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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对中国和全球实现碳中和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仍是一个未受广泛关注的新议题。后发

城市可持续性转型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也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如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弱体制阻力优势、关系优势等，因而具

有巨大的转型潜力，但普遍缺乏绿色路径创造的内生力量。近年来，全球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变革为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打开了

制度、市场和技术的绿色机会窗口。文章在综述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和绿色机会窗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绿色机会窗口-产
业系统特征-主体行动策略”分析框架来描绘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关键要素、主体与过程，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由于后发优势

和较弱的体制锁定，后发城市有可能通过积极地回应绿色机会窗口实现绿色路径创造并跨越高碳发展模式。然而，不同的绿色产业

在技术创新和价值实现上具有显著不同的空间特征，后发城市要采取适宜的资源耦合战略内化绿色机会窗口。地方政府和企业也

需要发挥制度企业家作用，为新兴绿色产业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推动绿色创新快速发展和扩散。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产业追赶

理论应用到城市与区域尺度的可持续性转型，在考虑产业创新系统特征的基础上阐释绿色机会窗口与地方主体能动性对后发城市

可持续性转型的影响过程，突出了绿色机会窗口的空间属性，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新兴绿色产业中耦合创新资源和形塑制度环境

的作用，弥补了经济地理研究中对结构过分强调而忽略能动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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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变化的挑战中，创新已

经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使命［1］。然而，渐进性的

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以抵消回弹效应带来的碳排放增加，

人类社会需要更根本性的社会-技术系统创新，转向一种

更加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即可持续性转型（sustain⁃
ability transitions）［2］。后发城市是正在兴起但仍处于工业

化和城市化早期或中期的城市，它们的发展路径尚未被

既有的技术和制度深度锁定，因而具有巨大的可持续性

转型潜力［3］。在 21世纪，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后

发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将随之兴建，这意味着后发城

市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碳减排运动的主要阵地［4］。同时，

全球技术-经济范式正在经历绿色变革，为后发城市可持

续性转型打开了制度、技术和市场的绿色机会窗口

（green window of opportunity）［5］。2020年 9月，习近平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的碳中和战略目标，

为中国城市绿色转型带来了压力与机遇。如果中国的后

发城市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期就抓住绿色机会窗

口，加速实现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将会对中国和全球的气

候治理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后发城市一般面临

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知识创造能力不足、创新资本匮乏等

现实问题，缺乏绿色路径突破的内生力量［6］。近年来，经

济地理研究开始引入转型视角，强调外生力量和主体能

动性在区域路径创造中的作用［7-8］，但鲜有理论和实证研

究关注后发城市如何在绿色机会窗口背景下实现绿色路

径创造和可持续性转型。因此，文章旨在提出一个针对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分析框架，揭示绿色技术-经济

范式转变背景下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关键因素、主

体和过程。文章的贡献在于将产业追赶研究中的机会窗

口理论应用到城市与区域尺度，在考虑不同产业创新系

统特征的基础上阐释绿色机会窗口和主体能动性对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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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影响过程，推进城市可持续性转型

理论的发展。

1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

1. 1 城市可持续性转型

可持续性转型是近 20年欧洲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

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核心

特点是从系统的视角探索变革性创新如何产生、发展、扩

散和取代旧技术的过程，强调社会−技术体制（regime）层

面的根本性转变，包括市场、用户习惯、政策、制度和文化

含义等［9］。可持续性转型及其他相似的概念（如绿色转

型和低碳转型等）都强调了变革性绿色创新在社会-技术

系统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绿色创新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产品替代和系统创新［10］。前两

者属于微观技术或过程创新，能够带来一定的资源生产

率提升，但也可能带来回弹效应；产品替代则关注产品概

念和功能的变革，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

品或服务（如电动车替代燃油车）；系统创新则强调社会

系统的革新，包括结构和组织的变革（如共享经济）。

Geels［11］提出的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认为

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是远景（landscape）、体制（regime）和

利基（niche）三个层次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远景是转

型发生的外在宏观背景（如气候变化），体制是引导既有

系统要素再生产的核心规则，而利基是新生事物发展壮

大的保护空间。可持续性转型需要社会宏观远景的变化

对既有社会技术体制产生压力，为利基创新发展打开了

机会窗口；利基创新通过保护发展形成新的技术路径，挑

战现有体制；体制在远景变化和利基发展的双重压力下，

通过结构调整，最终形成新的社会⁃技术体制。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地理研究开始兴起，关注可持

续性转型在哪里发生的问题［3，12-15］。城市是全球可持续

性转型的主战场［16］。一方面，城市消耗着全球近 80%的

能源，排放着 60%以上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城市是知

识、技术、资本、市场等各种资源的集聚中心，是新兴绿色

技术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主要场所。城市可持续性转

型主要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创新阶段的绿色创新，不仅

要从生产上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更要推动社会行为和制

度结构的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跨越式转变［10］。

因此，现有研究对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理解主要包含两

个层面：一是城市内部行业部门（如能源、交通、和住房

等）的可持续性转型（transition in cities），尤其关注绿色技

术的应用、扩散和对传统技术的替代［17］；二是城市整体体

制向可持续方向的根本性转变过程（transition of cities），

包括基础设施、制度、生产与消费行为、文化观念等［18］。

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城市一般以综合低碳发展模式为目

标，而大多数发展中城市的可持续性转型通常需要由绿

色产业拉动或支撑模式推动，通过低碳经济逐步走向低

碳社会［19］。

目前，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主要关注影响绿色创

新在城市尺度发展和扩散的地方性因素、绿色创新对城

市整体转型的影响以及不同主体在转型过程中的权力与

能动性［20］。在城市尺度，影响各部门绿色创新发展的地

方性因素受到最多关注，如城市公共政策、非正式制度、

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地方市场［13-14］。同时，绿色创新也在

重塑城市整体的体制，反映在城市的功能（如能源、交通、

住房）与结构（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中［20］。相关研

究也关注城市转型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与作用，不仅包

括城市内部的政府、公民和企业等主体政治经济行为对

转型的影响［21-23］，也包括不同尺度政府和国际组织治理

实践与地方转型的关系［24］。然而，目前城市可持续性转

型的研究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城市的实践，鲜有研究关注

欠发达/后发城市的可持续性转型以及其在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中的作用［13］。实际上，后发城市尚未对高碳排放的

社会技术体制产生深度路径依赖，更有可能在发展的早

期就转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3］，在未来全球

低碳战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1. 2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动力与优势

“后发”是发展经济学中从发展的时间维度区分相对

于先发展者的一种落后状态［25］。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尺

度（如后发国家）和微观尺度（如后发企业）研究后发者的

追赶（catch⁃up）现象，包括区域经济整体工业化水平的追

赶（如亚洲四小龙）和区域具体产业能力上的追赶（如韩

国的半导体，中国的高铁），但缺乏对中观城市尺度追赶

现象的关注。Yu等［3］首先尝试提出后发城市的概念，认

为后发城市是那些还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早期或中期

的城市，尚未被既有的社会-技术体制所绑定，从而指出

了这些城市在绿色产业发展和可持续性转型中的优势和

潜力。后发城市的概念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传统，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维度定性区分那些还处在工业化前期

的城市，但没有绝对的区分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类

型，从而强调了它们“在发展中”以及有可能缩小与先发

城市差距或实现路径创造的动态发展状态。虽然后发城

市类型内部也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但相较先

发城市而言，它们都可能具有一些共性的后发特征（如后

发优势）。在可持续性转型中，后发城市不仅拥有更大的

经济动力，也具有一系列发达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和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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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经济合理性

传统上，人们认为绿色转型所要求的高资本投入和

高环境标准将会损害后发地区的竞争力。然而，越来越

多学者开始认为，后发地区的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可能

并不矛盾，甚至可以增强后地区的经济竞争力［26］。Pegels
等［27］等比较了后发地区绿色转型策略与先污染后治理策

略的利弊，认为在大多数时候尽早绿色转型是后发地区

经济增长的更优策略。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有可能使后发

地区陷入转变成本非常高昂的高碳社会-技术发展路径，

而率先开始绿色转型的地区则可能获得多种额外收益，

比如对企业的资源效率投资的高回报、新就业机会和更

多的国际绿色投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后发地区绿

色转型的经济效益。例如，Zeng等［28］的研究指出，中国的

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不仅提高了园区的生态环境水平，也

增强了大多数园区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后发城市的绿

色转型不仅是全球绿色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其本身提

升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1. 2. 2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优势

发展经济学强调了后发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后发优

势和比较优势［29-30］。后发优势指的是落后地区可以学习

和模仿先发地区所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从而减少试错成

本，这是与其相对落后状态共生的一个优势［31］。比较优

势则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在可持续

性转型语境中，后发城市也有类似的优势。首先，在全球

创新系统要素流动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后发城市可以学习

和吸收先发地区发展绿色产业的知识和经验，形成后发优

势。其次，绿色产品（如光伏，风力发电）的生产和应用需

要劳动力、风光资源和土地等方面的大量投入［1］，而后发

城市在这些领域一般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如Mur⁃
phy等［32］认为，在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域，边缘地区所掌握

的丰富自然资源正在改变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从路径依赖角度来看，后发城市在产业、消费习惯、

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未被既有路径深度绑定，从

而具有弱体制阻力优势［33］。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意味着

较低水平的固定资产投入，从而具有更低的路径转换成

本［27］。弱体制阻力同时也意味着为绿色利基创新提供了

较为宽松的选择环境，减少既得利益者和传统消费习惯

对绿色路径的阻碍［3］。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中，

发达城市虽然市场空间大，但是交通拥堵严重，购车者对

充电时间成本比较敏感；而小城市人均汽车保有量较低，

吸收新能源汽车的潜力更大［34］。

相较发达城市，后发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更

多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关系［35］，因而“关系”

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可能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36］。在中

国，地方大企业容易与后发城市政府形成较密切的政商

关系［37］。绿色产业能为后发城市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环境

利益，从而容易获得地方政府资金、土地和市场等多方面

的支持［38］。形成一定规模的绿色企业能够在后发城市中

占据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容易利用地方社会网络推进

与不同主体的合作［3］。从消费维度来看，中小城市中存

在的地理和认知临近性促进了紧密且互信关系的建立，

从而有利于转型实践的扩散［39］。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面

临的种种局限与挑战，如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上的短

缺。对后发城市而言，发展绿色产业是可持续性转型的

关键路径，但后发城市普遍缺乏产业分化的内生能力，需

要外生力量和主体能动性推动路径创造［8］。对此，文章

引入绿色机会窗口概念，旨在揭示后发城市如何通过地

方主体能动性，结合后发优势，内化（endogenize）［40］绿色

机会窗口来推进城市可持续性转型。

2 绿色机会窗口与后发地区发展

2. 1 机会窗口与后发地区回应

机会窗口是Perez等［41］在解释后发国家利用技术-经
济范式（tech⁃economic paradigm）转变实现技术追赶时引

入的概念。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一般由一系列具有通用

性的关联技术组成主导技术群，推动经济投入要素、生产

过程、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制度等多种因素变革，并相

互作用形成一系列新的共性规则和标准，改变经济发展

的方式、轨道和规模［42］。在新技术-经济范式导入阶段

（也即机会窗口打开之时），发达国家由于受原有技术-经
济范式的深度锁定，容易陷入“在位者陷阱”（incumbent
trap）。因此，新机会窗口的打开使得发后者能够和先发

者处于新技术发展的同一起跑线，同时还具有更低的进

入壁垒［43］，从而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实

现路径创造［44］。

产业追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 Lee等［45］认为机会窗

口是由产业创新系统中不同子模块演变的不连续性带来

的，主要包括技术、市场和制度三个方面。技术窗口指的

是新技术或突破性创新带来的机会；市场窗口是指新需

求产生带来的机会，如新的商业周期或市场需求的剧烈

变化；制度/政策窗口是国家公共政策变化带来发展机遇，

如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税收减免、出口补贴、行业规制

和产品标准等。产业追赶取决于后发国家和企业层面对

机会窗口的回应能力。这既包括企业层面的技术学习和

市场开拓等策略，也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主体互动

形成对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市场推广的支持系统［46-47］。

很多实证研究从具体的部门创新系统出发，如汽车、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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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信技术、生物医药等，关注后发地区的企业如何利

用机会窗口，耦合区域内外资源，实现追赶［44，48］。

2. 2 绿色机会窗口

随着气候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不少学者认为绿色

技术将会带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Freeman［49］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

了前瞻性的讨论，提出了绿色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与

一般范式相比，绿色技术-经济范式还处于形成阶段，后

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处于同一起

跑线，有更大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路径跨越。此外，绿

色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能带

来环境改善等公共利益，这与汽车、电子、钢铁等依赖市

场机制发展的产业完全不同。相应地，政府干预和公共

政策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导向性十分重要［50］。

根据 Lema等［5］的定义，绿色机会窗口指的是：“一定

时间内，由与绿色转型相关的制度、市场或技术的变化所

产生的，且有利于后发者发展的环境条件”。传统的机会

窗口的打开一般是从技术创新开始，而绿色机会窗口一

般首先由公共政策打开，因而具有很强的制度性特征。

在国际上，《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协议是各国

采取减排政策的重要压力来源；而在中国，2006年起实行

的《可再生能源法》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因［51-53］。

因此，在绿色机会窗口的打开中，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

政府的需求拉动政策（如电力上网补贴、政府采购、示范

工程等）是绿色产业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力，而对绿色技

术的研发补贴、公共研发机构支持等政策是绿色技术突

破的重要来源［50］。与此相关的是，传统产业中机会窗口

（尤其是技术窗口和市场窗口）一般是在后发国家外部打

开的，而绿色机会窗口更多需要由后发国家内部的制度

变化来打开。从可预期性角度看，传统机会窗口受技术

变革影响较深，可预期性较低，但气候变化的长期压力使

得绿色政策机会窗口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可预期性［5］。然

而，在短期内，绿色机会窗口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而也

可能是短暂和波动的，早期的制度窗口并不能保证政府

对绿色产业的长期政治保护［54］。

虽然绿色机会窗口这个概念较新，但是已经由大量

的实证研究说明了技术、市场、制度等窗口如何影响后发

地区绿色产业的追赶。在国际知名的产业创新与管理期

刊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的新专刊中，中外学者

对绿色机会窗口与后发国家绿色产业追赶的关系展开了

讨论［5，51-53］。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快速追赶就是最

为典型的例子［55］。

2. 3 研究不足

目前的绿色机会窗口研究还存在一些重大局限。首

先，对绿色机会窗口在哪个尺度以及在哪里发生这个问

题，既有研究仅从后发国家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进行了

初步讨论［5，40］。然而，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

后发地区能否利用不同尺度和地方打开的机会窗口来推

动本地绿色产业发展。例如，在 21世纪初，中国光伏产业

的发展主要依靠欧洲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打开的市场窗

口，因为光伏产品具有标准化的特征，外部的技术窗口和

市场窗口可以被中国的企业捕获。相比之下，风力发电

主要依赖本土制度和市场发展。因此，窗口打开的空间

尺度（如全球、国家和区域尺度）以及其可接入性显著影

响后发地区追赶的策略和绩效。

其次，在绿色机会窗口的回应尺度和主体上，既有研

究忽略了城市与区域尺度的回应与发展差异。虽然国家

尺度设定了回应的制度框架和创新系统的支持条件，但

是区域尺度的行动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实际

上，很多绿色产业都存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特征，只在一

个国家少部分的区域形成集群，基于地方条件的回应策

略对这些空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少数

领先企业回应策略的关注忽略了地方创新系统的作用，

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作用。绿色产业包含公共产品属性，

完全依赖市场机制难以形成足够发展动力，因而地方政

府也需要从“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56］，在绿色产业发

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中国地方绿色路

径创造一般都是由企业和地方政府形成的联盟推动的。

这种地方政企关系［38］是解释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主要因

素，需要特别的关注。

最后，绿色机会窗口理论中主体能动性的作用需要

再反思。在既有的理论视角下，企业等主体的能动性主

要体现在对机会窗口的回应，无论是选择研发方向、组织

生产规模、拓展市场领域，其主要目的是在于耦合和组织

创新系统资源，是一种较为被动的能动性。而实际上，地

方主体除了耦合资源的回应策略外，也可能积极推动选

择环境的变化，塑造新的绿色机会窗口［40，57］。

3 绿色机会窗口与后发城市可持续型转型

分析框架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绿色转

型的关键要素与过程提出了分析框架。例如，诸大建［10］

基于“压力—状态—反应”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析概念模

型，分析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绿色绩效以及绿

色转型策略的关系；Coenen等［20］提出的区域能源转型概

念框架主要关注区域转型条件、区域在能源价值链中的

位置、地方转型主体能动性以及能源转型结果之间的相

互影响。然而，这些分析框架并不是针对后发城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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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后发城市的特殊性，即缺乏内生发展能力的现实

以及绿色机会窗口带来的转型机遇。

在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转型之际，绿色机会窗口将

对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后发城市都能接入绿色机会窗口，也不是

所有的绿色新兴产业都能在后发地区落地生根，这与具

体绿色产业的系统特征以及主体的回应策略有很大的关

系。基于这些考虑以及上文提到的研究不足，文章尝试

建立一个“绿色机会窗口-产业系统特征-地方主体行动

策略”的分析框架来揭示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关键

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图1）。

首先，全球和国家层面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转型是

这个分析框架的宏观背景，它带来的压力是绿色机会窗

口产生和地方主体采取行动策略的主要原因，回答为什

么转型的问题（why）。其次，绿色机会窗口有不同的类

型，如技术、市场和制度窗口，回答有哪些机会窗口的问

题（what）。再者，绿色机会窗口会因为产业特性的不同

而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回答窗口在哪里发生的问题

（where）。最后，地方主体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绿色机会

窗口来推动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回答是哪些主体以及如

何回应机会窗口的问题（who/how）。对于绿色技术-经济

范式和绿色机会窗口在文章第 2节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主

要讨论绿色机会窗口的空间特征以及地方主体能动性对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影响，这也是该框架的主要创

新所在。

3. 1 Where：绿色机会窗口与产业创新系统空间特征

如前所述，既有研究没有深入探究绿色机会窗口在

哪个尺度以及在哪发生的问题，对后发地区能否利用不

同尺度和地方打开的机会窗口尚未有清晰的认识。有些

机会窗口只能被本地企业所利用，而有些机会窗口则可

以被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主体所捕获，这与该产业部门的

技术特征以及市场特征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问题

上，Binz等［58］提出的全球产业创新系统框架提供了非常

有益的启示。该框架从一个超越地域边界的、多尺度的、

基于产业特征的视角来解释创新系统资源的空间分布与

联系，并从技术创新模式和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两个维度

区分了四种全球产业创新系统类型，界定了主要系统资

源的空间流动属性（表1）。

从技术创新维度，一个产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①由

科学和技术知识驱动创新的产业（STI）；②基于实践、使

用和互动学习驱动创新的产业（DUI）。从产品市场价值

实现维度，可以将产业分为价值标准化和价值差异化两

种类型。在价值标准化的产业中，全球消费者对其产品

需求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市场推广、金融投资和正当性建

设都可以在全球层面进行；而在价值差异化的产业中，产

品的推广依赖地方用户需求、制度背景和技术机会，因而

市场、资本和正当性都具有较高的空间黏性。这两个维

度的组合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产业创新系统，即

自由流动型（footlose）、市场锚定型（market⁃anchored）、生

产锚定型（production⁃anchored）以及空间依赖型（spatially
sticky）。在自由流动型产业创新系统中，知识和金融资

源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且全球市场是标准化的，因而该产

业类型最容易在空间上迁移，后发地区也因此容易获得

路径创造的机会；而在空间依赖型中，知识、技术、资源和

市场都高度依赖本地环境和条件，后发地区很难获得这

些资源。

技术 制度 市场

绿色机会窗口

地方主体行动策略 产业创新系统特征

系统资源耦合策略

制度环境塑造策略

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模式

系统资源空间属性

技术⁃经济范式

绿色转型

图1 绿色机会窗口与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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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一个绿色产业的机会窗口打开时，需要考虑

它的产业系统特征是只能被发源地所利用，还是也可以

被更大空间范围的主体所捕获。例如，光伏产业是一个

典型的自由流动型产业，其在欧洲国家打开的市场窗口，

很快能被一些中国城市所捕获（如新余、无锡、保定），形

成了新的产业路径；而像离岸风电这种高度空间依赖型

的产业，发达国家打开的技术窗口和市场窗口很难被后

发地区所接入，中国只能通过打开自身的制度窗口创造

发展条件［58］。

3. 2 Who/How：绿色机会窗口与地方主体行动策略

后发城市绿色路径创造需要发挥地方主体的能动

性，对不同空间特征的绿色机会窗口采取不同的回应策

略。近年来，经济地理研究强调地方路径创造是不断把

创新系统资源嵌入到本地的过程［59-60］，尤其关注创新型

企业、企业家型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能动性作

用［8，61］。一些关键的企业在后发城市往往扮演关键承租

人（anchor tenant）的角色，它们与区域外部进行大量的知

识、资本和商品交互，通过“全球管道-地方蜂鸣”（global
pipeline⁃local buzz）的方式为本地创新系统嵌入外部资

源［62］。地方政府除了能够为绿色产发展提供金融和市场

等方面的支持，也能通过积极主动且有选择地招商引资

为绿色产业提供完整的产业链支持。例如，在中国行政

发包政治体系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和动力去

发展对地方经济和官员政绩有显著影响的产业［7，37］。绿

色产业不仅给地方带来国内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和就业

等经济效益，还有绿色声誉和环境效益，因而地方政府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发展绿色产

业［38］。在实践中，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绿色产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非常作用，比如提供土地、税收返还、研发补贴以

及金融贷款支持等［63-64］。中国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扮演企

业家型政府的角色，投资新兴绿色产业，为绿色产业发展

提供更多正当性，把新兴产业从无概率的不确定性转化

为有概率的风险，从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50］。

同时，地方主体的能动性还体现在对制度环境的塑

造上。尤其是在绿色产业这样的新兴领域，企业和地方

政府具有很多机会和能力通过“制度工作”影响既有制

度［65］，起到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作

用［66］。制度企业家指的是“那些期望某些特定制度安排

并利用资源和相关活动来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

主体”［67］。对于绿色创新而言，现有市场规则就如一座

“绿色监狱”［68］，因为它们常常因为成本和性能的不足受

到市场惩罚。因此，除了不断提升绿色创新的性价比之

外，绿色企业家也被迫需要主动去影响新规则的建立来

奖励绿色创新，为绿色方案提供更多正当性。成功的制

度企业家需要敏锐地发现政治机会，清晰地界定问题，提

出新解决方案或愿景，并联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向新愿景

前进［66-67，69］。这个过程必然会涉及多种权力的博弈，如

话语权力、解释权力、制度权力和工具权力等［70-71］。

然而，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结

果，需要适宜的社会经济场景支持。Battilana等［66］认为，

制度企业家更有可能在具有危机的机会窗口、高社会异

质性、低制度化水平以及高不确定性的场域中发挥作用。

在这些条件下，那些拥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主体更有可

能引领制度改变。后发城市既有体制束缚较弱且传统产

业发展水平低，少数绿色企业容易在后发城市获得较高

的社会经济中地位，从而更有可能推动地方层面生产和

消费体制的转变［3，57］。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对于应对全球环境治理挑战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仍是一个未受广泛关注的新议

题。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还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如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弱体制

阻力优势、关系优势等，因而具有更大的转型潜力。然

而，后发城市一般缺乏绿色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需要地

方主体积极内化外部机会窗口实现路径创造。因此，文

章借鉴产业追赶研究中的机会窗口理论，构建了“绿色机

会窗口-产业系统特征-主体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来描

绘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关键要素、主体与过程。由

于后发优势和较弱的体制锁定，后发城市有可能通过积

表1 全球产业创新系统拓扑类型

类型

自由

流动型

市场

锚定型

生产

锚定型

空间

依赖型

创新模式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

经验积累和

互动学习

经验积累和

互动学习

价值模式

标准化

差异化

标准化

差异化

典型产业

光伏，

电子产品，

制药

核能，

水处理，

医院

汽车，

家居，

电子游戏

风力发电机，

奢侈表制造

系统资源特征

知识：流动

资本：流动

市场：流动

正当性：流动

知识：流动

资本：流动

市场：黏性

正当性：黏性

知识：黏性

资本：黏性

市场：流动

正当性：流动

知识：黏性

资本：黏性

市场：黏性

正当性：黏性

注：整理自文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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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回应绿色机会窗口实现绿色路径创造并跨越“高污

染、高排放、高能耗”的发展模式。然而，不同的绿色产业

在技术创新和价值实现上具有显著不同的空间需求特

征，后发城市要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宜的耦合战略才能实

现路径创造。同时，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还需要地方

主体通过为新兴绿色产业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使得绿

色创新得以快速发展和扩散。

因此，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产业追赶理论应用

到城市与区域尺度的可持续性转型，在考虑产业创新系

统特征的基础上阐释绿色机会窗口与地方主体能动性对

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影响过程，突出了绿色机会窗

口的空间属性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新兴绿色产业中耦

合创新资源和形塑制度环境的作用，弥补了经济地理研

究中对结构过分强调而忽略能动性的不足。文章的分析

框架只是初步地提出了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考虑

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继续深入探索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条件、主体、

路径与绩效。

第一，后发城市还是一个尚待深入开发的概念。它

包含不同产业结构类型和生态绩效的城市，具有不同的

转型基础条件与路径［10］。从产业专业化的角度，一些城

市属于边缘区域，既无绿色产业基础，也无传统产业基

础，产业专业化水平低；一些城市属于绿色专业化区域，

有个别绿色产业发展跨过自生临界点（critical mass）；还

有些城市属于综合性区域，有多个产业（包括绿色产业和

传统产业）发展跨过了自生临界点［72］。这些城市在绿色

转型中面临不同的挑战，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因而有不

同的政策组合。在明确了后发城市的概念边界与类型基

础上，未来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其转型的路径和绩效。

第二，绿色机会窗口的产生和作用机制仍需关注。

绿色机会窗口一般由制度窗口先打开，但从制度窗口到

技术和市场窗口的打开过程仍是一个黑箱。在实证研究

中，绿色制度窗口与市场窗口通常难以有效区分，如上网

补贴政策打开的新能源电力市场，二者几乎共生。绿色

机会窗口可能在全球-国家-地方任一尺度发生，具有不

同的压力水平和利用机会，因而对后发城市可持续性转

型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机会窗口的规模以及其演变

的政治经济因素需要特别的关注。

第三，国家治理与后发城市转型的关系值得深入挖

掘。例如，中国的治理结构和政策范式的优点在于能够

平衡长远规划与微观创新，不断利用地方试点的方法，在

不确定性中学习和发展［73］。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后发城

市既可能自上而下地承接国家转型试验，又可能通过自

下而上的经验扩散影响国家层面的绿色转型。在这种背

景下，动态的、复杂的，甚至是冲突的多层级政府的治理

如何影响地方内外资源的重新配置？相较于西方市场主

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政策导向下的资源流动性和黏性有

何异同？后发城市的转型经验如何以及多大程度能影响

国家尺度的转型实践？这些研究可能会对源于欧洲的可

持续性转型理论产生重大挑战。

第四，地方主体的动态关系对转型过程的影响需要

更多探索。一方面，在后发城市，良好的政企关系或官商

关系是内化绿色机会窗口和锚定创新资源的重要条件。

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稳定。例如，中国地市官员平均在一

个地方的主政时间只有三年［37］，政企关系多大程度上会

因官员变迁而产生变化？随着官员变迁以及可能的产业

方向转变，基于特定官商关系吸引的创新资源在多大程

度上是锚定的，会有多大的地方黏性？另一方面，绿色企

业的经营往往跌宕起伏，地方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与

企业风雨同舟？［63-64］。随着绿色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的

区位选择有了更大的流动性，地方如何能够留住“破茧的

蝴蝶”［74］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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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of latecomer c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in China and
globally, but it remains an underexplored research topic. Latecomer cities have economic rationales and latecomer advantages to ad⁃
vanc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but they usually lack endogenous capacities to realise green path creation. The green shift of the global
tech-economic paradigm is opening green institutional,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windows of opportunity (GWO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
sitions in latecomer c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WO-Industry Characteristics-Actor Strategies ’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depict the
key elements, actors, and processe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latecomer cities and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Due to late⁃
comer advantages and lower regime lock-in, latecomer cities may bypass high-carbon development pathways by responding positively to
GWOs. Different green industries have diffe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and latecomer
cities should adopt suitable resource coupling strategies to endogenize GWOs.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can also act as institu⁃
tional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a sui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green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atch-up to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t the city level and to unravel the impact of GWOs
and local actors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systems, highlighting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GWOs an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green firms in coupl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shap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emerging green industries. This research thus makes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which overemphasizes
structure and ignores huma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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