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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
高端制造产业选择与园区建设模式
马海涛， 张

蔷， 刘海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摘

100101）

要： 在国家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战略和大力发展对外产业合作的宏观背景下，国际合作示范

区的产业选择与园区建设模式问题成为了当前亟需加强研究的话题，这关系到国际合作示范区能
否成功与健康发展。通过对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涉及国家间的资源、产业、需求的互补性分析和
塔城地区工业分行业的竞争力分析，选择了重点培育的五个高端制造业，分别为绿色食品精深加
工业、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和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业，提
出了每种高端制造业类型的主要合作内容和方向，并总结了核心园区、异地合作、辐射带动和跨境
合作四种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值得强调的是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发展涉及到两个
以上国家，不能用国内通用的政策措施应对不同类型合作区的发展问题，需要加强研究针对不同
合作国家的合作示范区产业推进政策，以确保国际合作示范区顺利开展。也为国内其他边境国际
合作示范区的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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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合作示范区是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日

前对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发展与规划研究相对

益加深的背景下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

薄弱［3］，虽然可以借鉴国内已有大量产业园区的发

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国家“一带

展经验和少量内陆地区建设的国际合作园区建设

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对外开放地区特别是边

模式［4］，但边境地区的国际合作区如何发展高端制

境开放地区实现两国或多国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

造业、如何建设合作园区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这将

平台，对增进两国多方面交流合作、带动区域经济

随着国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成为急迫需要加强

增长和实现地区繁荣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建

研究的课题。围绕这一问题，以中哈国际合作示范

设国际合作示范区的过程中，推动产业合作特别是

区为例开展研究，为边境地区的国际合作示范区选

高端制造业合作发展是实质推进合作区建设的重

择高端制造产业、确定合作园区建设模式和制定鼓

要表现，也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交流产生

励政策提供研究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积极影响 。中国-哈萨克斯坦（简称中哈）国际合
［2］

作示范区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上的关键地
缘战略节点——塔城地区，拥有国家批准的边境经

1 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高端制造产
业选择的互补性分析

济合作区和唯一的农产品绿色通关口岸，具有良好
的产业合作基础和社会文化氛围，将会对中哈两国

如何选择更为合适的高端制造产业类型是国

友好交流和塔城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然而，目

际合作示范区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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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产业园区相比，国际合作示范区产业选

945

1.2 产业类别的互补性

择考虑的因素和重点是不同的；除了考虑一般意义

产业的互补性可以从中哈两国贸易的比较中

上区位、交通、人才、资金等要素之外，更为重要的

看出。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市场中，饮料及烟类、动

是要充分考虑国际合作区所涉及国家之间的互补

植物油脂及蜡、机械及运输设备、服装及附件、鞋

性。对中亚国家与我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和发

靴、仪器、器材基本被进口商品占据；而在非食用原

展需求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行分析，可为科学合理的

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上，基本被本国产

产业选择奠定基础。

品占据。相比而言，中国在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

1.1 资源禀赋的互补性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等商品存在较

中亚是世界能源和矿产资源最为富集的地
区。据不完全统计，中亚五国石油储量在 330×108 t
以上，天然气储量在 43×1012 m3 以上，原煤储量在
2 000×108 t 以上；W、Cr、Cu、Pb、Zn、Mo、Sn、Au 和 U
等金属矿藏储量位列世界前茅，P、Hg、S、K 和硝等
非金属矿藏也居世界前列。受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中国对能源、矿产和各种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加上主要原油和天然气产区的储量和产量下降，将
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国。据英国
石油公司发布的《BP2035 世界能源展望》报道，中国
到 2035 年将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进口依存度从 15%升至 23%。此外，我国对 Cu、Fe、
N、Mn、Cr 等金属矿产，对木材、棉花、羊毛等原材料

为明显的进口依赖，这其中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恰好是哈国拥有较强竞争力的
品类。在哈国短缺的产业类型中，中国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如服装及附件、鞋靴、仪器、器材等拥有较
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看出，中哈两国具有较强
的贸易和产业互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具有
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
强的可替代性，这意味着哈国对中国的贸易则具有
较多的选择性，这就要求中国要更加注意对哈国市
场的关注，积极将中国优势产品推入哈国，从而形
成两国良好的贸易互动。
1.3 发展需求的互补性

的进口需求也不断增加。能源、矿产、原材料的缺

从中亚各国的产业发展需求来看（表 1），大多

口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愈加明显的影响。比

集中在以电信、交通、能源为主的基础设施领域，以

较看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许多资源正是

石油、煤炭、天然气为主的能源领域，以铁、铜、铀为

中亚地区所富有的，中国和中亚在资源利用上具有

主的矿产资源领域，以及纺织、服装、食品、医药为

较强的互补性。塔城地区处在中国和中亚的接壤

主的轻工领域。相比而言，中亚的产业需求领域基

地带，其资源的互补性可为合作区发展高端制造产

本上是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领域，未来可以在这些

业提供更多机遇。

领域中选择合作突破口。
表1
Tab.1

中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分析表

Need analysis of undertaking industry for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优势产业

外资主要投资领域

未来产业需求

工业
占比

哈萨克
斯坦

冶金、石油制品、食品、机械制
造等

地质勘探和勘测、油气开采等

能源、轻工、信息技术、建材、机械制造、化工等

39%

吉尔吉
斯斯坦

采矿、电力、燃料、化工、有色金 加工业、能源、交通、采矿业等
属、机器制造、木材加工、建材、
轻工、食品等

石油产品、汽车、服装、天然气、医药等

26%

塔吉克
斯坦

食品、纺织、建材、化工和石化
机械制造、冶金和金属加工等

公路修复、能源开发及贵金属矿开采
和加工、食品加工、发展中小企业等

水电站建设、公路修复及隧道建设、通信网改
造、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农产品加工等

26%

乌兹别
克斯坦

能源、机械制造、食品加工、轻
工业、有色金属等

石油天然气工业、信息通讯、化学和石
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轻工、农
业和水利业等

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塑料和聚合物生产，食
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电子产业以及医药工
业，以及棉纺织业

32%

土库曼
斯坦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 石油天然气生产、纺织、建筑等
电力、化工、建材、地毯、机械和
金属加工等

建筑、农业、通信、纺织等领域

48%

国家

干旱区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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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高端制造产业
类型选择与合作方向
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的高端制造产业类

39 卷

2.1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业
立足国际合作示范区周边区域农副产品资源
优势，做强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构建符合国
际合作示范区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成

型需要在两国互补的领域内、结合示范区本地产业

为全疆重要的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其中，

优势与未来战略方向进行选择［5］。通过计算中哈国

果蔬加工业，大力建设设施农业果蔬出口基地、外

际合作示范区各制造行业在新疆的区位熵来反映

向型露地蔬菜基地和农副产品（蔬菜）出口基地配

行业竞争力（表 2），发现国际合作示范区现有 20 个

套设施等项目，强化品牌建设，推进标准化、集约

主要工业行业中有 10 个行业在新疆范围内具有相

化、现代化生产，引领传统果蔬加工业实现全面升

对竞争力（区位熵值 > 1），分别为非金属矿采选业、

级。油料加工业，积极引进中亚及周边国家油葵、

化学纤维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红花籽等油料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增强精炼植物油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木材加工和草制

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扩大产品的区外销售。粮

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

食加工业，利用巴克图口岸粮食进口及落地加工指

金属矿物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和有色

定口岸优势，积极引进哈国优质小麦加工面粉，加

金属矿采选业；其中前 4 个行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区

大农产品“引进来、走出去”工作力度；并加快建立

位熵值 >2）。结合塔城地区“十三五”规划刚要所提

哈萨克斯坦农副产品基地，完善产业链条由内向外

出的重要产业类型，提出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应重

的扩展。畜产品加工业，积极引进高产奶牛品种，

点发展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业、现代生物医药产业、

推进传统奶牛养殖向现代化转变；支持肉制品加工

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和稀贵矿

龙头企业与两国养殖基地的联营合作，完善从繁

产品精深加工业。

育、养殖、饲料、防疫、屠宰到肉制品加工的产业体
系。地理特色产品加工业，立足国际合作示范区农

表2

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所在的塔城地区工业分行业在
新疆的区位商分析（2013 年）
Tab.2

立有机食品、外向出口食品、清真食品、名优特色食

Location quotient of industrial

品生产加工基地。

sub-sectors in Tacheng area（2013）
行业类型

区位
熵值

行业类型

副产品资源优势与“富硒之地”美誉的特色优势，建

2.2 现代生物医药产业
区位
熵值

借助国际合作示范区、哈萨克斯坦和临近地区
的优质生物资源，针对性引进使用基因工程、细胞

非金属矿采选业

7.882

医药制造业

0.975

化学纤维制造业

4.97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644

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生物芯片技术、基因测序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4.384
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0.543

技术、组织工程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等生物技术，构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电力、热生产和供应业

0.443

草深加工项目为龙头，整合和丰康隆科技、裕民宏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1.783
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322

展药业、乌苏盛维药业等项目，打造一批具有突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64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185

品牌效应的知名企业和特色产业群，形成以中药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536

食品制造业

0.163

材加工销售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在额敏（兵地、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19

纺织业

0.088

辽阳）工业园区建立生物产业孵化器，促进生物技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28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86

术创新企业成长；推进隆惠源甘草深加工及甘草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5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 0.064
工业

流浸膏项目、新疆康隆盛源新型甘草饮片生产项

2.188

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额敏县隆惠源甘

注：区位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
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这里反应塔城的行业在新疆的专业化和竞

目等重点项目。积极开发医药、营养保健等红花
系列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重点构建生物医药、

/ qi /q），其中 qij 为塔城某行业增
争力程度。计算公式为 LQij=（qij / q）
j （

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育种等产业发展新格

加值，qj 为塔城所有行业增加值，qi 为新疆该行业增加值，q 为新疆所

局，打造一批具有突出品牌效应的知名企业和特

有行业增加值

色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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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端装备制造业
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亚-新疆地区跨越

947

率和矿产资源产出率等指标，加快国际合作示范区
实现由矿产资源大区向矿业经济强区的转变。

发展的机遇，结合中亚地区对装载机、挖掘机、推土
机、起重机、平地机、压路机、碎石设备、混泥土泵、
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自卸车、散装水泥车等各种工
程设备的市场需求，探索建立东部机械工业向西部

3 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高端制造产
业园区建设模式

转移的新模式，积极发展以出口为主的装备制造和

产业园区是高端制造产业发展的空间依托，产

加工组装，重点打造汽车及零部件、农业机械、专用

业园区的建设模式是影响产业能否快速发展的重

设备等产业链，建成具有新疆特色、面向中亚的机

要因素，也是产业园区发展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械设备出口基地。立足新疆及周边国家需求，适度

现有研究对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讨论较多［6］，但对

发展石油钻井机和矿山勘探、矿产品开采、冶炼和

国际合作的产业园区建设讨论较少。根据产业园

加工设备及其辅助设备制造产业，建设专用设备产

区的区位选择、范围大小、地理分布、区域关系等因

业基地。立足周边地区农业发展需求，大力推动农
机、农具机械生产，重点突出节水灌溉专用设备、拖
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农产品加工等机械和零部件
生产。
2.4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将中哈
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成为亚欧新能源经济合作发
展试验区。吸引风电设备制造大型企业投资零部
件制造，建议发展轴承、散热器、齿轮箱、交流器等
小型零部件，保障和服务于风能产业发展。支持引
导灵活、多样分布式新能源开发模式，发展太阳能
电池组件加工业，选择与晶硅组件生产设备相关的
检验/测试、玻璃清洗、结线焊接设备、层压设备、切
割/划线设备、组框/组角机设备制造，配合太阳能应
用产业发展。推广高效节能技术装备及产品，发展
储能电池、新型环保脱硝、除尘、废物减量化再利用
设备等节能环保产业，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关键共性
技术的产业化示范，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再制
造产业化水平，示范推广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及产

素［7］，提出了核心园区模式、异地合作模式、辐射带
动模式和跨境建设模式，为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发
展高端制造产业提供多种组织实施方案。
3.1 核心园区模式
选择在距离口岸最近、建设条件最成熟、对区
域产业影响最大的地块建设国际合作产业园区，建
设范围不大，有独立机构管理运行，需要考虑对区
域的带动作用。具体实施方式为：在国际合作示范
区范围内，依托塔城市的辽塔新区、巴克图口岸和
小白杨市建设国际合作示范区，作为中哈国际合作
的核心区；结合中哈两国高端制造产业发展需要和
合作方向，内部可以划分成 6 个功能区，分别为：中
哈国际产能合作与精深加工区、中哈人文交流与综
合商务区、中哈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区、中哈口岸互
市贸易与国际物流区、兵地融合军民发展示范区、
中哈边境自由旅游区。
3.2 异地合作模式
位置选择与核心园区模式类似，但范围可以稍

品，提升污染防治水平。

大，管理机构由地区各县市共同组建、共同管理和

2.5 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业

共同获益。实施方案为：在塔城市域范围内，采取

围绕国际合作示范区丰富的黄金、铬铁、铜矿、

与塔城地区其他 6 个县市合作共建的方式，内部划

膨润土、氧化镁等矿产资源，整合中亚-新疆地区黄

分 7 个区块，每个区块对应一个县市，各有侧重、功

金、铬铁、铁矿等资源，加强与区内外大企业集团合

能互补，税收上实行异地分成。其中塔城区块定位

作，依托欧太铬业、星塔矿业、包古图呼铜矿、中非

为国际高端制造配套服务，乌苏区块定位为国际物

夏子街等企业集团，加快优势矿产资源转换，做强

流加工配套服务，沙湾区块定位为国际高档纺织服

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业。强化对托里县 Au、Cr 等

装加工，和布区块定位为国际新能源装备加工，托

资源的有效整合，逐步形成“大规模、新技术、环保

里区块定位为国际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额敏区块

型”的黄金和铬矿采、选、冶及深加工现代化产业集

定位为国际有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裕民区块定位

群，提高矿山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

为国际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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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示范区辐射带动模式的
“一区多园”
分工格局

Division of seven industrial park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依托县市

产业方向

规划面积

对接国家

塔城产业园

国际性复合功能区

塔城市

重点发展绿色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仓储物流、轻工
建材、边民互市和过境旅游等

647 hm2

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等

乌苏产业园

国际商贸物流加工基地

乌苏市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农副产品深加工、纺织一体化
和新型建材等

991 hm2

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

沙湾产业园

国际轻工纺织产业基地

沙湾县

重点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绿 1 000 hm2
色能源产业、矿产品加工产业、装备制造等产业

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

和丰产业园

国家级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化工基 和布克赛 重点发展煤化工、盐化工和石油化工等产业
地
尔县

托里产业园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矿产
品加工产业集聚区

托里县

额敏产业园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的出
口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

裕民产业园

国际特色文化产品加工基地

功能定位

1 000 hm2

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等

重点发展煤电能源、装备制造、建材石材、金属矿
产开发等产业

348 hm2

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

额敏县

重点发展有机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440 hm2

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

裕民县

文化旅游产品加工等文化旅游产业

100 hm2

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

3.3 辐射带动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位置不拘泥于一个城市，可以在国际合作示范
区中的多个城市共同选取、共同建设，分核心园区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实施的推动下，我

和辐射园区两类，合作机构统一协调与地方机构管

国产业发展与园区建设将会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

理实施相互配合，实现核心园区对辐射园区的带动

国开展更加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对接，特别是对外开

作用，进而实现合作示范区内城市的抱团发展。具

放的重点边境地区亟需开展相关研究［8-9］。本研究

体实施方式为：从国际合作示范区带动塔城地区发

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

展的角度，通过塔城市建设的核心园区辐射带动全

哈国际合作示范区进行的探索。通过对中哈两国

塔城地区其他 6 个县市的高端制造与加工贸易发

的互补性分析，提出了合作示范区未来可重点发展

展，
依托塔城地区各县市现有的工业园区，
以一区多

的五个高端制造产业类型，分别为绿色食品精深加

园的方式建设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园区（表 3），
打造多

工业、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

个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的产业支撑平台，形成

与节能环保产业和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业；并结合

各有特色、
紧密联系、
带动更广的国际经济合作区。

区位选择、
范围大小、
地理分布、
区域关系等因素，
提

3.4 跨境建设模式

出了核心园区、
异地合作、
辐射带动和跨境合作四种

跨越国界，在邻国建立产业园区，大批量吸引

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这一研究可以为国

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的一种模式。塔城地区相邻

内其他边境地区的产业选择和园区建设提供借鉴。

的哈萨克斯坦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35 个合作区

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选择需要与国内产业

之一，要充分利用哈萨克斯坦这一重要的承接点，

园区区别看待。国内产业园区产业选择往往采用

积极推动在境外哈国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园区，鼓励

的是层级式空间分析框架，从全球空间、国家空间、

塔城地区的企业走出去，到哈国投资开发项目，政

区域空间和城市空间分别分析该园区的条件、优势

府在国别指导、产业指导方面给予帮助。在哈萨克

和地位，进而选择适宜发展的产业类型。从本文研

斯坦建设合作园区可以选择以下几个位置：一是可

究看，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选择不宜采用这种框

选择距离塔城最近的、与巴克图口岸对接的巴赫特

架，而应建立对称式空间分析框架，以国界线为对

口岸；二是可选择距离塔城最近的阿亚古兹城市，

称轴，将经济的对称、政治的对称、社会文化的对称

目前有公路与塔城相通，未来规划建设铁路相通；

和交通的畅通性纳入分析框框，结合园区自身的基

三是选择与塔城地区相邻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首府

础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外向性和国界门槛是国际

厄斯克门；四是选择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合作园区相比国内产业园区在产业选择时必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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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涛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高端制造产业选择与园区建设模式

虑的因素。在多个国际合作示范区产业选择的案
例研究基础上，今后有必要对国际合作园区产业选
择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开展进一步总结，以满足我国
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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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industry selection and park construction mode of Sino-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MA Hai-tao， ZHANG Qiang， LIU Hai-me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the Belt and Road”strategy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ICDZ）has become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However，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choose the industrial type of ICDZ? What kind of construction mode should be adopted by the ICDZ? How to distinguis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between ICDZ and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still
in shortage，which is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CDZ. Taking the China-Kazakhstan
ICDZ in Tacheng area as an example，which is the key geopolitical strategic node on the north channe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an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erviews and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this paper took
an deep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ituation，requirement，condition and potential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industrial parks in Tacheng; meanwhile，we have collected a lot of first-hand materials，which are
the main supports of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The premise for ICDZ industrial selection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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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omplementarities of resources，industries and requirements between related
countries and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complementarity analysi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we put forward five kinds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that China-Kazakhstan ICDZ can focus
on cultivating in the future，including finishing and deep processing of green food industry，modern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high-tech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new energy and energy-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and rare precious minerals finishing and deep processing industry.（2）The ICDZ cooperation
mode needs to take development needs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cooperation bodies into consider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cooperation requirements in China，Kazakhstan，Tacheng area and related cities，
we propose four kinds of alternative cooperation modes，including the core of the park，collaborative，radiating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3）The premise for ICDZ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political harmony
and policy support between national governments. The premise for China-Kazakhstan ICDZ development is the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tolerance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and it requires China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on food supply index，loan discount，special subsidies and other aspec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cepts between ICDZ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are great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ICDZ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ymmetric spatial analysis framework，which takes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as
symmetry axis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economic symmetry，political symmetry，social culture symmetry and traffic flowing. Combining with the basic advantages of the park itself，the symmetric spatial analysis framework
tak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to account and chooses construction mode. And i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DZ in other domestic boundaries.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high-tech industrial
election；Park Constr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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