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５ 卷
２０１５ 年

第４期

中

８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５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ｇ.

Ｎｏ.４

７３

２０１５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研究 ∗
曾

刚ꎬ曹贤忠

(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ꎬ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ꎬ长江经济带成为新

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ꎮ 该文分析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东西部交通联系不
畅、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创新联系少、资金联系弱以及产业链联系不强等问题ꎬ并从各省市所处发展阶段、利益协调
机制的缺失以及思想观念陈旧等方面探讨其成因ꎮ 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中的龙头地位ꎬ该
文认为应制定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实施方案、在上海设立长江经济带管理协调委员会、在上海筹建长江经济带建设
服务中心、尽快启动一体化重点项目ꎬ创造条件ꎬ优质高效地实现国家“ 东西联动ꎬ协同发展” 的战略目标ꎮ
关键词: 一体化发展ꎻ长江经济带ꎻ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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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中国国家发改委等 １３ 个部委的

司局级领导组成调查组对长江经济带进行了考察研

发展的障碍ꎬ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ꎬ最后有针对性的
提出未来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互动发展的实施方案ꎮ

究ꎬ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稳增长、调结构” 的重要
时期ꎬ启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ꎮ 根据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颁布的« 长江经济带发
展指导意见: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ꎬ长江经济带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云南、贵州等 １１ 省市ꎬ面积约 ２０４ 万平方公
里ꎬ占全国面积的 ２１. ３５％ꎮ ２０１３ 年长江经济带人
口约为 ５.８２ 亿人ꎬＧＤＰ 约为 ２６ 万亿元ꎬ固定资产投

表１

土地面积 常住人口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
省市
( 万平方公里)( 万人) ( 亿元) ( 万元)
( 亿元)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资为 １８ 万亿元ꎬ分别占全国人口、ＧＤＰ 和固定资产

江西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内外形势迫切要求上海加

湖北

投资的 ４２.７４％、４５.６２％和 ４０.３７％( 表 １) ꎮ

湖南

快创新驱 动、 转 型 发 展 的 步 伐ꎬ 充 分 利 用 中 国 ( 上

四川

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溢出效益ꎬ通过消除上
海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国经济带其他城市之间

重庆
云南
贵州

合作的制度障碍ꎬ加强上海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互动

合计

合作ꎬ发挥上海的比较区位优势ꎬ进一步加强上海的

全国
长江

龙头优势地位ꎬ为早日实现上海市建成全球城市的
目标服务ꎮ 本文重点分析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互动

带占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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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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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基础

系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ꎬ区内九省二市铁路营运里程达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ｅｒ￣

９７３ 公里ꎬ占全国的 ４３.６％ꎻ内河航道里程达 ８８ ９６４

理论与应用» 一文中首次提出ꎮ 后经法国经济学家

计拥有码头泊位 １４ ７３５ 个ꎬ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１

ｒｏｕｘ) 在 １９５０ 年发表在« 经济学季刊» 的« 经济空间:

到 ２７ ９９９ 公里ꎬ占全国的 ２８.７％ꎻ公路里程达 １ ８４５

公里ꎬ占全国的 ７１.２％ꎻ长江沿岸 １８ 个主要港口共

布代维尔( Ｊ.Ｂ.Ｂｏｕｄｅｖｉｌｌｅ)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３ ６９个ꎻ沿海主要港口３个ꎬ共计拥有码头泊位

Ｍｙｒｄａｌ)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 Ａ.Ｏ.Ｈｉｓｃｈｍａｎ) 进一

场 ４０ 个ꎬ占全国的 ２８.２％ꎻ输油气管道里程为 ５ ９３６

( Ｊｏｈｎ. Ｆｒｉｓｈｍａｎ)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Ｇｕｎｎａｒ

步丰富和完善ꎬ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ꎮ
佩鲁指出ꎬ增长极是围绕那些创新能力强、规模较

１ ９０６ 个ꎬ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３３０ 个ꎻ通航民用机
公里ꎬ占全国的 ３０.８％ꎮ

在长江经济带的铁路干线中ꎬ南北向的主要有:

大、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联效应较

京沪线、京九线、京广线、焦柳线、宝成—成昆线、成

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主导产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

渝—川黔线、淮南—皖赣—鹰厦线、武九线、宣杭线

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ꎬ它不仅能自身迅速增长ꎬ而
且还能通过经济联系与相关产业建立起非竞争性联
合体ꎬ借助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其他

和宁铜线ꎻ东西向的主要有:陇海线、汉丹 － 襄渝线、
沪杭 －浙赣 － 湘黔 － 贵昆线、武大、合九和新建的渝怀
铁路等ꎮ 根据铁路“ 十二五” 发展规划ꎬ长江经济带

部门的增长ꎮ 同时ꎬ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ꎬ而是

的铁路干线建设中ꎬ南北线重点建设:上海至南通、

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ꎬ这些增长极通过不同的

阜阳至景德镇ꎻ东西线重点建设九江至衢州、黔江至

渠道向外扩散ꎬ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ꎮ 增长极

张家界至常德、怀化至邵阳至衡阳等ꎮ

在区域中发挥着“ 磁极” 和支配作用ꎮ 增长极理论

然而ꎬ长江经济带内南北向交通较为通畅ꎬ但东

对于指导非均衡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ꎮ 此后ꎬ不

西向交通干线少ꎬ交通通道不足ꎮ 并且交通干线主

少国内外学者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不同地区的发展

要集中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ꎬ上游地区交通线路

实践ꎬＤａｗｒｅｎｔ 提出了增长的空间、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和 Ｐｅ￣

密度小ꎬ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骨干、以东西

系统” ꎮ

２.２

发展水平仍然不高ꎬ不少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

新资源共建共享、提高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践行

段ꎬ其财力、物力资源仍然有限ꎬ建设长江经济带因

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提升经济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而不能把有限的资源均匀地分布于长江经济带ꎬ而

措施之一ꎮ ＥＲＩＳ( 欧洲区域创新调查) 表明ꎬ那些与

ｎｏｕｉｌ 提出了政策干预、陆大道院士提出了“ 点—轴
长江经济带内区域差异较大ꎬ中西部地区经济

必须集中在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和重要的主导产

联动为主轴的交通体系尚待建立ꎮ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联系少
国内外区域发展实践表明ꎬ创新合作是实现创

创新网络紧密结成一体的企业比那些闭门造车的企

业作为“ 增长极” ꎬ通过扩散效应、联动作用来带动

业更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ꎬ尤其是那些人员在 １０ 人

２

厚ꎬ与创新网络有密切联系的小企业在促进就业、创

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发展ꎮ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面临的困难
目前ꎬ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互动发展程度较低ꎬ主

以下的小企业更是从创新合作和网络联系中获利丰
新产出和销售增长等方面比其他企业综合表现优异
得多ꎮ

要表现在东西部交通联系不畅、上海与长江经济带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内的其他省市创新联系不

城市创新联系少、资金境外联系强而境内联系弱、上

多ꎮ 衡量创新联系的指标是合作发明专利的数目ꎮ

海与长江经济带产业链联系不强ꎬ严重影响了上海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ＳＩＰＯ) 的公开数据ꎬ２０１３

与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进程ꎮ
２.１

经济带内东西部交通联系不畅
从总体上看ꎬ长江经济带已初步形成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点线结
合、连接城乡、沟通区内外的多层次综合交通运输体

年上海共有发明类专利 ２６ ２８０ 项ꎬ其中联合申请的
专利数为 ２ ９９９ 项ꎬ占总数的 １１.４１％ꎮ 从联合申请
专利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ꎬ上海本地多实体联合申
请的专利为 １ ３３８ 项目ꎬ占上海联合申请专利总数
的 ４４.６１％ꎻ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联合申请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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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为９４６项ꎬ占上海联合申请专利总数的

能进行重点投资的区域ꎬ计划在除浦东之外长三角

利为 ７１５ 项ꎬ占上海联合申请专利总数的 ２３. ８５％

企业仅占 ６.７％( 图 ２) ꎮ

３１.５４％ꎻ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之外省市联合申请的专
(图 １) ꎮ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的联合申请专

利数还不足上海联合申请的专利总数的三分之一ꎮ
推动跨省市合作ꎬ提高长江经济带内创新资源的共

其他地区投资的仅占 １６％ꎬ其中计划在江浙投资的

表２

２００８ 年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投资来源
与融资区域( ％)

建共享水平ꎬ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指标

创新中心城市具有重要作用ꎮ

浦东

资本来源 ３０.８
融资区域 ３４.８

上海其
他地区
５.６
９.４

江苏

浙江

２.４

０.８

０.０

０.０

国内其
他地区
５.６
２.２

境外 小计
６４.８ １００.０
５３.６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林兰ꎬ叶森ꎬ曾刚. 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研究. 经
济地理ꎬ２０１０ꎬ３０(１) :６－１１.

图１

２０１３ 年上海联合申请专利数的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ＳＩＰ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 / ｚｌｊｓ￣
ｆｌ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企业的跨界技术合作状况也不容乐观ꎮ 笔者主
持的上海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跨地域合作状况调
查显示ꎬ在据笔者调查的 １２５ 家企业中ꎬ只有 １５.２％

的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联合进行了技术开发ꎬ购买
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企业比重也只有 ６.５％ꎮ 从

合作伙伴的地区分布来看ꎬ５０％ 的企业技术合作伙
伴位于上海本地ꎬ另一半技术合作伙伴位于境外ꎬ接
受调查的企业中无一在国内其他地区拥有技术合作
伙伴ꎮ
２.３

图２

２００８ 年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意向投资地分布

资料来源:林兰ꎬ叶森ꎬ曾刚. 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研究. 经
济地理ꎬ２０１０ꎬ３０(１) :６－１１.

２.４

上海与经济带内省市产业链联系不强
笔者主持的上海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跨地域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内省市资金联系较弱

合作状况调查显示ꎬ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的原料

笔者主持的上海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跨地域

供应和产品输出多为境外ꎬ中间制造和封装测试过

合作状况调查显示ꎬ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企业金融联

程多在国内完成ꎮ 从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业区外合

系较弱ꎮ 在接受调查的 １２５ 家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企

作伙伴的分工来看ꎬ境外企业通常提供原材料、制造

投资全部来自境外ꎬ来自江苏和浙江投资分别只占

环节ꎮ 江苏、浙江企业多提供原材料、封装测试ꎬ位

业中ꎬ６４.８％ 的企业的投资来源于境外ꎬ其中 ７５ 家

与封测设备和企业订单ꎬ位居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

２.４％和 ０.８％ꎮ 浦东集成电路企业的融资地也多为

居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图 ３) ꎮ 与长江经济

江的融资占比为 ０ ( 表 ２) ꎮ 从未来投资的 意 愿 来

地区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不强ꎬ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

境外和浦东本地ꎬ分别占 １ / ２ 和 １ / ３ꎻ来自江苏、浙
看ꎬ浦东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是接受调查企业有可

带其他省市产业联系较少ꎬ上海对长江经济带其他
的战略目标尚存很大差距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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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ꎬ使得前途光明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收益下降ꎬ导致不少地区一
次又一次地错失新兴产业发展良机ꎮ 汽车销售市
场、旅游市场、金融市场、物流市场等市场分割的案
例更是数不胜数ꎬ严重削弱了地区竞争力ꎮ
３.３

利益协调机制缺失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应对

外部竞争压力、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ꎮ 然而ꎬ目前仅有一个涉及到整个长江经济带
的管理机构即位于武汉的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
局ꎮ 其是在原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基础上于 １９８４ 年
组建而成ꎬ是交通部的派出机构ꎬ主要职责包括:组
图３

浦东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各领域与区外产业链合作情况

织或参与制定长江干线航运有关规章草案ꎬ拟定长

资料来源:林兰ꎬ叶森ꎬ曾刚. 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研究. 经

江干线航运发展战略ꎬ组织编制长江干线航运中长

济地理ꎬ２０１０ꎬ３０(１) :６－１１.

期规划和五年计划ꎬ并在批准后监督实施ꎻ负责长江
干线航运行政管理、航运市场宏观调控及监督管理

３

阻碍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因

和规范长江干线水运建设市场ꎬ以及长江干线港航
设施建设和使用岸线布局的行业管理ꎻ组织长江干

子

线国家重点物资和紧急物资运输ꎬ协助军事物资运
阻碍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因子主要

输ꎻ对长江干线客货运输质量、航运基础设施工程项

包括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合作发展的思想观念陈旧、

目和水运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ꎻ负责长江干线航

协调机制的缺失ꎮ

道、枢纽通航、通信、引航、卫生监督、水运规费稽征

３.１

各地发展阶段不同
人均 ＧＤＰ 是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等管理工作ꎬ以及长江干线水运行业相关的统计和
信息引导ꎻ按规定管理长江干线水上安全监督和航

标ꎬ也是反映工业化阶段的直观指标ꎮ 根据国家统

运公安工作ꎻ指导长江干线水运行业体制改革、法制

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ꎬ长江经济带各地人均国内生

建设和结构调整ꎻ组织航运重大科技开发、推动行业

产总值不完全相同ꎮ 按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关于工

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工作ꎻ协调长江水系十三省市港

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ꎬ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处于工业

航管理业务工作和长江水系水资源综合开发中的有

化发展的不同阶段ꎬ２０１３ 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人

关航运工作等ꎮ 实际上ꎬ由于高速公路、铁路、航空

均 ＧＤＰ 在 １ 万美元以上ꎬ整体上已经步入后工业社
会ꎻ而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在 ６ ０００ 美元
以下ꎬ整体上还处在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

等交通事业的发展ꎬ内河航运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
地位大幅下降ꎬ长江航运告别了 １９３０ － １９８０ 期间的
黄金时期而进入萧条萎缩阶段ꎬ交通运输部长江航

的阶段ꎮ 而欧盟等经济区发展实践表明ꎬ处于不同

务管理局对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影响不大ꎬ但又

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合作成本高、收益少ꎬ合作条件远

缺乏能够体现时代特色、与时俱进的其他协调机构ꎬ

远劣于处于同一阶段的地区之间的合作ꎮ

导致学术界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概念早ꎬ但现实一体

３.２

思想观念陈旧

化程度低问题的出现ꎮ

长江经济带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侯经济的

４

现象ꎬ相关领导合作意愿不强ꎬ甚至将经济带内兄弟
省市看作竞争对手ꎬ对跨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认识

推动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建

议

水平尚待提高ꎮ 在挣投资、拼经济的旗号下ꎬ各地对

为了实现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大型投资项目的优惠政策五花八门ꎬ争相让利ꎬ造成

城市、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ꎬ进

了光伏产业、新能源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

一步强化上海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带动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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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在上海设立长江经济带建设委员会
为了充分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中的龙头作

４.２

７７

制定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实施方案
上海应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委员会ꎬ牵头制定

用ꎬ建议设立长江经济带建设委员会ꎮ 委员会由九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方案以及«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

省二市的省委 / 市委书记、省长 / 市长组成ꎬ委员会主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

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ꎬ交流各地发展规划设想ꎬ重点

经济带的建设需要 ９ 省 ２ 市的协同作战ꎬ打破现有

席由中央委派ꎬ轮值主席由各省市领导轮流担任ꎬ每
讨论重点合作领域、合作政策与措施、跨界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经费筹措等涉及到整个经济带发展的重
大问题ꎻ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建设涉及面较广ꎬ建议委
员会下设交通、生态、经济、社会、技术专门委员会ꎬ
专门委员会成员为九省二市相关管理部门领导以及
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ꎬ负责提出各自领域的跨界
合作方案建议ꎬ供委员会决策时审定ꎻ建议设立专家
咨询委员会ꎬ咨询委员会将由来自学术界、商界、区
外政界的 ３０ 位左右的专家组成ꎮ 主要围绕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需求ꎬ开展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
方向、体制机制创新、保障措施、绩效评估等领域的
研究ꎬ提供咨询意见ꎻ建议将委员会秘书处 / 办公室

设在上海ꎬ负责落实委员会确定的合作计划、处理长
江经济带跨界合作、咨询项目管理、与上下级部门沟
通等日常事宜( 图 ４) ꎮ

见» 具体实施办法、调控办法( 评估体系) 等ꎮ 长江
“ 诸侯经济” 行政壁垒ꎬ倡导合力合作、互动互利、共
享共赢ꎬ开创长江经济带大协调、大联动、大发展的
新局面ꎮ 为此ꎬ建议在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ꎬ以面向
未来 ３０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讨论为契机ꎬ由上海牵
头、其他 ９ 省 １ 政府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与ꎬ尽快启
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另外ꎬ上海还应牵头制定« 指导意见» 具体实施
办法、调控办法( 评估体系) 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国
务院发布了« 指导意见» ꎬ要求做大上海、武汉和重
庆三个航运中心ꎬ推进腹地开发ꎮ 建议上海牵头制
定« 指 导 意 见»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调 控 办 法 ( 评 估 体
系) ꎬ具体落实« 指导意见» 的相关政策规定ꎮ

４.３

在上海筹建长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中心

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契机ꎬ在上海

筹建长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中心ꎬ组建长江经济带开
发银行ꎬ并将银行总部、长江经济带低碳交易市场等
设在上海ꎮ 资本市场不仅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
平台ꎬ更具有科技孵化功能ꎬ推动创新型产业发展ꎮ
金融资本流动的市场化导向比较明显ꎬ这在很大程
度上有利于突破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ꎬ助推跨区
域创新合作的深入开展ꎮ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ꎬ保障长江经济带开发的资金供给ꎬ发挥上海民营
银行的辐射能力ꎬ积极吸纳基金、银行总部在上海集
聚ꎬ由各省市财政局( 厅) 联合发起ꎬ各类基金、信托
投资以及企业参与ꎬ共同组建长江经济带开发银行ꎬ
专门负责长江经济带建设所需资金募集ꎬ提供长江
经济带低碳交易市场运转资金ꎬ并将银行总部和长

图４

长江经济带建设委员会构成

长江经济带协调委员会的建立将为沿线各省市

江经济带低碳交易市场设在上海ꎬ沿线各省市设立
分支机构ꎮ 争取到 ２０２０ 年ꎬ将上海建成为具备长江
经济带金融产品交易、资金集散、金融产品定价、金

的协调发展、联动发展、可持续高效发展提供强有力

融信息服务等功能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中心ꎮ

的组织保障ꎬ长江经济带协调委员会应发挥其组织

４.４

协同力量以及集体力量ꎬ共同建设长江经济带ꎮ 充
分利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ꎬ争取
到 ２０２０ 年ꎬ形成高效、开放式的运营机制ꎬ做体制机

制创新的先行者ꎬ成为东西联动发展的示范与样板ꎮ

尽快启动一体化重点项目
从引导人口产业集聚、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的目

标出发ꎬ充分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作用ꎬ
启动关键联动项目建设计划ꎬ最为核心的是要开创
以上海为龙头的江海联运新格局ꎮ 充分利用上海港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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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一大货运港的优势地位ꎬ通过构筑以上
海—宁波双枢纽港为主体ꎬ连接长江沿岸港口的跨

[６]

国际港口体系中的竞争力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重点建

设一批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基
础上ꎬ逐步将长江经济带建成为内部协同高效、双向
对外开放、竞争力强劲、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走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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