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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
——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胡宪洋 1, 2，保继刚 1
（1.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2.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
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
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
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
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
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
在三亚海棠湾，
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
时间
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
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
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
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
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
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
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
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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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惩治腐败的大
幕，《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以及 《关
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严厉制约了公
款消费，同时抑制了某些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与年度奖金，变相行贿等奢侈性消费项目
更是成为查处重点，中国进入“量入为出”有预算的消费阶段[1]。作为需求变化的直接结
果，供给侧所受影响颇深：宁波慈溪雷迪森广场酒店首开国内五星级酒店破产先河；乌
鲁木齐部分高端酒店将酒席价格从 5000 元下调至 1000 元，以缓解营业压力；诸多城市湘
鄂情、小南国、俏江南、顺峰等主流高端餐饮品牌的业绩出现断崖式下滑。旅游市场的
理性回归所引发的旅游者消费需求的理性选择与目的地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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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旅游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1]。那么，面对消费转型，资本是如何应对的？何种原
因促成了这种应对？
当空间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过度生产”与空间同质化现象将不可避
免[2]，消费转型所带来的供给变化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学
界足够重视，除了保继刚在 《旅游学刊》 的一篇笔谈外[1]，其他研究对其解读抑或简单白
描都乏善可陈，更鲜见地理学视角的分析与探讨。从更广的范畴来看，针对资本积累与
循环引致下的空间生产研究，较为经典的是时空修复理论，这一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分为
两类：理论辨识与实证分析。理论辨识更多的聚焦于时空修复进程的精确化[3-4]、关联概
念辨析与适用性探讨[5-6]、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程度[7-9]等，这些研究致力于
时空修复理论的持续完善，强调了解读当今部分社会问题的适切性。而国内外实证研究
则相对较少，更多的是沿用时空修复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产业与区域发展进行分析，如
Scott[10]与 Herod[11]均借助这一理论解读了不同产业劳工移民现象，Yrigoy 等以帕尔马和马
洛卡为例探究了旅游地的空间生产[12]，He[13]与 O'Donovan[14]藉由时空修复呈现了产业的发
展与城市的复兴，逯百慧等[2]与黄良伟等[15]则透过这一理论视角阐述了乡村的转型特征与
空间分异机制。可以发现，时空修复理论研究对中国旅游地发展本土化研究具有较强的
借鉴意义，但其较少的涉及了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且大多沿用经典而相对缺乏本土适
用性检验，因此，在理论引荐中需要中国化改良才能更好地呈现旅游地演化本土特色。
因此，本文在搭建时空修复理论的中国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密布 （超） 五星
级酒店，反腐前以奢侈性消费为主的三亚海棠湾为案例地，藉由深度访谈与实证归纳的
研究方法，力图呈现消费转型背景下资本与政府的应对过程，部分回应消费市场理性回
归对度假型旅游地的可能影响。

2 分析框架
2.1 时空修复
关于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积累，Harvey 提出了时空修复理论 （Temporal-spatial Fix）。
这一观念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福柯的“空间—权力”观以及列斐伏尔的空
间生产理论。“时空修复理论”指特定地域内出现了劳动盈余或资本盈余，可以通过两种
途径进行吸收：一是通过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劳动力和资源进行空间的转移；二是投
资长期项目，延迟资本再次进入流通领域[16]。从哈维的视角来看，“修复”（fix） 具有双
重意涵：原本意义上的修复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或资本的一部分以某种形式
被固定在特定的国土之内”，其隐喻则是指“藉由时间的延迟或地理的扩张来推迟危机发
生的方法”[17]。
时空修复理论一经推出，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尤其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
性，值得学者们深思。从基本的问题指向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试图揭示城市化主
要驱动因素以及城市空间非人化倾向，而中国恰是哈维时空修复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
实验场[16]。Zhou 等则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环，有力地融入到全球资本积累的
进程之中，但中国的发展是从技术与资本的底层开始，拥有着超大的市场和以国家为中
心的政治结构，加之迅速的资本积累，这样的现象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分析方式提供
了独具特色的挑战[18]。那么，中国的空间是否与西方的“空间修复”同步，是否还有其
他力量形塑这一进程？空间修复理论提供了有力但是并不充分的手段来探讨资本多重来
源与空间演化的关系[18]。因此深入剖析时空修复的理论不足，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时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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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理论的分析性解读将有助于呈现中国自己的资本历史叙事。
首先，关于非经济维度。时空修复理论聚焦于经济层面的探讨，而相对忽略了非经
济层面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而 Harvey 虽
然指出了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对非经济维度的探讨仅仅停留在特定历史问题的研究
中，缺乏一般化层面的提升 [19]。其对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连接则主要体现在结构一致
性、国家的形式与功能以及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哈维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明显缺乏：
① 国家的基本经济形式，包括国家支出、国家货币、税收等；② 国家的经济活力在政
治中的表现[20]；③ 国家在资本的经济形式与组织资本循环中的影响和角色[21]。哈维在探
讨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时缺少了像探讨经济维度一样的抽象与深化，同时亦缺乏非经
济维度如何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关系”的深入探讨[19]。且在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
分析时，多以国家为基本尺度，对于共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则讨论甚
少。而对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
着独特的关系。此外，财政分权、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等都使得政府本身存在着极大
的谋利动机，具有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22]。政治是资本无所不在的需要，没有政
治，资本不可能进行自我再生。尤其在中国的情境下，缺少对非经济维度的考量，时空
修复只会变为具体化的“资本逻辑”或是扩大化的“经济分析”
。因此，具体到中国情境以
及本案例研究，政府的行为分析以及资本的非经济因素引介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
其次，关于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的视角融合。在 Harvey 代表作 《新帝国主义》 中，
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是割裂的，而不是统一进行论述的，两种修复方式表现出解决问题
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如资本以空间修复的方式进行危机的应对时，时间修复似乎所起的
作用不大。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并非相对，对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应对不能简单的将时
间和空间看成两个不同的元素进行分析[19]，需要以交互的方式纳入相同的研究视野进行
探讨[19, 23]。虽然哈维也提到资本的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但纳入相同
的研究视角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最后，关于旅游情境。旅游同其他商品不同，存在极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24]，因此
适用于普通经济或管理领域的理论在旅游当中的应用多需要进行适用性检验。资本运行
在旅游中的特殊性体现在，时间修复中的一级循环与二级循环实际是相通的，生产资料
与消费资料的投资同时又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显然与普通的商品生产是不同的。此
外，一旦城市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的垄断性相关联，那么修复的过程必然存在着诸多不同
之处，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2.2 尺度重组
尺度是地理学的几个关键词与核心概念之一，Johnston 在 《人文地理学词典》 中指
出，尺度是指展现与组织地理事件或过程的层级[25]。对于尺度的理解，目前存在 3 种视
角：① 等级的隐喻，包括同心圆、金字塔和蚯蚓洞 [26]，前两者具有静态和社会建构特
征，后一种则更为强调网状隐喻；② 实践的工具，亦即尺度的政治，该种观点认为尺度
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尺度的运用[27-28]；③ 认识论层面的，结构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视角倾向于将尺度理解为先验的结构，尺度地方—网络效应视角则将尺度理解为活动的
背景效应，而社会实践视角则着眼于权力与社会关系的交互，认为尺度影响着实践，同
时塑造着自身[29]。
当新区域主义的制度转向与尺度转向成为历史趋势后，全球化与国家空间生产成为
研究热点，尺度概念成为描述与解释这一问题的核心词汇，借此说明国家在应对全球化
等冲击时所做出的反应与作为[30]。与此相关，尺度重组 （Rescaling） 的概念以全球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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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角色调整与区域生产策略为主要切入点，强调资本、社会与权力关系对尺度的重
塑过程[31]，是国家等区域组织为提高经济与政治竞争力而借助空间尺度与治理调整所进
行的空间生产行为[32]。Brenner 认为，尺度重组是在不同尺度上进行权力调整、消解原有
尺度结构，最终其本身成为社会协调场所的过程[30]。
目前学术界对于尺度重组的探讨主要从城市与国家两个层面切入[33]，从城市的角度
来看，尺度的竞争与重构都涵盖特定空间单元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注重多层次、等级
的尺度空间单元的根植性与定位[34-35]。特定城市区域发生的经济与政治活动会受到更大地
理重组过程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地方”的整体趋势下，众多国家
与城市试图通过增长极、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特区建立等空间选择来进行区域尺度
的重构，并最终导致了新的空间尺度的经济连接[36-37]。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权力不
断的进行尺度调整，向上形成超国家政权，如欧盟、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向下
则将权力尺度下调为次国家组织，如企业型政府、管理委员会、地方制度等，向外则给
予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基金会、各类非政府组织等 [30, 38]。结合上述研究可以看
出，国内外关于尺度重组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已经成为解读资本力量以及国家和区
域过程的主要概念。本文主要利用这
一概念对政府的行为逻辑进行阐释，
借以阐释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
基于上述概念甄别与梳理，本文
提出中国情境下资本时空修复的分析
框架 （图 1），该分析框架区分了时空
修复的经济维度与非经济维度，搭建
了以资本为核心，以政府为支撑的行
图 1 时空修复分析框架图
为图式，用以解读资本与政府对消费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fix
转型的共同应对。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概况
海棠湾位于三亚市东北部，距三
亚 市 区 28 km， 海 岸 线 长 21.8 km，
规划总面积 98.78 km2，是三亚市最
大的滨海度假区 （图 2）。海棠湾的发
展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期 （2004 年以
前）、大发展期 （2005-2012 年） 以及
稳定发展期 （2013年至今） 3个阶段[39]，
在 2005 年确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的开发模式后，二级市场的开发相继
展开。尤其 2008 年 《海棠湾控制性
详细规划》 获批，海棠湾的总体定位
确立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
区”，最核心的功能是建设国际顶级
品牌滨海酒店带，由此，大多数项目

图 2 海棠湾规划图
Fig. 2 Planning map of Haitang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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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投资于高星级酒店。海棠湾预计建设包括亚特兰蒂斯、红树林七星等 32 家 （超） 五
星级酒店，截至 2017 年 6 月，海棠湾已经开业的五星级酒店共 15 家，客房总量 6956 间。
在消费转型前，海棠湾以公务会议团、高级官员与高端散客为主要消费群体，客房以年
30%的速度增加，酒店的营业额也以年均 10%的速度递增，巨大投资回报率产生极大的
示范效应，促成了后续众多五星级酒店的入驻。而在 2012 年推行反腐政策后，海棠湾的
五星级酒店营业额则以每年 10%~12%的速度下滑，供需失衡已十分明显。
3.2 研究方法与过程
自 2000 年开始，研究者及其团队一直跟踪研究三亚的旅游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史地
发展资料。针对本研究问题，作者还先后于 2015 年 11 月 27-30 日、2015 年 12 月 24 日2016 年 1 月 3 日、2016 年的 6 月 29 日-7 月 30 日，共 3 次赴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采
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经过提前预约，深度访谈了介入海棠湾发展较深的三亚市旅游
委、规划局、发改委与海棠湾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人。同时作者还针对海棠湾的高端酒店
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访谈样本的选择标准是：① 涵盖国际品牌与国内品牌；② 开
业年份分布于 2012 年前后；③ 投资方包括国企、民企与外企；④ 酒店高管与业主方包
括中国人与外国人。依据上述标准，最终确立了 8 家五星级酒店及其业主。此外为尽可
能全面呈现区域发展状况，作者还对 2 家观光与体验类景区的经理进行了专访，并随机
访谈了 10 名当地村民。群体访谈内容涉及海棠湾发展历程与标志性事件、消费转型的影
响与各方的应对方式、政府与资本的互动与博弈等。调研累计访谈 38 人次，平均访谈时
长控制在 1 h 左右，最终整理访谈录音 24 万余字，田野笔记 3 万字。针对录音资料所整理
的文字，依据编码的基本程序，笔者设定了访谈编号：主体代码—主体顺序—话语编
号，其中，M 指酒店与景区方面的管理者，I 指酒店的业主方，G 指三亚市及海棠湾相关
部门的政府官员，R 指当地村民。例如，M01-23 指第一位酒店高层受访者所讲的第 23
句话。
为了进一步检验作者判断与理论预设，本文还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内容涉及：
① 政府文件，如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省政府 2016 年 22 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
知、三亚市促进海棠湾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三亚拆迁补偿标
准等；② 规划文本，如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三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海棠湾“十
三五”规划等；③ 房地产报告，如海南房地产市场年报、锦城年度观察等；④ 统计数
据，如 《2010-2015 年度三亚旅游统计年报》、国家海岸·海棠湾开发建设情况汇报等。

4 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
4.1 空间修复
资本积累与循环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过剩的积累将使城市的发展面临极大的
挑战。扩大资本流动空间、消除地理障碍，成为资本应对危机与消除过度积累的主要方
法，这一过程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
4.1.1 资本的地理扩张 首先，资本的域内扩张。海棠湾内大量资本云集于此，既有央
企、大型民企与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也有本土不知名的小企业。消费转型的背景下，
原来的发展模式弊端凸显，企业原初的盈利模式也面临挑战，于是，资本之间的兼并潮
在所难免：2012 年，三亚弘盛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凤凰花海项目，并成为海南省与
三亚市的重点项目；2015 年，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该项目，并成立海棠湾水稻
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主营水稻国家公园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而在 2017 年 1 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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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瑞兴合泰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水稻国家公园项目，实现了该地块的再一次
易主。联系到“三亚凤凰岛的易主”（中交建 40 亿接盘浙江国都），“碧桂园借壳珊瑚宫
殿首入三亚”（碧桂园接手御海地产），“万科收购香水君澜”（万科收购浙江君澜住宅项
目） 等案例，这只是“大鱼吃小鱼”的开始：
现在的市场就是“弱肉强食”，碧桂园、万科、恒大都在收项目。小开发商能力和开
发水平都有限，当形势变了，他的运营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卖掉，如果大开发商看
到这个项目可以收就收掉，大开发商也就可以进行扩张了，这省掉了很多事，因为 （资
本扩张） 从拿地开始是很复杂的，时间上也是很漫长的。（G02）
海南房地产市场 2014 年开始出现大量的企业并购事件，在 2014-2016 年间，累计发
生典型的重大收购兼并近 60 宗，其中，2014 年 17 宗，2015 年 23 宗，2016 年 19 宗，收购
方以大型国企为主，也不乏恒大、碧桂园等资本雄厚的大型民企①。消费转型背景下，海
南市场对企业的操盘能力、管理能力、公司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小资本很难应对，大
资本则获取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其在对消费转型更为敏感的海棠湾鲸吞蚕食，通过资
本网络的构建进一步扩大影响的尺度与范围，由此促成海棠湾市场新一轮的洗牌。
其次，资本的域外流动。这一过程是与资本的域内扩张相伴而生的，伴随大企业鲸
吞蚕食，本土的小开发商则退出海棠湾。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海棠湾发生市场
理性回归后，面对大量原本非正常需求的断崖式下滑，资本的贬值在所难免[40]，这时企
业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机会，必须创造恰当的盈利方式来吸收这些盈余从而避免资本
的进一步贬值[41]。因此很多企业通过从海棠湾撤出而转投他处来获取相较于海棠湾更大
的盈利。如某酒店的财务总监所言：
海棠湾的人工成本全岛最高，大部分酒店一年有 6000 万~8000 万的贷款，在目前的
消费状况下，是不可能有利润的。海棠湾投资的这些酒店，从财务上讲，直接单纯的投
资收益是不可能有的，一定是个负数。如果他转手卖，可能会赚钱。这么看，他们卖掉
项目转投其他地方倒是个明智的选择。（M02）
从目前海棠湾的状况来看，大企业多凭借自身雄厚资本选择借势占据更多资源，从
而实现“下一盘更大的棋 （I01） ”。而小企业则迅速离开，在面向大众消费的地域寻求
更多利益。无论大小企业实际都以空间扩张的形式，使资本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向利润
率高的地方，将资本的盈利点有效地延伸至更大的尺度，从而实现“危机的转移”，保持
了资本的相对稳定，减少了过度积累所造成的贬值风险，也避免了积累中心所产生的激
烈竞争的可能性。
4.1.2 资本的空间重组 资本空间重组指对原有阻碍资本积累或增长的环境进行改造，其
既包括实体建成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组织形式的调整。空间重组突出的模式是企业间的
合作，即藉由合作的形式打破原有的资本空间格局，从而使得资本的流通更趋顺畅，因
此，这种协作本身就是一种生产空间的规划和重组。消费转型后，海棠湾企业之间形成
了多种合作模式。酒店与免税店之间形成的“购物度假新模式”为消费转型下企业的盈
利打下基础，以进一步适应大众化理性消费的模式。如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与免税
购物中心达成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喜达屋旗下多个酒店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亲子创客与
创意活动主题产品、高档餐厅之间的原料集体采购与客源共享等合作。消费转型的发
生，高端客户的减少使得众多企业选择“抱团取暖 （M03） ”。通过彼此合作，经营方式
发生变动、地域空间结构发生调整，企业将权力上移至超越自身的尺度结构 （scalar
configuration），建立更为有效的体制机制，并最终促成制度竞争优势的形成[42]。
① 资料来源：根据 2009-2017 年《海南省重点项目月报》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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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空间重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创建新的建成环境。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
打破空间格局，清除空间障碍，最终达成资本空间重构的主要方式[17]。在海棠湾，为了
便于企业的合作，实现区域快速与便捷地与外部沟通，企业部门在与政府的数次座谈会
上强烈呼吁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区域内外部的沟通与交流。自 2013 年开始，基础设施年
投资额就一直保持在 20 亿元以上，累计完成投资 87.68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五网”基
础设施基本完善，海棠湾区域内 13 个标段市政道路已建成通车，“三纵九横”骨干路网
中的两纵五横已基本建成使用②。众多基础设施类项目持续稳步推进，为企业间合作打破
了交通壁垒，促成了区域一体化，使资本透过尺度化延伸至不同的空间范围。与 Brenner
的研究类似，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不仅加速了资本的流通，还进一步促成了“时间—空间
压缩”，使资本积累的过程更快，同时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
4.2 时间修复
时间修复为资本的转移与空间流动提供了深层次的视角，从产业发展与空间的角度
来讲，其可以表述为时间维度上资本在特定场域的流动与转移过程。结合旅游情境中资
本特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4.2.1 资本的二级循环 由于旅游行业的特殊性，Yrigoy 等将资本的初级循环界定为单纯
的旅游类项目，资本的二级循环更多的指建成环境[12]。但本文认为，对于旅游度假类产
品而言，初级循环与二级循环实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对于海棠湾这种度假型的旅游
地，酒店本身就是吸引物，资本对其生产性投入同时也是建成环境的建造，因此初级循
环与二级循环是融合与统一的。
2005-2012 年，三亚的旅游与酒店行业蓬勃兴起，五星级酒店的利润率远远高于行业
水平，喜来登酒店仅用 4 年时间就收回成本，丽思卡尔顿酒店更是在开业两年实现年营
业收入 4.27 亿，创造了商业奇迹，超高的投资回报率促成了后续企业的跟风。在 2012 年
以前，海棠湾共开业五星级酒店 7 家，从业主方来看，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占比最
大，其中国有企业 4 家，大型民营企业 3 家。而至中央反腐政策推行以来，资本的热度开
始降温，酒店建设速度较预期明显放缓，原本预期 2017 年以前营业的酒店至少 20 家，但
目前仅开业 15 家，甚至有 8 家尚未动工或停工 （表 1） ③。
表 1 海棠湾尚未动工的五星级(含同等)酒店汇总表
Tab. 1 Five-star hotels yet to be built in Haitang Bay
等级

客房数(间)

预计开业时间

海棠湾源宿酒店

饭店名称

豪华

204

2020 年

茅台置业

业主方

尚未动工

现状

海棠湾雅乐轩酒店

豪华

202

2020 年

茅台置业

尚未动工

海棠湾国酒茅台福朋喜来登酒店

豪华

275

2020 年

茅台置业

尚未动工

海棠湾 W 度假酒店

豪华

450

2020 年

建丰旅业

尚未动工

海棠湾瑞吉度假酒店

豪华

400

2021 年

建丰旅业

尚未动工

海棠湾开维丽笙度假酒店

豪华

300

2020 年

海南开维集团

尚未动工

海棠湾皇冠假日酒店

豪华

480

2018 年

新加坡仁恒集团

停工

海棠湾四季酒店

豪华

339

2020 年

建丰旅业

停工

数家企业“逆势而上”选择开业，而停建与缓建重点发生于民企与外企，主要原因
在于企业的性质与建设的进度：
②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年《国家海岸海棠湾建设情况汇报》相关内容整理。

③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年《三亚海棠湾拟建度假酒店市场与财务可行性研究》与实地调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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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在乎是否会短期内实现盈利的，它对需求变化和利润率
也没有民企那么敏感，仗着资本雄厚先把资源占上再说。消费发生了转型，市场回归了
理性，民企和外企需要重新考虑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了。现在海棠湾开业的基本都是反腐
前就开始建设了的，因为建了一半不继续下去就全都成沉没成本了，而那些还没开始动
工的企业现在也就按兵不动了。（M03）
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消费的转型使得资本的利润空间发生了转变，原本服务高端客
户的盈利模式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结构调整，因此在二级循环中出现了大量停建或缓建的
现象。从更大的尺度来看，资本为化解自身积累危机需要进行不同地理领域的流动，资
本在海棠湾的缓建、停建正是为缓解自身的在特定空间中的积累过剩而选择对其他地区
的占有或控制，这也进一步呼应了前文所提及的资本地理扩张。
4.2.2 资本的三级循环 随着八项规定等反腐政策的颁布，空间重复、相关产业乏力、资
源浪费等问题日渐凸显。Harvey 指出，空间生产的危机是因为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因
此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提高人的福利水平，才是真正的化解之道 [43]。真正以人为出发点，
关注人性的关怀，才能重新获得空间生产的主动权，实现差异化对同质化的超越。因
此，资本的三级循环强调改善劳动力的质量，建设合理与可持续的旅游空间。
在海棠湾，资本向三级循环跃迁已经十分显著。2014 年 7 月，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宣
布将以中外合作的模式在海棠湾建设一所酒店管理学院——中交酒店管理学院；2015 年
9 月，三亚市政府、恒大集团与美国哈佛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打造了世界高端国际合作医
院——恒大国际医疗中心项目；人大附中三亚分校、北大口腔医院、泰康人寿国际养生
社区以及德国医疗公园项目等核心项目都将持续落成，上述举措强调了海棠湾度假产业
自我造血的能力，促进了海棠湾产业的升级，将资本的尺度向纵深的方向延伸，有效地
解决三亚目前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与素质低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区域职能的重
塑构成了地区资本重组的重要形式。
在整个时空修复过程中，国家或地方政府不再强调利用单一的空间形式进行盈利的
调节，而是在面对市场失灵抑或整体形势变化时采取地方性的、灵活多变的方式维持制
度的运行。同时，资本也在多种尺度间寻求着利益的最大化[44-45]。案例同样说明，资本的
地域化是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八项规定等政策实施后，原有平衡状态被打破，各利益主
体尤其是资本为避免过度积累与资本贬值，会以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的方式突破原有的
地域限制，在政府等主体的支持下，多角度进行尺度的转换，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空间与
盈利空间。

5 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
上文已经从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结合的视角对这一“危机”应对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分析中重点突出了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聚焦于资本是如何应对消费转型的，而需要着
重强调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非经济维度同样属于社会基本的“内部关系”
，这种非经济
[19]
维度对资本的时空修复起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以下将在资本应对的
非经济维度梳理之上，借助尺度理论，重点介绍时空修复过程呈现目前状态的具体缘由。
5.1 尺度上推：
建构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
合法性 （legitimacy） 指一个国家所创造和维持的现行制度对于社会来说的适用性为
广大公民所认可，其不只是存在于政府或政治制度，企业组织、社会机构同样存在合法
性问题[46]。为了建构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为时空修复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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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阻力，海棠区以及三亚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尺度上推的方法。
5.1.1 意识形态：阶层利益扩大为整体利益 谁是城市建设的获益者？在进行尺度分析之
前需要明晰这一问题。城市的开发与转型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方毋庸置疑，另一个主要
群体是政府官员 [47]，其利用资本的投资使地方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从而实现职位晋升。
然而，普通市民不一定获得实惠，城市发展中以道义为名的增长模糊了实际增长[48]。
面对“八项规定”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奢侈性消费的急剧减少，单纯发展主要面向
高端的度假产业已经不符合实际。政府在此时提出供给侧改革，将城市旅游发展的转型
和城市的开发建设进行合法性建构，从而创造消费转型期三亚旅游空间结构调整的特殊
形式。《三亚市海棠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 中指出“海
棠区将紧紧围绕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在“十三五”期
间，着力打造休闲度假海棠、康体养生海棠和免税购物海棠，初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
的产业群，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特色产业风情小镇建设和发展
为重点，积极谋划和培育一批项目，打造一批独具风格的特色产业小镇”。从该规划的目
标可以看出，海棠区的发展主要是依托旅游度假的，旅游度假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于地
产与酒店项目，而这些项目被地方政府建构成为关乎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因
此，项目的进展直接被关联到海棠区百姓生计的大业。而对于风情小镇，政府将其描绘
为关乎居民生计的项目，但其实际上是对被拆迁市民的安置房，由保利 （三亚） 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和三亚新天房置业有限公司等代建，后期的运营与管理尚未可知。这一过
程中，政府将自身与资本的利益上推为全民的整体利益，在道义与权力双方面确立高
点，形成“城市的转型是从大局出发的，积极配合才是正确的 （R04） ”的共识，从而
上推了发展的利益尺度，合法化资本的时空修复。
5.1.2 城市战略：提升多地、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面对消费转型，海棠区的发展转向
更注重多产业的融合。《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明确指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9 大产业需协同发展，构建以旅游业为主、以热带高效农
业为王牌的多元化新经济体系，打造三亚 3.0 经济升级版。正如三亚市某位官员所言：
现在海棠湾单纯酒店与地产项目已经不能进来了，不批了。必须得有配套产业，我
们政府一级市场开发，配套要在 40%，只有采取多样化战略才能发展。我们最开始过多
地发展了酒店和地产，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可以，但现在需求变了，现在我们在海棠湾上
项目，要考虑配合现代服务业，科教啊、文化艺术啊、金融啊，要与旅游齐头并进，我
们重点发展休闲、度假，这里的休闲和度假更重视面向大众，很注重发展相关产业，企
业现在的积极性蛮高的。（G01）
从 2013 年至今，累计进驻医疗、教育类项目 14 个，总投资 359.6 亿元，建设年限
2013-2020 年不等④。然而，资本向三级循环的转换实际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有效地建构
了资本空间扩张的合法性，从单纯的酒店发展转变为多产业的融合，实现发展领域的扩
张，从而拔高目标尺度，为资本的扩张与循环奠定基础。
此外，为促进资本的循环与流动，落实支持资本时空修复的具体措施，政府部门除
了促进多产业的融合发展，还积极推进超城市组织的构建，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
与融合以压缩时空，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拓展资本的增长空间。如三亚、保亭、陵
水、万宁、乐东、东方、五指山组成了“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在旅游资源整合规划开
发、区域旅游产品联合建设、区域旅游市场以及旅游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做了有益探索，
加快实现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的战略目标。
④ 资料来源：根据《三亚海棠湾
“国家海岸”休闲度假区项目统计》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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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尺度下推：
落实资本运行的支持策略
尺度上推强调的是政府行为与资本运行的合法性，而具体落实层面则需要政府行为
更为聚焦，因此地方政府还通过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等尺度下推的方法实现对
空间修复经济维度的支撑。
5.2.1 绩效优先：区域发展简单化为旅游与酒店增长 在三亚，地方政府的意志已经简化
为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则直接简单化为酒店业的发展。消费转型给三亚高端休闲度
假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高档酒店与餐饮行业遇到了寒冬，如何度过这个寒冬，在企
业积极应对的同时，政府部门也相应的做出了调整。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在 2015 年的三亚
国际论坛上指出：
“三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坚定的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构建以旅游业为支柱
产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最现实、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酒店，这也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尤
其是亚特兰蒂斯等高星级酒店的开业对于三亚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的发展代表着中国旅
游经济，代表着中国度假品牌……。”
在领导层面达成加快发展的共识之后，《关于三亚市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也明确提出，着力推进拆
迁、安置等工作，完善土地的收储，确保招商项目顺利落地。政府以强大的宣传和拆迁
力度昭示，政府将自身绩效的增长预期嵌入国家的宏观战略，以地方政府权威为起点，
以整体利益为依托，完成土地使用权和控制权的转移。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效益，三亚市政府在土地的投资强度方面同样制定
了相应的限制：
重点支持海棠湾高品质特色酒店建设，其中：
度假酒店：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 万元/亩，产出强度不低于 150 万/亩·年，税收贡献
不低于 15 万/亩·年。
商务酒店：投资强度不低于 400 万元/亩，产出强度不低于 350 万/亩·年，税收贡献
不低于 30 万/亩·年⑤。
政府部门绩效优先，重点支持特色酒店的建设，从而形成以酒店为龙头的产业布
局。通过尺度的下推，地方政府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尺度下移至特定行业，寻求发展
的关键突破点。
5.2.2 权力下放：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 政府在支持资本的时空修复中，具体的行
动需要落实到特定的组织机构。三亚市政府作为海棠湾发展的直接领导单位，权力向下
赋予了新成立的海棠区政府，向外则赋予了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2014 年 2 月，三亚市区划调整为 4 个区，海棠湾行政区划调整设立海棠区。同年 9
月，原海棠湾管委会更名为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行政区划的调整服务于城
市发展，为了加快服务业产业体系创新发展，新区管委会的成立承担了诸多原本由三亚
市政府承担的职责。正如某位政府官员指出：
三亚在以前的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行政缺位造成的，这阻碍了
三亚市经济发展。撤镇设区改革后，城市可以作为整体来规划管理，这对于提高城市的
管理水平与治理能力非常有效，区政府作为主体也能行驶相应的职能了，尤其现在整体
的消费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海棠区的创新发展需要更大的自主权。（G03）
资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的缺位，行政区划的调整弥补了这一短板。此外，
政府还进一步将尺度下推至非政府组织，大力推进行业协会的建设，将更多的权力赋
⑤ 资料来源：根据《三亚市社会投资项目参考经济技术标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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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行业协会，如三亚市旅游协会、三亚市海鲜排档协会等，对入会的企业有激励与惩罚
的部分职权，利用这种亚地域组织对行业内企业进行规范。城市的经济增长遇阻，权
力的让渡势必调动政府主体与行业协会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行业的
发展。
5.3 非经济维度的审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一直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中国情境下，任
何资本活动都与政府行为密不可分。地方政府通过尺度的上推，将部分群体的利益扩大
为整体利益，将地方权力推至国家层面，在塑造超越自身的愿景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增强跨区域合作。到具体落实层面，则主要采取尺度下推的方式，将区域的整体发
展直接简化为旅游与酒店的增长，并将权力下放至下一级政府与行业协会，从而更好的
给予资本以运行空间，实现资本的时空修复。
需要指出的是，尺度上推中整体利益是政府要达到的目标，多产业融合也是政府的
需要。而资本是惟利是图的，之所以向医疗、教育等盈利水平并不显著的行业延伸，是
因为涉入该行业，政府可以给予大量的土地配套，这也是为什么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大
多数是房地产企业的原因，因此资本的三级
循环流动更多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
如已经正式揭牌并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的三亚
国际旅游管理学院项目，实际是政府给予了
投资商中交建集团数量巨大的房地产配套用
地使然。可以说，政府的尺度上推得到资本
的配合，实际是有土地作为筹码的。从更大
的尺度来看，海棠湾仅是海南的一个缩影，
图 3 海南与全国房地产投资占三产投资比例
政府与企业形成的增长联盟使得资本过多的
Fig. 3 Proportion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 tertiary
集中于二级循环，在全国地产逐渐降温的大
industry investment of Hainan and China
背景下全岛的地产开发却依旧坚挺 （图 3），
成为后续发展的极大隐患。
尺度下推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同样造成了负面影响，为快速推进休闲度假产业发
展，在三亚旅游 3.0 标杆项目——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的进驻中，政府给予了开发商不少
于 100 栋的别墅用地，这种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造成了区域内部不平
等竞争的出现。同时，获利企业在谋取了政府给予的利益前提下，投政府之所好，努力
完成政绩所需，实现了增长联盟的利益最大化，却埋下了更深的隐患。此外，政府对土
地的投资强度与产出强度的底线限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海棠湾星级酒店的倒金字塔结
构，这种幻想“高消费”卷土重来的观念在提高门槛限制小资本的同时，为大资本和大
投资提供了便利，呈现了高度的增长逻辑和短期意识，因此嵌入了道义逻辑的增长逻辑
促成了资本的运行，表面上呈现了城市开发的繁荣，但仅在短期化解了矛盾，实际却进
一步深化了危机。
此外，在理论层面，研究发现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资
本的流动与循环需要不同的地域组织为先决条件，资本在不断的积累中将自身固着在特
定的尺度结构上。当积累过度时，其通过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缓解危机，依托空间生产
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而此时地域组织会主动抑或被动地进行尺度重组，从而促成资
本突破原有的尺度结构并在新的地理平台中固着下来。这一过程回应了 Lefebvre 所提出
的“城市空间修复必须以一次更为广泛的尺度修复 （scalar fix） 为前提” [49] 的论断，同

12 期

胡宪洋 等：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
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2463

时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殷洁，殷洁等对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在危机应对时会相伴而生的
判断[50]。由此，结合上文提出的经济维度，地方政府支持下的资本时空修复机理可以概
括为图 4 所示。

图4

海棠湾资本的时空修复

Fig. 4 Spatio-temporal fix of Haitang Bay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尝试将时空修复理论引入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分析之中，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
情境建立了以资本为核心的实证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亚海棠湾的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
论：① 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空间
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
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② 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
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其中，通过尺度上推，借
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
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地方政府的行为扰乱了市场，加
剧了旅游地潜在危机发生的可能，为区域发展埋下了隐患。③ 时空修复与尺度重构之间
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
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两个概念是一体两面的过程，
均阐释了资本运行的基本历程。
6.2 讨论
时空修复理论结合中国现实情境的适应性修正，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中
国化探讨。中国特色抑或旅游情境给予了该理论以更大的精进空间。在中国情境下，本
文有效地区分了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与非经济维度，明晰资本运作的同时，关联分析了
政府在资本运作过程中的作用。本案例背后仍然存在着特定的制度逻辑：资本的运作有
着政府强势的干预，空间结果呈现出极大的权力意志。
首先，政府企业化使得其有意愿支持与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政府企业化强调地
方经济的增长，对资源的运用极具经营性与营销性，用地开发也更加重视短期效益与政
绩，而功能布局则强调增长联盟的利益最大化[51]，因此，在消费转型的情况下，政府愿

2464

地 理 学 报

73 卷

意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加之财政分权制度下政府需要维持其财政收入，地方官员的晋升
需要则更强化了对资本的依赖度，因此政府极力地促进资本的转型，不断的应用尺度的
上推与下推促进资本的流动。
其次，土地制度使得政府有能力支持与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在中国，国家在法
律与理论层面对土地具有所有权，在实践层面对土地具有控制权，在政府企业化成为主
要趋势下，政府对于以土地开发为主的目标明晰化城市愿景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52]。本
案例中，资本二级循环的反常，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实际上背后有政府作为主要的推
动力量，如消费去奢侈化背景下，七星级酒店亚特兰蒂斯项目违背常理的大举建设，以
及资本迅速流向牟利点不明显的三亚国际旅游管理学院项目，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给予标
杆项目以大量的土地配套才使得资本呈现了如此的与理论相悖的状态，当然，这也是政
府企业化的具体表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同时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兼顾各方利益。同时
也可以看出，三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二级循环裹挟的，而这又具有浓厚的政府意志
导向。
最后，资源的垄断性给予了政府与资本无可比拟的经济属性。旅游是资本积累的一
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垄断性或稀缺性旅游资源对于城市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
稀缺性旅游资源一直是资本追逐的焦点，尤其垄断性资源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正
是这种优势使得政府在面对急于占有资源的企业时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与话语权行事其
所欲为。这在本案例中都有体现：地方政府强势推行绩效优先原则，限制投资与产出强
度下限；实现以旅游为龙头的多产业格局，促进多地的旅游合作，都是以旅游为基本出
发点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大多是追求宏观的、普遍的一般性研究，而本文的
探讨更多的是基于个案，且文章对时空修复的中国化运用是颇具旅游地地方特色的。但
从案例研究的分析性推理逻辑来讲，一般性的知识和理论架构需要典型案例研究的理论
铺垫，在本文进行尝试性探讨下，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多案例的对比研究，深化与精进本
文所提结论与思考，从而获得一般性的理论与规律。此外，虽然研究者已经尽己所能解
决了部分可进入性难题，但对于一些敏感的重要资料的获取仍不够详尽，因此尽管在整
体上呈现了基本事实，对资本历史叙事进行了白描，但仍然存在进一步细化与深挖的可能
性，这些问题越清晰对于时空修复过程的还原越为有利，这些问题都要在后续的研究中
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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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spatio-temporal fix of
tourism resorts:
A case study on Haitang Bay of Sanya in China
HU Xianyang1, 2, BAO Jigang1
(1. Centre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imbalance between hotel supply and demand caused by anti- corruption policy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academia.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role of tourism within it,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hote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of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framework of 'spatio- temporal fix' can be divided into
economic dimension and non- economic dimens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economic
dimension encompasses spatial fix and temporal fix. In Haitang Bay, spatial fix mainly includes
geographical expansion and geographical restructuring, and temporal fix refers to 'switching'
from 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owards the tertiary circuits. As for the noneconomic dimen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usually plays a key role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o- temporal ﬁ xes to capital. Th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spatio- temporal ﬁ xes to capital
through up-scaling and down-scaling strategies: (1) by transforming the class interest of hote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o a general interest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machine of the state;
(2) through urban strategies that have shaped and legitimatized the territorial manifestation
production of tourism places of this capital ﬁxation; and (3) by promoting a set of regulations
and devolution that have encouraged the moments of 'switching' and 'expansion' through
tourism. Yet, some of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have disturbed the market order, which even
have caused the deeper underlying troubl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patio- temporal fix and rescaling. Change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lead to
capital overaccumulation crises. The government's rescaling categories exer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witch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fix and illustrates ho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have reshaped the coastal
landscape.
Keywords: change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spatio-temporal fix; rescaling; Haitang 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