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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渤海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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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该文回顾了环渤海区域 20 多年以来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取得的成绩。 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不

足,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共享水平低、缺少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没有形成经济中心;提出进一步开展区域合作的设
想:在合作目标和原则上达成共识,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强化决策意识并且建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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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历程

在 80 年代初期,由于环渤海地区独特的优势、

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
位,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1986 年,国家计委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扩大以后出现各自为
政和重复建设,在全国划定了七大块经济区域( 环
渤海位列其中) ,环渤海经济圈随之提出。 为了顺
应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天津市于 1986 年,联
合环渤海地区 15 个沿海地市,成立了区域性的经济
合作组织———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在

意义重大。 2004 年 5 月 21 日,环渤海地区七省市
区参加“ 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冶 ,达成
《 北京共识》 ,决定召开五省二市副省级会议,正式
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 6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有关负责人、环渤海地区七省市领导和博鳌亚
洲论坛秘书长齐聚廊坊,达成《 环渤海区域合作框
架协议》 ,成立环渤海合作机制的三层组织架构,第
一层架构是确立由各省省长、直辖市市长担任环渤
海合作机制轮值主席,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的制
度,研究决定区域合作重大事宜;第二、三层架构是
建立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制度和部门协调制度。 2007

年,在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第十二次会

首届会议上,推举天津为主任城市,日常办事机构设

议上,参照有关区域合作的做法,结合环渤海地区的

在天津;同时还确定了“ 联合起来,振兴渤海,服务
全国,走向世界冶 的工作方针。 但是,随后的环渤海

特点,借鉴各方面意见,签署了《 天津倡议》 ,《 天津

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成效并不显著,区域内各

经济带、东北亚最大的制造研发基地、国际性贸易物

地区之间实质性的合作并不多。

流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经济区域。 同时还

环渤海经济圈提出 18 年之后,即 2004 年,环渤

海地区区域合作终于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04 年 2

月 12 日至 13 日,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达
成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 廊坊共识》 ,决定从容易
突破的交通设施建设领域着手,逐步启动京、津、冀
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同时强调区域产业
布局的整体协调,统筹区域发展,增强区域一体化步
伐。 因此,《 廊坊共识》 无疑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

倡议》 提出,将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的知识

提出,环渤海地区的城市要遵循“ 政府推动、市场主
导、开放公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冶 的原则,构建一
体化市场体系;完善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环渤
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的作用,推动建立区域高层领导
人定期会晤制度,努力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合
作体系。
最近的几年,环渤海地区为了拓宽合作领域和
渠道,先后成立了“ 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冶 、“ 环渤
海港口城市旅游合作组织冶 、 “ 环渤海医院管理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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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冶 、“ 环渤海报业媒体合作组织冶 、“ 环渤海地区金
融担保网络冶 等区域合作行业组织,并且试图在交
通、公路、港口、环保、规划等区域谋求更深层次的合
作,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负责编制的《 渤海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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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总体规划》 ,则体现了环渤海区域借助中央部门、

应该回避目前存在的不足,因为,相对于取得的成

寻找突破口、向更深层次合作的实质行动。

绩,存在的不足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剔除客观

2摇 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取得的成效

条件的不同之外,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环渤海地

环渤海地区开展区域合作二十多年来,共召开
了十二次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参加会

区的发展速度显得十分缓慢,80 年代初期,环渤海
地区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相当接近,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环渤海地区

议的成员已经由成立时的 15 个城市发展到目前的

明显落后,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只相当于长三角和

月,由吴良镛院士主持 100 多位学者完成的“ 京津

距势必将会进一步扩大。

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冶 被建设部审定。

如果从环渤海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发展脉络,

专家认为京津两地加强合作将会大大增强环渤海地

对环渤海地区加以界定的话,更象是一个地理上的

区的向心力和辐射力。 自市长联席会议以来,累计

概念,而非经济上的概念;一般来讲,一个经济圈的

达成合作项目 4 900 多个,合作金额 830 亿元。 经

形成应该具备一定的标准:一是基础设施实现共享;

济的互动发展,使环渤海地区长期的“ 诸侯经济冶 格

二是区域内产业实行分工与合作;三是具有一个能

局逐渐被打破。 通过区域内的资源互补、优势整合,

够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核心区。 对照这些标准,环

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

渤海地区无疑都存在着不足:

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具有特色的产

3. 1摇 基础设施共享水平低

32 个,充分显示出了良好的合作前景。 2001 年 10

业带开始形成。 北京拥有全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

珠三角地区的三分之二,如果不能正视这一问题,差

基础设施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公共

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和信

服务系统,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

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经成长为环渤海

基础设施。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也同样如此;综合性

沿海地区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

的网络交通体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

国内外较为成功的经济圈,都是以发达的交通网络

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经过十多年

为基础。 环渤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了一

的建设,河北省目前已经形成一批邻港产业、制药

定的发展,但是与经济圈发展所需要的水平,还有相

业、生态农业等特色经济发展区域,外商投资地区和

当的距离;尤其是环渤海地区的港口建设,在一定程

领域不断拓宽;山东半岛也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家

度上阻碍了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

电、电子生产基地。 环渤海地区形成的富有特色的

在环渤海地区 5 800 米的海岸线上,几乎有市

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我国近五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工

必有港,60 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形成了中国乃

业产值年均增长 20% 作出了贡献。

至世界上最为密集的港口群。 各个地方政府对港口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了环渤海区域的地理

建设倾注了高度的热情。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拉

优势,逐步形成了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必然加剧港口之

流中心。 2000 年 1 月,北京和天津机场实现了中国

间的竞争,具体表现在对资源的竞争、对停靠港船舶

民航跨区域的机场首次联合;2002 年 10 月,北京与

的竞争、对出入港通道的竞争等,最终影响港口本身

天津港口岸开始直通,两地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

的经济效益。 虽然,日益增长的需求会弱化这一影

天津港保税区建立了中国首家空港国际物流区,目

响,但是,如果遭遇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将会对

前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窗口和国

港口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 根据交通

际物流绿色通道。 北起山海关,南至山东烟台的环

部的规划,由青岛、天津、大连三个港口组成的集合

渤海铁路大动脉,为环渤海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奠定

体成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 但是,在现有的体

了基础。

制和港口下放地方政府的形势下,三个港口的定位

3摇 环渤海区域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看到环渤海区域合作取得的成绩同时,绝不

基本一致,都是力争 2010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一千

万标准箱,成为中国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 为此,三
大港口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争规模、争效益、争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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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量、争吨位,这种恶性竞争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基础

方的生产基地设在苏州;摩托罗拉公司总部设在北

设施的共享和区域合作的开展。

京、生产基地设在天津,除了在京津冀少量的厂家为

3. 2摇 区域内缺少应有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其生产少量配件外,绝大部分零配件产品来自长三

对于环渤海地区来说,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高,

角和珠三角地区。

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已低于全国平均水

在环渤海区域共同关注的科研领域,例如:环境

平,第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均高于全

保护、风沙治理、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缺乏科技合作

国平均水平,但是整体水平较高,不意味着内部结构

和分工,往往是各自为政,进行投入,难以形成合力,

合理。 一个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区域内产业之

以至于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即使是现有的科技合

间的分工与合作,只有这样,各地的优势才能得到充

作,基本上是政府推动,跨地区主动寻求科技成果产

分的发挥,合理的分工关系才可能出现,区域的整体

业化的市场机制和动力机制明显不足。

竞争力才会提高。 目前环渤海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

3. 2. 3摇 区域内没有出现经济中心。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能够承担起组织、协调

3. 2. 1摇 产业趋同现象严重,高耗能产业齐头并进。

区域经济活动的重任,合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优化

由于长期条块分割,环渤海地区呈现出产业结

产业结构,使区域的整体竞争力达到最优。 经济中

构趋同现象,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

心所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的主

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目前又在争相

要杠杆。 当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和

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影响时,就能够有力地促进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

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 一些主要城市之间不

在区域内各个地区之间有序流动,推动各地区的互

仅缺少经济合作,而且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

动。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意于

和恶性竞争。 近些年,北京逐渐上马汽车、钢铁等重

其经济中心———上海,尤其是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实

大工业项目,受北京的影响,比邻的天津无法得到更

力最强的城市,它通过辐射作用,向周边地区不断进

多的资源。 90 年代京津两地为了争夺 30 万吨的乙

行产业、技术、信息等的扩散,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

烯生产基地项目,各不相让,最终双方分别建成一个

发展。 但是,在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一直没有定

15 万吨的项目,都没有实现规模效益。 由于环渤海

论。 多年来,北京和天津都在争夺环渤海地区的经

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必然制约着该地区的经

济中心地位,但是都缺乏经济中心应该具备的核心

济发展水平,影响整体福利的改进和整体竞争力的

作用,缺乏向心力和发展引擎,因此,环渤海区域的

提高。

高层次产业链到目前还没有形成。

3. 2. 2摇 产业配套条件较弱,限制了科技优势的发
挥。

由于在环渤海区域内各地制定的都是自身的发
展规划,京津两地缺乏协调,都在打造自己的完整产
业链,很少进行跨地区的合作,造成环渤海区域产业

4摇 对环渤海地区进一步开展区域合作的设
想

摇 摇 从环渤海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发展脉络可以看
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观意愿,环

整体配套环境远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 几年前 IBM

渤海地区都已具备了进一步开展区域合作的条件。

公司的芯片投资项目,虽然对天津开发区的优惠政

从客观基础来看,环渤海地区幅员辽阔,海陆兼

策很满意,但最终还是落地上海,原因是上海的综合

备,经济腹地涵盖华北、东北、西北以及河南,人口约

市场环境和芯片行业聚集度优于天津。 BHP 公司

4. 9 亿,占全国人口的 37. 88% ,是东北、华北和西北

因在于苏州周边的市场规模比天津高一个数量级。

时,又是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环渤海地区丰

舍弃天津开发区的优惠政策而选择苏州工业园,原

部分地区进入太平洋,通向世界最便捷的出海口;同

尽管环渤海地区的综合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前

富的自然资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提供了

列,但是本地的知名大企业、科研机构都舍近求远到

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其中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最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寻求合作伙伴。 北大方正 100

为突出,已探明 70 多种矿产资源,共有大陆海岸线

万台电脑生产线和数码产业基地设在东莞;清华同

5657 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 1 / 3;环渤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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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是我国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工业规模、总

之间为了争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竞争有余,合

产值和经济效益均居全国前列;环渤海地区在人才

作不足;同时,三个港口各有优劣,直接腹地人口和

和科技优势上拥有巨大的潜力,无论长三角还是珠

经济总量规模大体相同,而间接腹地又有交叉。 如

三角,都难以与环渤海相比;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

果三个港口一味地竞争,不仅破坏航运价格,也有损

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综合交通网络,人力资本积

环渤海区域整体形象。 2005 年,天津港货物和集装

累雄厚,信息基础设施优越,创新能力强。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把环渤海地区作为我

国加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1996 年通过的《 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冶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

提出,要依托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
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合经济圈,并作为我国

箱吞吐量分别达到 2. 4 亿吨和 480 万标准箱,航道
等级达到 20 万吨级,进入世界深水大港行列;青岛
港分别达到 1. 4 亿吨和 560 万标准箱,航道等级也
达到 20 万吨级;大连港分别达到 1. 7 亿吨和 300 万
标准箱,航道等级达到 10 万吨级。 尽管这样,每个

港口与日本的神户和韩国的釜山相比都相差很远。

七大经济区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

目前,在东北亚地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非常

划,明确提出: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的

激烈,釜山、高雄、神户的建设计划十分宏大,并且他

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增

们都在争夺中国大陆集装箱货源。 天津、青岛和大

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从主观意愿来看,北京市

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面临的首先不是环渤海港口

提出,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机遇,建立合作交流的

的竞争,而是神户和釜山等的外在竞争。 所以,天

长效机制。 天津提出,加强产业合作,提高聚集度和

津、青岛和大连,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成为

竞争力。 河北提出,抓住国家实施京津冀都市圈区

国际航运中心,必须进行合作,组成联合体,否则,各

域发展规划的机遇,积极融入环渤海经济圈。 山东

个港口的目标都将无法实现。

提出,要实施龙头带动和重点突破,促进区域经济协

4. 2. 2摇 产业合作。 目前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遇到了

调发展。 辽宁提出,要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使辽宁
成为环渤海区域对外开放的活跃地带。

历史性的机遇,机遇之一是国际、国内产业的转移。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接受了两次大的国际产业

总结环渤海区域开展区域合作 20 多年来的成

的区域性的转移。 第一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给予环渤海区域的重视以及期望,提出环渤海区域

个 20 世纪 90 年代,转移的中心主要集中在长江三

绩与不足,结合环渤海区域目前的发展态势和国家
进一步开展区域合作的设想:

转移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二次经历了整
角洲。 本世纪初开始,随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4. 1摇 在合作目标和原则上必须达成共识

洲综合商务成本的上升,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开始

26 日在河北廊坊召开的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确定

为环渤海区域发展的推动力。 伴随着国际产业的转

环渤海区域合作的主要目标,除了 2004 年 6 月

向环渤海地区集中,因此,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将成

的内容之外,还应该补充以下的内容,即环渤海区域

移,国内产业从东部、南部开始向北方和中西部地区

整体效益的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转移,而环渤海地区则是国内产业转移的首选。 在

的提升。 部分地区利益的增长不是环渤海区域合作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面前,环渤海地区

的首要目标,共同的目标是开展合作的前提,只有具

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备这一前提,合作过程中才能形成合力。 区域经济

在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环渤海地区应该深化

发展的关键所在,就是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获

产业的地区分工,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完整的产

得互惠互利的发展,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区域中

业链条,提高产业的配套能力。 以北京作为科技创

的各个地区是从整个区域的竞争力的提高过程中获

新中心,滨海新区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大连、

取本地区应得的利益。

沈阳和青岛等大城市成为产业辐射中心,大中城市

4. 2摇 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和城市群作为依托,逐步形成多层次、协调发展的产

地区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造、电子、轻纺等领域,环渤海地区拥有较好的产业

4. 2. 1摇 港口合作。 目前,青岛、天津、大连三大港口

整合机会,通过产业调整和重组,形成产业优势。

在合作目标和原则上达成共识后,目前环渤海

业布局。 在石油、石化以及海洋化工、钢铁、机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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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摇 科技合作。 尽管环渤海地区科技发展水平

门的区域性协调机构是必要的。

整体领先,但是,区域内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省区

长期以来,由于环渤海区域行政主体意识强烈,

科技资源占有与投入差距较大。 同时,各省市之间

导致条块分割严重,区域内各地区首先考虑本地区

科技协作少,科技协同发展程度低,北京的众多科研

的利益最大化,而整个环渤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

机构和企业与环渤海区域内的其他省市联系不密

竞争力的提高则被搁置在次要的位置,必然导致环

切,更多的是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和

渤海区域的协调发展至今无法达到长三角和珠三角

科研机构合作。 鉴于此,与其舍近求远地增加合作

的水平。 虽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将由市场来

成本,不如立足本地。 尤其在环渤海区域内共同关

推动,但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政

注的问题,环境保护、风沙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等

府的积极推动也是不可低估的。 良好的制度应该匹

方面,区域内应该形成合力,进行科技合作与分工,

配良好的决策意识。 为了整体利益的提高部分地区

有效地利用科技资源,提高利用效益。 在京津塘高

可能会做出必要的利益上牺牲,那么利益增长的地

速公路两侧,目前集聚了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将

区应该做出相应的利益补偿,通过利益的补偿保证

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

原有利益水平不降低,这样区域内各省市才会有合

来,形成了一条覆盖华北、连接西北和东北的带状高

作的动力,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即需要相应的制度保

新技术产业带。 北京拥有全国最庞大的知识群,环

障,又需要改变部分地区的决策意识。 区域内各省

渤海区域具有久远和深厚的产业基础,如果将这两

市应该树立局部利益服从区域整体利益的决策意

个优势互补,必将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

识;区域性的协调机构更应该从区域全局的高度形

的联系和互动,产生巨大的创新效益。

成决策。

4. 3摇 摇 加强决策意识,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

注意。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如果不能适当
地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经济机会,经济中就会出现行
为的扭曲。 欧盟发展的经验说明,区域经济的发展
与完备的制度保障息息相关。 在欧盟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对各个成
员国都具有约束力,即各成员国必须依据这些法律
制定和实施协调一致的内外政策。 做为借鉴,环渤
海区域应该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环渤海区域
的协调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为目标,制定完备的区
域性的规章制度,协调和约束区域内各地区的行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从根本上讲是制度一体化。

参考文献
[1] 摇 戴相龙. 改进服务、扩大合作,共同促进环渤海区域经
济发展[ J] . 环渤海经济了望,2007,(06) .

[2] 摇 何摇 瑛. 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J] ,山东财经
学院学报,2007,(01) .

[3] 摇 李雁争. 两大原因制约环渤海经济圈发展[ N] ,上海证
券报,2006-12 01.

[4 ] 摇 潘 文 卿. 环 渤 海 区 域 发 展 报 告: 历 史、 现 状 与 趋 势
[ M]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

[5] 摇 王一鸣. 六项措施促环渤海协调[ N] . 经济日报,20043-29.

[6] 摇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 [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

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应该有相应的主体,因此,设立专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Rim of Bohai Sea
Wang Zhao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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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Rim of Bohai Se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ttained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deficiency, which is manif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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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low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sharing, lack of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and failure in forming economic

center. It also maps out the blueprint for further develop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referred as reaching consensus on
the cause and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initiating substantial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enhancing decision - making
awareness and establishing the relevant systemic guarantee.

Key words: the Rim of Bohai Sea;regional cooper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ohai sea;regional coopera鄄

tion;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