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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发展
黄

南

(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ꎬ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８)
摘

要: 该文首先概括性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ꎮ 随后ꎬ深入研究了上海自贸区

的发展特色及其对长江经济带的影响ꎬ认为上海自贸区具有探索深化改革新路径、为开放型经济注入新动力、倒逼
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创新园区发展新模式等一些新的发展特点ꎬ它的建设将对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
明显的溢出效应、辐射作用、虹吸效应和挤压效应ꎮ 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开放型经济的发展ꎬ该文从积极
主动接轨上海自贸区、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加强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政
府职能有效转变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和建议ꎮ
关键词: 上海自贸区ꎻ长江经济带ꎻ开放型经济发展ꎻ影响效应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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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ꎬ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ꎬ
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 的战略目标ꎮ 上海自贸
区的设立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ꎬ顺应全球经贸发
展新趋势ꎬ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ꎬ也催

正在形成ꎬ促使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ꎮ 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推动 ＴＰＰ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协定) 谈判和 ＴＴＩＰ (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协定) 谈判ꎮ 其实质内容是制定面向 ２１ 世纪的高
质量的自贸区协定ꎬ也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方式

发了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热潮ꎮ “ 长江经济带” 被认

来建立起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ꎮ 以此美国

为是仅次于“ 沿海经济带” 的中国经济增长的“ 第二

就可以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ꎬ分享东亚经济高

极” ꎮ 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发展进程中ꎬ长江

速增长的收益ꎮ 三是贸易摩擦加剧ꎬ国际贸易保护

经济带应加快调整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ꎬ推动形成

主义抬头ꎮ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ꎬ全球主

有效配置、 合 理 利 用 国 内 外 高 端 经 济 要 素ꎬ “ 引 进

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ꎮ 而与此同时ꎬ贸易

究自贸区ꎬ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建设产生的效应ꎬ对于

爆发以来ꎬ２０ 国集团中 １７ 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

来” 和“ 走出去” 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体系ꎮ 深入研
促进中国的开放性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１

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要

求

１.１

世界贸易体系与格局变化趋势

摩擦不断加剧ꎮ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自国际金融危机
主义措施大约有 ７８ 项ꎬ其中 ４７ 项已付诸实施 ꎮ 在
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ꎬ贸易保护主义开
始逐渐在全球盛行蔓延ꎮ 四是定制化的贸易新规
则ꎬ中国可能被动处于“ 边缘化” ꎮ 新一轮的贸易规
则除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外ꎬ劳工、国企、知识产权等

一是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ꎬ国际经济规则

新规则和标准有很多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ꎬ中国在

产生新的变化ꎮ 受金融危机及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

短时间内很难达到ꎬ将会给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加剧影响ꎬ传统多边贸易体系举步维艰ꎬ世界经济格
局发生重大转折ꎬ全球经济竞争重大领域出现新的
动向ꎬ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ꎬ国际贸

投资活动带来许多限制和困难 ꎮ

１.２

十八大以来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开放型经济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 开展对外贸

易、跨境投资、跨国公司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社会

易ꎬ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ꎬ其具有

发展进步的强大引擎ꎮ 二是新多边、双边贸易体系

特定的内涵ꎬ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变
迁而不断的丰富ꎮ 十八大前后ꎬ国内外经济发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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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ꎬ对内中国经济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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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需要注入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动力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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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设置新的贸易规

相结合ꎬ建设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ꎮ 十八大报告

则与壁垒ꎬ即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ꎬ同

指出ꎬ要加快“ 走出去” 步伐ꎬ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

时ꎬ中外贸易摩擦持续高发ꎬ产业升级遭受到国外技

能力ꎬ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ꎮ 可以看出未

术垄断的打击ꎬ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ꎬ开放型经济需

来中国把外资引进重点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

要更加积极主动新思维ꎬ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内外环

型ꎬ通过鼓励企业“ 走出去” 来提升中国利用外资的

境发生巨大变化背景下ꎬ十八大对开放型经济发展

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ꎮ

提出了新要求ꎮ 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

第三ꎬ多边区域合作平衡发展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

水平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ꎬ完善互利共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ꎬ外贸出

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ꎬ提高利

口目的地集中在欧美市场ꎬ而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

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ꎬ推动引资、引技、引智

变化ꎬ以及新一轮全球贸易伙伴协议的签署ꎬ中国更

有机结合ꎮ 加快“ 走出去” 步伐ꎬ增强企业国际化经

加注重多边贸易合作ꎬ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ꎮ 十

营能力ꎬ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加快转变对

八大提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ꎬ坚持双边、多边、

外经济发展方式ꎬ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

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ꎬ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

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ꎮ 创新开放模式ꎬ促进沿海内

点ꎬ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ꎮ 对国

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ꎬ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

内来讲ꎬ主要是拓展深度ꎬ真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争的开放区域ꎬ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统筹

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格局ꎬ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与广

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ꎬ加快实施自由贸

大中西部地区间的开放平衡ꎬ优化国内开放格局ꎮ

易区战略ꎬ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张玉阁、黄启

对外来讲ꎬ促进中国与东盟、韩国等多边和双边自贸

云ꎬ２０１４) ꎮ 具体来看ꎬ十八大对中国新型开放型经

区建设ꎮ

济体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四ꎬ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平衡发展ꎮ 在改革

第一ꎬ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

开放过程中ꎬ政府通过制定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方式ꎬ

国对外贸易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ꎬ主要表现为出口

吸引了大量外商企业落户中国ꎬ同时ꎬ通过各种税收

大于进口、货物贸易大于服务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

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口ꎬ这样ꎬ导致了靠政府有形之

出口大于技术、资本密集型出口ꎮ 面对对外贸易不

手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ꎮ 十八大提出扩大企业

平衡现象ꎬ十八大报告提出ꎬ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

及个人对外投资ꎬ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

重ꎬ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ꎮ 对外贸易要从单纯强

位ꎬ还提出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决定性的作用ꎬ用市场

调扩大出口向追求贸易基本平衡转变ꎬ出口从过去

的力量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ꎮ 上海自贸区建设

的数量扩张转到质量提升上来ꎮ 通过大力发展服务

是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平衡全新突破ꎬ通过负面清

贸易ꎬ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优化贸易结构的重点ꎬ改

单管理模式的探索ꎬ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ꎮ

变长期以来中国货物贸易大于服务贸易的不平衡现

２

象ꎮ 通过完善外贸方式ꎬ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ꎬ改
变过去“ 三来一补” 两头在外的传统贸易加工低附
加值方式ꎬ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生ꎮ 同时ꎬ把开拓
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作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
主攻方向ꎬ打破过去外贸出口靠欧美市场传统格局ꎮ
第二ꎬ“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平衡发展ꎮ 过去中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特色及其对长江经济

带的影响

２.１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特色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 以下简称“ 上海自贸区” ) 在上海挂牌ꎬ这是中国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区ꎬ它的挂牌标志着其正

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吸引外商投资ꎬ

式进入实质性营运状态ꎮ 上海自贸区借鉴了国际自

大量的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ꎬ但在

由贸易园区的先进经验ꎬ并以投资管理体制创新、扩

新时期ꎬ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ꎬ企业竞

大服务业开放和金融制度改革为核心任务ꎬ形成了

争力的提高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ꎬ原有的

自身的鲜明特点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对外开

“ 引进来” 对外开放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开放型经

放试验田ꎬ其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ꎬ

济发展的需要ꎬ企业急需通过“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而是要创造新的要素转移和资源配置模式ꎬ释放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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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红利ꎬ形成新的增长极ꎮ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

平台ꎬ让中国的企业走向全世界ꎮ 在上海自贸区内

自贸区相比ꎬ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特殊经

率先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ꎬ不仅仅是实现民营

济区域范畴ꎬ其功能定位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区定位

和外商投资企业的“ 国民待遇” ꎬ更是用开放形成倒

明显不同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探索深化改革新路径ꎮ 经过前 ３０ 多年的

逼机制ꎬ倒逼政府管理职能转变ꎮ

第四ꎬ创新园区发展新模式ꎮ 改革开放后ꎬ各种

改革开放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ꎬ同

各样的开发区在中国遍地开花ꎬ其主要目的都是通

时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步入新的阶段ꎬ将面临着更

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ꎮ 这一开放发展

加艰巨的改革任务ꎮ 前期的改革过程中ꎬ已经解决

模式确实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ꎮ 但随着中国成为

了一些浅层次的问题ꎬ接下来深层次改革的难度越

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ꎬ原有承接

来越大ꎬ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ꎬ可以说改革进入深水

国际产业转移优势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的

区ꎮ 而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就像驶向改革深水区一艘

需要ꎬ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创造新的要素转移和

战船ꎬ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走出一条新航道ꎮ 上海自

资源配置模式ꎬ开放的尺度也将更大ꎬ能够释放新的

贸区不是中央政府给多少政策优惠ꎬ而是通过体制

政策红利ꎬ创造新增长极ꎬ开辟新的园区发展模式ꎮ

与机制创新倒逼政府职能改革ꎬ比如ꎬ审批制度改

２.２

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行政职能改革等等ꎮ 上海自
贸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试验田ꎬ它无疑将产
生一定的示范和带动意义ꎬ可以预见下一步出台的
部分配套政策将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ꎬ
它为中国未来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ꎮ

上海自贸区建设对长江经济带的影响效应
长江经济带涵盖中国 ９ 省 ２ 市( 直辖) ꎬ辐射 １ /

５ 以上国土面积ꎬ聚集全国 ４０％的经济总量ꎬ直接带
动 ６ 亿人口ꎬ是中国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ꎮ 这一区

域涉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ꎬ均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ꎬ
远非以前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可比ꎮ 促进这一

第二ꎬ为开放型经济注入新动力ꎮ 全球化经济

区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对于加快全国经济发展具有

时代ꎬ世界各国争相打开国门ꎬ积极主动融入全球贸

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目前ꎬ上海自贸区已形成 ５０ 多项

易体系ꎮ 而当今世界贸易体系规则正在进行深刻的
调整ꎬ随着世界贸易新规则的改变ꎬ中国改革开放

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措施ꎬ其中 ２１ 项已在全国或部分
地区推广ꎬ３０ 多项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ꎬ另有一批

３０ 多年的对外贸易政策红利开始逐渐消失殆尽ꎬ迫

改革创新事项正在加快实践ꎮ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

切需要寻找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动力ꎬ从而适应新

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型经济发展ꎬ将产生一些明显的

贸易规则体系ꎬ增加中国对外开放的动力ꎮ 只有新

影响效应ꎮ

的功能不断出现ꎬ才能演变成新的生产力模式ꎬ才能

２.２.１

提高国际资源的配置能力ꎬ提高渗透国际贸易市场

上海自贸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开放型经济

发展具有溢出效应

的能力和服务全球的能力ꎮ 上海自贸区就是中国为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

了积极主动适应新贸易规则体系改变而建立的新引

改革ꎬ以主动开放的策略积极吸引高端生产要素集

擎ꎬ它将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ꎮ

聚ꎬ构建开放经济新优势ꎬ从而推动长三角及全国经

第三ꎬ倒逼政府管理职能转变ꎮ 在现有体制中ꎬ

济发展ꎮ 上海自贸区建立后ꎬ以体制机制创新、行政

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体现在行政审批ꎬ其也是最难

管理改革等措施来营造开放的软环境ꎬ吸引全球的

改革的地方ꎮ 目前实施的审批制度是正面清单管

金融、总部等高端服务业向自贸区及上海集聚ꎬ按照

理ꎬ它的一个严重弊端是ꎬ政府管的多ꎬ留下了很大

集聚与扩散理论ꎬ金融、保险、咨询、法律等高端服务

的寻租空间ꎬ导致的后果是中央政府这边在取消了

业必将会向周边城市产出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ꎮ 这

几十项审批权后ꎬ地方和其他部门又在那边增加了

将对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ꎬ尤其是临近城市ꎬ如南

几十项审批权ꎬ所以审批权永远减不完ꎮ 这些复杂

京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ꎬ这些城市也必将是上海

的审批制度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很多成本ꎬ并且政

自贸区高端服务业辐射和溢出效应的最先受益者ꎮ

府办事效率也相对低下ꎮ 上海建设自贸试验区就是

２.２.２

以开放倒逼改革ꎬ按照国际规范ꎬ触动体制改革中最
难改的审批制度“ 硬骨头” ꎮ 同时ꎬ试验区也将搭建

上海自贸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开放型经济

发展具有辐射作用
上海自贸区是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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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其“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将在全国实施ꎬ而长江

同时自贸区对外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ꎬ以备案制

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依托其区位条件和城市功能较为

代替审批制ꎬ这对技术周期较短、时间价值突出的外

完善的优 势ꎬ 将 会 更 早 地 受 到 自 贸 试 验 区 形 成 的

商投资具有较强吸引力ꎬ长江经济带城市与上海的

“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影响ꎬ许多好的做法与经

招商引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ꎮ 此外ꎬ上海自贸区试

验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些城市的综保区等开发前沿区

行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ꎬ以及促进投资和贸易

域中推广实施ꎮ 自贸区建设包括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的税收优惠政策ꎬ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ꎬ可

放、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

能会吸引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相关企业转移ꎬ对长江

善制度保障等ꎬ尤其在贸易、航运、港口、物流等领

经济带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冲击ꎮ

域ꎬ通过借鉴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接轨国际贸易、金融

３

和航运等相关政策ꎬ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外向型

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对策

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ꎮ 通过不断争取和吸收

从地域上讲ꎬ长江经济带城市密集ꎬ市场广阔ꎬ

自贸区的改革措施ꎬ完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ꎬ将推

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ꎮ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ꎬ突

动长江经济带城市改革不断走向深入ꎬ从而激发这

破了传统的“ 块状” 经济区发展模式ꎬ注重培育“ 带

些城市的新一轮发展活力ꎮ

状” 经济区ꎮ 通过“ 带状” 经济区的建设ꎬ可以实现

２.２.３

不同“ 块状” 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共赢ꎬ串起长

上海自贸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产业发展

具有虹吸效应

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大经济板块ꎬ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引领新一轮开放经济的发

降低境内壁垒ꎬ更好地促进经济要素在中国区域间

展ꎮ 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区内企业人民币资本项目

的流动ꎮ 同时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可以构成

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境内资本境外投资和境外融

“ 一纵一横” 的 Ｔ 形格局ꎬ在中国新型开放型经济的

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等开放政策ꎬ有利于
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在上海自贸区设立总部ꎬ同时ꎬ会

带动下ꎬ形成“ 境内开放” 与 “ 边境开放” 同步发展

的良好态势ꎬ有利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融通ꎬ构

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

筑中国大开放的经济格局ꎮ 为此ꎬ应充分利用上海

业ꎬ也会加速周边城市大型金融企业进驻上海的步

自贸区建立的良好机遇ꎬ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开放型

伐ꎮ 这样ꎬ一方面上海自贸区把大量跨国公司及相

经济的建设:

关配套企业粘滞在上海ꎬ另一方面可能会把上海周

３.１

边的外商投资企业重新吸引到上海ꎮ 不仅如此ꎬ上

积极主动接轨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给南京带来了巨大的溢出效

海自贸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ꎮ 长江

应ꎬ其中既有积极的正向溢出ꎬ也有负面的溢出影

经济带一些城市的海外投资企业将会积极借助上海

响ꎬ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要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建设

自贸区这个平台走向海外ꎬ无形中会把沿线城市尤

的正向溢出ꎬ同时合理规避其负面影响ꎬ加快新型开

其是周边城市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吸引到上海ꎮ 因

放型经济的发展ꎮ 首先要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的管理

此ꎬ上海自贸区会对一些企业ꎬ如高端制造业、大型

制度ꎮ 沿线城市要充分认识自贸区在地区经济发展

物流业、高端金融业形成巨大的入驻吸引力ꎬ从而对

中的重要作用ꎬ全面建立应对上海自贸区的对接方

长江经济带城市ꎬ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发展造成一定

案ꎬ以上海自贸区为桥梁ꎬ推动长江经济带全面深入

的影响ꎮ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ꎮ 要重点研究和探索负面清单管

２.２.４

理制度ꎬ将负面清单的管理原则贯穿于促进外商投

上海自贸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开放型经

济发展具有挤压效应

资和本国企业的发展中ꎬ在外商投资项目引进来、国

上海自贸 区 实 行 “ 境 内 关 外” 管 理 模 式ꎬ 以 及

内企业走出去、民营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ꎬ以及园

“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的监管ꎬ能够有效简化手续ꎬ

区发展中ꎬ采取非禁即入的方式ꎬ简化审批手续ꎬ放

降低成本ꎮ 加上上海自贸区营运后ꎬ进一步降低了

开投资领域ꎮ 其次ꎬ要加快金融创新试点ꎮ 金融改

区内企业贸易的结算、税务、财务、船务运营和关务

革是企业发展开放型经济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ꎬ也

成本等ꎬ在如此贸易红利的影响下ꎬ长江经济带从事

是上海自贸区探索创新的重点ꎬ长江经济带城市要

保税物流贸易的企业可能向上海自贸区转移业务ꎮ

加强与上海自贸区的积极对接ꎬ争取将上海自贸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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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金融创新政策优先用于自身的城市发展中ꎬ

势的先进制造业领域ꎮ

通过金融政策创新提高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的发展效

３.４

率和质量ꎮ 再次ꎬ要力争实现开放型经济的特色发
展ꎮ 要根据资源禀赋条件等ꎬ在个别领域或对个别
区域的开放中形成独特优势ꎬ避免在对外开放上形

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一国或区域内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刘志彪( ２０１３)

认为ꎬ中国经济当今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

成恶性竞争ꎬ造成开放资源的浪费ꎮ

市场竞争ꎬ也不是没有市场自由ꎬ更不是没有发展竞

３.２

争ꎬ而是缺少“ 平等竞争” ꎬ缺少自由竞争中的公平

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划
长江经济带涉及长江流域多个省市ꎬ长期以来ꎬ

在产业发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重构现象和恶性竞
争ꎬ要发挥好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合力ꎬ就必须在规划

环境和条件ꎮ 他将国内统一开放市场体系的建设称
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 第二季” ꎮ 对于长

江经济带的城市来讲ꎬ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ꎬ一

建设上进行统一部署ꎮ 第一ꎬ应进行自上而下的顶

方面要在各城市内部降低各种行政垄断和行政干

层设计ꎬ根据不同地域的产业发展优势和资源优势ꎬ

预ꎬ减少政府的指令性政策和对国有企业变相的政

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战略规划ꎬ减少产业重构ꎬ形成相

策扶持ꎬ破除各种利益联盟ꎬ营造出公平竞争的良好

互合作、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ꎮ 第二ꎬ地方政府在进

市场环境ꎮ 另一方面要加快核心城市都市圈以及长

行发展规划时ꎬ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规划ꎬ形成上下

江经济带的统一市场体系建设ꎮ 通过区域经济的一

结合ꎬ避免国家战略和地方利益出现相互矛盾ꎬ出现

体化发展ꎬ减少各行政区之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进

国家和地方相互博弈的局面ꎮ 第三ꎬ长江经济带流

入壁垒ꎮ 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应协商制定其所在

域内省市之间的规划应进行无缝对接ꎬ加快四大核

都市圈的“ 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协议” 等ꎬ在主要城市

心城市之间快速通道建设ꎬ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产

都市圈中实行统一、透明、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ꎬ加

业间的同构现象ꎬ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出现公共交

快区域内的要素市场建设ꎬ真正实现生产要素在都

通基础设施建设相互推诿或重复建设的现象ꎮ 第

市圈内自由流动ꎮ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ꎬ将都市

四ꎬ要注重保护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ꎬ在规划之初

圈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的经验扩展至更大的区域范

就对产业的发展环节、生态门槛以及技术水平等进

围ꎬ最终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统一开放的市场体

行高层次设计ꎬ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环

系ꎬ促进要素在长江经济带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ꎬ形

境保护的协调发展ꎮ

成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步发展的良性格局ꎮ

３.３

３.５

加强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
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产业协

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构建新型开放型经济体制的目的ꎬ在于增强城

作ꎬ根据业已形成的发展优势和资源禀赋ꎬ有针对性

市对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与能力ꎬ而市场是资源

地进行产业布局ꎬ发展不同的产业类型或产业链上

配置最有效的方式ꎬ因此ꎬ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

的不同环节ꎬ形成相互配套、相互合作的产业分工格

要手段是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

局ꎮ 在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中ꎬ要突出核心城市

要内容ꎮ 为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ꎬ以往的

的辐射带动作用ꎮ 核心城市要加快构建起以服务业

全能型政府或者说以政府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

为主导的现代城市产业体系ꎬ南京作为毗邻上海的

式ꎬ必须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ꎮ 长江经济带沿

核心城市ꎬ应主动承接上海高端服务业的配套服务ꎬ

线城市要积极利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溢出效应ꎬ力

如打造金融后台服务基地ꎬ承接数据单据处理、呼叫

争优先将上海自贸区一些成熟制度和做法用于本地

中心等中低端业务ꎬ吸引电子银行、产品创新研发等

实际工作中ꎬ通过开放型经济相关监管、审批、财税、

中高端业务ꎬ建设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等ꎬ利用好上

金融、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改革ꎬ促进政府机构职能转

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ꎮ 武汉、成都等城市则应立足

变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ꎬ真

自身的区域发展ꎬ形成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ꎬ

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ꎮ 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干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ꎬ发挥核心

预ꎬ取消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和补贴政策ꎬ让国有企业

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ꎮ 其他城市则应

和民营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环境之中ꎬ促使企业之

与核心城市加强协作与分工ꎬ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

间按照市场规制公平竞争ꎬ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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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ꎬ提升企业竞争力ꎮ
全力打造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外经贸综合服务平
台ꎬ支持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ꎬ扶持各类平台类企
业发展ꎮ 加大财税、金融和信息支持力度ꎬ特别是要
建立和完善推动企业“ 走出去” 的综合服务体系ꎮ

[６]
[７]
[８]

参考文献
[１]

裴长洪. “ 两个转变”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题

[２]

张二震ꎬ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 Ｊ] .

[３]
[４]
[５]

中之义[ Ｊ] .国际贸易ꎬ２０１３(８) .
南京社会科学ꎬ２０１４(７) .

刘志彪. 建设统一市场是中国经济“ 开放的第二季”

[ Ｊ] .学习与探索ꎬ２０１３(１２) .

杜人淮.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及其应对
[ Ｊ] .齐鲁学刊ꎬ２０１３(３) .

２５

导报ꎬ２０１４(２) .

蔡爱军ꎬ等.我国开放型经济研究进展及展望[ Ｊ] .地域
研究与开发ꎬ２０１１(２) .

全毅.国际经济环境的演变趋势与我国经济转型[ Ｊ]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ꎬ２０１２(４) .

张其佐.美国加速推动建立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的动因及其
对全球和中国的影响[ Ｚ] .２０１３ 年博鳌亚洲论坛演讲
稿.

[９]

高 虎 城. 全 面 提 升 开 放 型 经 济 水 平 [ Ｊ] . 求 是ꎬ ２０１３

(２４) .

[１０] 高新才ꎬ咸春林.开放型经济: 一个文献综述[ Ｊ] .经济
问题探索ꎬ２０１２(３) .

[１１] 朱吉玉ꎬ朱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其对策[ Ｊ]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ꎬ２０１４(１) .

[１２] 刘惟蓝.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的思考:背

张玉阁ꎬ黄启云.新一轮开放内涵和路径解读[ Ｊ] .开放

景、原因与内涵[ Ｊ]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ꎬ２０１４(６)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ＨＵＡＮＧ Ｎａ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１００１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ｈａｓ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ｉｎｊｅｃ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ｉｎｔｏ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ｓｉｐｈｏｎ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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