标并逐步向综合型港口
转变。与此相适应, 上述二港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
的演进共生遵循的是由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
生模式到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 演进共生模式 的路
径。而像美国的休斯顿港, 由于港口所在地具有不
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 临港产业
与腹地产业的发展采取的是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这种模式适合休斯顿港最初的发展要
求, 使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港口经济
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时, 休斯顿根据港口自身
特点和外部经济环境的要求, 越过了中转型港口发
展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综合型港口的发展阶段。就休
斯顿港来说,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遵循
的是由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发展到综
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的路径。
临港产 业 与 腹地 产 业 演 进 共生 的 路 径 参 见
图 1。

图1

中转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

综合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

单一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

综合 型港口
条件 下的演
进共 生模式

中转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
进共生模式

综合 型港口
条件 下的演
进共 生模式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生的路径图

四、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从港口功能的角度来看, 临港产业与腹地
产业的演进共生形成了三种模式, 即初级阶段的单
一型港口条件下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
式、
过渡阶段的中转型港口条件下临港产业与腹地
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和成熟阶段的综合型港口条件
下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发展程度
较高的港口,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模式
主要采取的是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或
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发展程度较低
的港口, 由于其基本上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各方
面的条件相对较差,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
生模式一般采取的是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
模式。
第二,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进共生与港口
功能的提升和转变密切关联。从港口功能角度看,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港口, 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的演
进共生主要遵循三条不同的路径, 即由单一型港口
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过渡到中转型港口条件的演
进共生模式, 进而发展到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
共生模式的路径, 或从单一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
生模式直接发展到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
式的路径, 或由中转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
直接发展为综合型港口条件下的演进共生模式的路
径。对于我国的港口, 既要遵循临港产业与腹地产
业演进共生的一般规律, 不断完善港口功能, 为临港
产业与腹地产业实现良性的演进共生创造条件, 更
要从港口与腹地的实际出发, 对各种既有的演进共
生模式进行扬弃, 找到临港产业与腹地产业演进共
生的最佳模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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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基于研究的需要, 本文所述临港产业主要指港口地区与 经济腹地

临港产业具有一定经济 联系的产 业部门, 主 要是制造 业, 兼有 采

具有较强经济联系的港口物 流业与依 托于港口 并且借助 于港口

矿业与农业。

才能获得更好发展的临港工业; 腹地产业是指港口腹地 范围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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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ary and symbiotic models of port hinterlan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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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 olutionary and symbiot ic m odels of por t hint er land industr ies diff er in f unct io ns. T his ar
t icle assum es t hree models of evolut ion and sym biosis f rom a perspect ive of port f unction. It is arg ued that
this can help w it h a t heoretical grasping of the general law of t he evolut ion and sym biosis, and w it h the
chang e of t he concept s and w ay s of t he developm ent of regional and industr ial eco no my, thus achieving co
o rdinat ed, healt 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port hinterland industr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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