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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探析
吴红星
( 无锡市统计局ꎬ江苏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 该文从长江经济带发展特征入手ꎬ剖析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情况ꎬ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ꎬ分析了长三

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的地位和贡献ꎮ 同时利用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分析了存
在的优势、不足、机遇与挑战ꎬ最后提出了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几点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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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ꎬ将依托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ꎬ把长江经济带建设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ꎬ打造中国经济新
支撑带ꎮ 长江经济带涵盖 ９ 省 ２ 市( 直辖) ꎬ是中国
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ꎬ城市密集ꎬ市场广阔ꎬ具有得
天独厚的综合优势ꎬ必将成为中国的“ 经济脊梁” ꎮ

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ꎬ必须抢抓机遇ꎬ主
动作为ꎬ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ꎬ以此推动长三
角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ꎮ

１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４０.８％ꎮ

从发展速度看ꎬ２０１４ 年ꎬ除上海市略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外ꎬ其余 １０ 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ꎬ１１ 个省市 ＧＤＰ 增速均值达到 ９.１％ꎬ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１.７ 个百分点ꎬ重庆和贵州增速均
达到了两位数ꎬ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ꎮ 投
资活跃程度高ꎬ２０１４ 年 长 江 经 济 带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 不含农户) 增长１６.８％ꎬ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１.１
个百分点ꎮ

从农业生产看ꎬ长江经济带气候四季分明ꎬ光、

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

热、水等资源丰富ꎬ土地质量优良ꎬ是中国农业生产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ꎬ范围涵盖上

３５.１％ꎬ２０１４ 年粮食产量 ２３ ０２４ 万吨ꎬ占全国的比

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ꎮ １１ 省市耕地总资源占全国
重为 ３７.９％ꎬ油料产量 １ ６２５ 万吨ꎬ占全国的比重为

贵州和云南 ９ 省 ２ 市ꎬ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ꎬ经济

４６.３％ꎬ棉花产量１０８.５万吨ꎬ占全国的比重为１７.６％ꎮ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ꎬ已发展成为中

肉类和水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在 ４０％左右ꎮ

国经济实力较强、产业规模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地

从工业生产看ꎬ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产业优势明

显ꎬ已形成许多国家级的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基

腹地广阔ꎮ 长江经济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区ꎮ 长江经济带 ９ 省 ２ 市行政区域面积 ２０３.８ 万平
方公里ꎬ占全国面积的 ２１. ２％ꎬ２０１４ 年末常住人口

５.８４ 亿人ꎬ占全国的 ４２.７％ꎮ

从经济总量看ꎬ２０１４ 年长江经济带 ９ 省 ２ 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８.４６ 万亿元ꎬ占全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４４.７％ꎻ完成工业增加值 １３.７８ 万亿元ꎬ占全国
工业增加值的 ６０.４％ꎻ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４６ 万
亿元ꎬ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４０.８％ꎻ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０.７１ 万亿元ꎬ占全国社会消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作者简介:吴红星ꎬ局长ꎬ致公党无锡市委副主委ꎬ主要从事统计
学等方面的研究ꎮ

地、机械电子基地、石油化工基地、轻纺工业基地、建
材工业基地等ꎬ是中国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优势区ꎮ
２０１４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汽车、金属切削机床、发
电设备产量分别占全国 ４３.１％、５５.５％、５８.４％ꎻ微型
计算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占 ８３.０％和 ６４.６％ꎻ布产

量占４２.６％、水泥产量占４８.０％、钢材产量占３３.６％ꎮ
从创新发展看ꎬ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合芜蚌试
验区、江苏苏南都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ꎬ长江经济
带已形成光纤光缆、光电器件、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ꎮ
２０１３ 年江苏、上海、浙江、重庆、安徽区域创新能力
排在全国前 １０ 位ꎬ湖北、湖南、四川列第 １２、１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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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总体位次居前ꎮ 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高校众多ꎬ

２) ꎮ 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高成为带动整个长江经

从地区差异看ꎬ尽管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市对全国

５８.９％ꎬ 高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平均水平 ２１ 个 百 分

截止 ２０１３ 年末普通高校在校生数达到 １ ０４８ 万人ꎮ

贡献大ꎬ但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明显ꎬ不均衡性比较突
出ꎮ 以经济总量为例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个省市中最高的

济带 的 引 擎 ꎮ２０１４ 年 长 三 角 地 区 外 贸 依 存 度 为
点ꎮ

江苏是最低的贵州的 ７ 倍多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２

到位注册外资等指标差距更为明显ꎮ 东部区域明显

指标名称

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 ３.７ 倍ꎮ 进出口、出口、
高于中西部区域ꎮ

２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长三角地区 上海

进出口总额 总量

长三角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贡献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ꎬ４ 个

省市地处长江经济带的下游ꎬ经济地位处于长江经
济带龙头ꎬ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一是从总量贡献看ꎬ２０１４ 年末ꎬ长三角地区 ３

省 １ 市土地面积 ３５.０３ 万平方公里ꎬ占长江经济带
比重为 １７.１％ꎻ常住人口 ２.２ 亿人ꎬ占长江经济带比
重为 ３７.６％ꎮ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 亿美元)

占比

出口总额

总量

( 亿美元)

占比

实际利用外资 总量
( 亿美元)

占比

江苏

浙江

安徽

１４３４６

４６６４

５６３８

３５５１

４９３

８５６８.７９

２１０２

３４１９

２７３４

３１５

７４５

１８２

２８２

１５８

１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５
２４.５
２４.４

３９.３
３９.９
３７.８

２４.８
３１.９
２１.２

３.４
３.７

１６.６

从生活水平看ꎬ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 ３ 省 １ 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 ３０ ６４８ 元ꎬ其中上海为

值 １４.９７ 万亿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为 ５２.６％ꎻ实现

４５ ９６６ 元ꎬ江苏为 ２７ １７３ 元ꎬ浙江为 ３２ ６５８ 元ꎬ安徽

为 ５５.２％ꎻ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９.２２ 万亿元ꎬ占长江

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 ２１ ４０７ 元ꎬ长三角地区平均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８ １５７ 亿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
经 济 带 比 重 为４５ . １ ％ ꎻ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５.６２ 万亿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为 ５２. ５％ ( 表 １) ꎮ
经济发展的贡献突出ꎮ
表１

ＧＤＰ

总量

( 亿元)

占比

土地面积

总量

( 万平方公里) 占比
常住人口

总量

( 万人)

占比

１４９６５２
１００.０
３５.０３
１００.０

２１９７７
１００.０

江苏

浙江

０.６３
１.８

２４２６

安徽

１１.０

４３.５

２６.８

１３.９

２９.３

２９.１

３９.９

１０.２６ １０.１８ １３.９６
７９６０
３６.２

５５０８
２５.１

水平ꎬ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城乡收入比为

云南为 ３.３:１ꎻ重庆为 ２.６ ∶ １ꎮ

２３５６１ ６５０８８ ４０１５４ ２０８４９
１５.７

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同时ꎬ城乡收入差距也处于较低

城乡收入比为 ２.５ ∶ １ꎻ长江经济带中贵州为 ３.４ ∶ １ꎻ

土地面积、人口情况
长三角地区 上海

平较整个长江经济带高出 ９ ２００ 余元( 表 ３) ꎮ 城乡

２.３ ∶ １( 农民为 １) ꎻ浙江城乡收入比为 ２.１ ∶ １ꎻ安徽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

指标名称

为 １６ ７９６ 元ꎬ从长江经济带来看ꎬ１１ 个省市居民人

６０８３
２７.７

表３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从开放程度看ꎬ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 ３ 省 １ 市实

现进出口总额 １４ ３４６ 亿美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为

８１.６％ꎻ实现出口总额 ８ ５６９ 亿美元ꎬ占长江经济带

可支配收入( 元)

长三角地区
( 均值)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３０６４８

４５９６６ ２７１７３ ３２６５８ １６７９６

３７１０５

４８８４１ ３４３４６ ４０３９３ ２４８３９

１６３６０

２１１９２ １４９５８ １９３７３ ９９１６

从产业结构看ꎬ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 ３ 省 １ 市三

比重为 ７９.９％ꎻ实现进口总额 ５ ７７７ 亿美元ꎬ占长江

次产业结构比例关系为:５.３ ∶ ４６.５ ∶ ４８.２ꎻ与长江经

用外资 ７４５ 亿美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为 ５８.６％( 表

水平 ３.１ 个百分点ꎬ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平均

经济带比重为 ８４.３％ꎮ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

济带整个区域相比ꎬ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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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０.４ 个百分点ꎬ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于平均

长三角地区 １１.１１ 万个ꎬ占比达到 ６４.１％ꎬ２０１４ 年长

好ꎬ较 早 步 入 “ 三、 二、 一” 时 代ꎮ 从 工 业 情 况 看ꎬ

元ꎬ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为 ６０.８％( 表 ４) ꎮ

水平 ３.５ 个百分点ꎮ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层次更

２０１４ 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７.３４ 万个ꎬ
表４
产业结构

２０１４ 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工业经济情况

指标名称

长三角地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第一产业占比( ％)

５.３

０.５

５.６

４.４

１１.５

４７.９

３４.８

第二产业占比( ％)
工业经济

第三产业占比( ％)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 个)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３

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 ７０ 万亿

长三角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ＳＷＯＴ 分析

４６.５
４８.２
１１１１１０
２７７００４

３４.７
６４.８
９２４１

３４７２５

４７.７

４７.７

４６９７５

３８５２２

４６.７
１４２３８８

６３２３７

５３.７
１６３７２
３６６５４

一个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ꎬ从“ 苏湖熟ꎬ
天下足” 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ꎬ从发达的农业
高产地区到全国工业最先进的集中之地ꎬ每一步的

ＳＷＯＴ 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ꎬ是一种较为

成就都不靠国家的政策优待ꎬ凭借自己的力量ꎬ从大

的方法ꎮ 其 中ꎬ ＳＷＯＴ 分 别 代 表: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 优 势) 、

撑ꎬ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ꎮ 如今长三角经济进入了

战) ꎮ 对长三角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ꎬ尤其在

心为目标ꎬ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ꎬ产业结构高

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力发展乡镇企业开始ꎬ以区域内城乡自我积累为支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劣 势)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机 遇) 、 ｔｈｒｅａｔｓ ( 挑

一个以上海为龙头ꎬ以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

“ 十二五” 收官之时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ꎬ能够全面准确

度不断提升的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带ꎮ 三是率

地把握长三角地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发展存在

先发展的开放优势ꎮ 近年来ꎬ长三角凭借拥有的良

的机遇与挑战ꎬ为长三角地区制定“ 十三五” 规划和

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科技教育和日趋完善的政策

发展新战略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ꎮ

３.１

优势分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主要体现在:一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ꎮ 长三

角地区既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其中

环境ꎬ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 热土” ꎬ对外开放
的窗口和阵地ꎮ

３.２

劣势分析(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展速度落后中西部ꎮ 近年

综合发展实力最强、发展水平最高、交通区位条件最

来ꎬ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ꎬ中西部发展速度很快ꎬ尤

优越的地区ꎬ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中具有举足轻

其是新常 态 下 中 西 部 地 区 赶 超 的 趋 势 依 然 明 显ꎮ

重的支撑引领作用ꎮ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ꎬ长三角
地区承载着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带动、增强对长
江经济带辐射引领作用的战略使命ꎮ 从地理空间上
看ꎬ如果把长江看作横贯中国东、中、西部的一条巨
龙ꎬ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下游ꎬ居龙头之位ꎬ通江达

海ꎬ交通区位得天独厚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国务院正式

“ 十二五” 前四年ꎬ长三角地区上海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７.６％、江苏年均增长 ９.８％ꎬ浙江年均增长 ８.２％ ( 表

５) ꎬ成为 １１ 个省市中增速低于两位数的三个地区ꎬ
排在 １１ 个省市的后三位ꎮ 这主要由于经过多年的
快速发展ꎬ长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中后
期ꎻ而由于发展起点低和经济增速多年低于东部地

批准实施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明确了长

区的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

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ꎬ即亚太地区重要的

段ꎬ这种发展所处阶段的差异导致了长江经济带东

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

部地区增长速度慢于中西部地区ꎮ 二是发展成本大

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ꎮ 二是较

于中西部ꎮ 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苏南和浙东北

为发达的经济条件ꎮ 长江三角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

地区能源、原材料十分有限ꎬ长期以来都有赖于外来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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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ꎬ然而近年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ꎬ进入长三角
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ꎮ 此外ꎬ

表６

由于近年来企业和人口在该地的大量聚集ꎬ长三角

“ 十一五” 、“ 十二五” 以来长江经济带地区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情况
地区

地区的土地租赁、水、电、煤等基础要素价格也正经
历着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ꎮ 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制造

上海市

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运输成本逐年上升ꎬ企业竞争

江苏省

优势不断削弱ꎮ 另一方面ꎬ劳动力成本上升ꎬ新世纪

浙江省

以来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价格持续快速上升ꎬ就制造

安徽省
江西省

业而言ꎬ２００６ 年上海市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为 ３４ ２０６ 元ꎬ到 ２０１３ 年上升至 ７１ ３０５ 元ꎬ涨

湖北省

省、安徽省制造业工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１.１％、

重庆市

幅达 １０８％ꎬ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湖南省

１５.５％、１３.９％ 和 １５.８％ ( 表 ６) ꎬ与长江经济带其他

四川省
贵州省

地区相比ꎬ虽然平均增速安徽、江苏增长较快ꎬ浙江、
上海增速落后于中西部地区ꎬ但长三角地区劳动力
成本与中西部差距呈现拉大趋势ꎬ长三角地区制造
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值从 ２００６ 年高于

云南省
长三角均值

差距

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阵地ꎬ对外贸易总量占长江经济
带的八成左右ꎬ但另一方面ꎬ长三角地区相比长江经
济带其他地区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的区域ꎬ外向型经
济程度高必然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ꎬ美国次贷危机、
欧债危机对长三角地区影响程度也远远大于长江经
济带其他区域城市ꎮ
表５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单位:％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３

８.２

７.５

７.７

７.０

８.０

８.２

７.６

１２.７

１１.０

１０.１

１４.６

１３.５

１２.１

１０.４

１４.８

１３.８

１１.３

１０.１

１１.９
１４.０
１４.６
１７.１
１５.１
１２.８
１２.３

９.０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６.４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３.７

增长

排名
１１

１８５０７ ２３８１６ ２９６７１ ４５８９５ １３.９

９

１９６４７ ２５６８８ ３２２０９ ５３９８０ １５.５
１５７３６ ２２５０９ ２９２３８ ４３９８０ １５.８
１３６６１ １７５７３ ２５５７９ ３９３５１ １６.３
１４５２６ ２２０６５ ３０６８９ ４２９５９ １６.８
１６７６２ ２２１８８ ２８６９１ ４３３５６ １４.５
１８３６７ ２４１３１ ３１８９４ ４７６２１ １４.６
１６４０４ ２２０４６ ２８５７７ ４４２５９ １５.２
１５７３４ ２２２２４ ２９３８１ ４３３６８ １５.６
１８８３７ ２２６８１ ２８５５０ ４０６５９ １１.６

５
３
２
１
８
７
６
４

１０

２２０２４ ２８５８１ ３５８２０ ５３７９０

－－

－－

５６９７

－－

－－

６７３７

６７６９

１０７０８

－－

－－

机遇分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家政策扶持的机遇ꎮ 长江

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ꎬ国家必将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ꎬ这对于长三角地区无疑是利好消息ꎬ也为长
三角地区发展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遇ꎮ 二是上海自
贸区建设的机遇ꎮ 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加快转型升
级ꎬ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ꎬ抢占国际经济竞争制

“ 十二五” 以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地区

３.３

年均

３４２０６ ４２３１１ ５２１６３ ７１３０５ １１.１

其他区域均值 １６３２７ ２１８４４ ２９０５２ ４３０８２

其他地区不足 ６ ０００ 元ꎬ到 ２０１３ 年已经超过万元ꎮ
三是对外依存高于中西部ꎮ 长三角地区一直以来是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

单位:％

１１.０
１１.３
１３.６
１２.６
１３.６
１３.０

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１

８.７

１１

内对长江经济带的东、中、西部地区ꎬ在企业、资金、

８.２

１０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国

１０.８

８

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７

关注ꎮ “ 一带一路” 版图圈定 １８ 个省份ꎬ这其中包

９.８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２.５

１０.８

１２.１

７.６

９.７
９.５
８.５
８.１

自贸区运营后赋予企业国际化运营、贸易便利化、金
融自由化等更大幅度的优惠政策ꎬ将会在较短时间

１１.３

９.７

应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ꎮ 上海

排名

平均

９.２

１２.３
１０.０

四年

高点的先行者ꎬ未来其示范效应、窗口效应和制度效

１０.９
１３.３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１.７

９

人才等各类要素上都产生巨大的“ 虹吸” 效应ꎮ 三

５

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ꎬ先后

６

路” ( “ 一带一路” ) 的重大倡议ꎬ得到国际社会高度

１

括了长江经济带中的云南、上海、浙江、重庆等地区ꎬ

４
２
３

“ 一带一路” 规划表述要利用长三角地区等经济区

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ꎬ
加快推进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ꎬ这都为
长三角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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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挑战分析( Ｔｈｒｅａｔｓ)

主要体现在:一是区域竞争的压力ꎮ 长江经济

５７

切的发展新阶段ꎮ “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中国三大区域总体发展战

带范围内由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就有长三角、成

略ꎮ 科学研判发展所面临着的国内外环境ꎬ准确把

渝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江苏沿

握“ 十三五” 时期发展面临的形势ꎮ

海地区等ꎬ还有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

从国际形势看ꎬ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推

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

进ꎬ以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为标志的新工业

的“ 两型” (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

革命方兴未艾ꎬ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工业机器人、３Ｄ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ꎮ 不仅如此ꎬ国家级新区大

打印技术的运用ꎬ服务业领域电子商务、网络设计的

多布局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ꎬ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

出现ꎬ农业领域生物技术、物联网的应用ꎬ全球产业

的发展ꎬ省际之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ꎬ长江沿线城市

分工格局将会发生产业链重构、价值链整合、信息链

之间也是你追我赶ꎬ各个争当崛起的先锋ꎬ改善投资

融合的新变化ꎬ产业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ꎮ 现代高

环境ꎬ积极吸纳和争夺外来的产业转移ꎬ竞争异常激

新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ꎬ促使经济领域

烈ꎬ形成一种“ 不进则退” 、“ 慢就是退” 的压力态势ꎮ

发生新的变革ꎮ 服务业呈现出以知识密集、人才密

从城市发展就可以佐证ꎬ２０１２ 年以前无锡作为长江

集和网络化为特征的发展态势ꎬ以知识创造、传播、

经济带上一个重要城市ꎬ经济总量一直高于长江中

应用和科技创新活动为内容的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兴

上游的成都、武汉ꎬ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中西部省会城市

起ꎬ一批新兴服务业业态和商业模式迅速形成ꎬ与农

崛起ꎬ无锡经济总量先后被成都、武汉超越ꎬ也被同

业、工业形成互动融合发展新格局ꎮ 制造业向全球

省内的南京超越ꎬ长三角地区只有正视目前的环境ꎬ

化、高技术化、信息化、服务化、集聚化、绿色化方向

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ꎬ才能在区域竞争中立于

发展ꎬ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典

不败ꎮ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的挑战ꎮ 党

型ꎻ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速渗透各领域ꎬ呈现集群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ꎬ全国从沿海到内陆到沿边

式突破特征ꎻ技术成果有望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ꎻ

掀起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浪潮ꎮ 从对

高端装备制造正逐渐恢复增长ꎬ产业集中度居高不

外开放来看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下ꎻ新能源产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ꎻ新材

的文件或规划ꎬ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逐步趋同ꎬ内陆

料产业重回快速增长轨道ꎬ但核心技术仍为发达国

各省区市也把开放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高度ꎬ

家掌控ꎻ新能源汽车产业混合动力车市场快速发展ꎬ

着力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ꎮ 重庆以两

燃料电池车研发重拾升势ꎮ 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生

江新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长江经济带

物、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高新技

西部中心枢纽ꎻ四川以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术ꎬ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ꎬ呈现生产经营专业化、标

试验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和

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势ꎮ

以成都为战略支点的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纽

从国内形势看ꎬ“ 十三五” 时期是第一个百年即

带ꎻ湖南加快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时期ꎬ也是全面释放

试验区并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ꎮ 在全国各地你

以改革为核心对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布局的重要时

追我赶、竞相开放、竞相发展的态势下ꎬ长三角地区

期ꎮ “ 十三五” 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期ꎬ根

开放的优势将进一步削弱ꎬ开放发展面临来自沿江
沿边内陆的竞争与压力ꎮ

４

推动长三角地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建议

４.１

据专家预测ꎬ“ 十三五” 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在 ６. １％

左右ꎬ很多发展中的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和办法ꎬ靠 ＧＤＰ 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ꎮ 中国经
济增长将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ꎮ 同时在土
地、资本等投入要素红利逐渐减弱ꎬ旧的经济增长模

“ 十三五” 发展面临的形势

式无法延续的情况下ꎬ新的最大红利就是改革红利ꎮ

当前ꎬ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

充分发挥改革红利是“ 十三五” 时期重大的特点ꎬ中

金融全球化不可更改的发展新时期ꎻ中国经济在新

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ꎮ 同时ꎬ“ 十三

常态下已经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发展越来越密

五” 将是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期ꎬ树立文明理念ꎬ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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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化ꎻ强化顶层设计ꎬ健全生态制度等途

自主创新品牌ꎬ提高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ꎬ带动相

径ꎬ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ꎮ “ 十三五”

关产业联动发展ꎮ 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ꎬ“ 十三五” 时期改

作用ꎬ引导沿海地区产业有序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

革的重点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ꎬ

移ꎬ促进长江中上游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ꎬ提高资

包括建立高效、稳健、安全的现代金融监管ꎬ有效推

源配置效率ꎬ激发内生发展活力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进民营经济发展等ꎮ 同时ꎬ随着资源要素的减少ꎬ国

展成为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ꎮ 在功能上实

内区域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ꎮ

现互相支撑ꎬ在空间上实现互相联动ꎬ实现“ 聚集效

４.２

应、规模效应、示范效应” ꎮ

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建议

４.２.１

发挥龙头优势ꎬ牵头开展相关规划及协调

长江经济带涵盖长江流域上下游共 １１ 个省市ꎬ

４.２.４

强化生态文明ꎬ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ꎬ也是中国的母亲河ꎮ 总

自东向西跨越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发展区域和

体上看ꎬ现在长江的水质相对还是不错的ꎬ但是ꎬ在

欠发达区域ꎬ经济发展程度不一ꎬ资源状况各异ꎬ长

一些局部的地区也受到了污染ꎬ我们在长江沿岸以

三角地区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发展地位都处于

及整个流域生态建设中ꎬ启动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

长江经济带的龙头ꎬ有责任、有义务牵头开展长江经

制ꎬ探索水环境共同保护基金制度ꎮ 根据“ 谁污染

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以此统筹区域经济发

谁付费、谁破坏谁补偿” 原则ꎬ在长江流域建立水环

展ꎬ协调 各 区 域 经 济 发 展ꎮ 尤 其 是 当 前 正 值 各 地

境共同保护基金制度ꎮ 由国家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对

“十三五” 规划思路确定当中ꎬ长三角地区牵头成立

跨界水质开展监测ꎬ明确以省界断面全年稳定达到

相关长江经济带委员会ꎬ联合各地政府、高校、机构、

考核的标准水质为基本标准ꎮ 上游提供水质优于基

企业ꎬ集思广益ꎬ群策群力ꎬ形成一个统筹规划的平

本标准的ꎬ由下游对上游给予补偿ꎻ劣于基本标准

台ꎬ统筹各地规划形成对接思路ꎬ谋划一批重大项目

的ꎬ由上游对下游给予补偿ꎻ达到基本标准的ꎬ双方

和工程ꎬ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相衔接、相促进ꎬ并纳入

都不补偿ꎮ 探索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ꎮ 完

各地区“ 十三五” 发展规划ꎮ 同时ꎬ建立沪、宁、汉、

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ꎬ探索建立区域

渝等中心城市多边或双边高层对话和议事机制、合

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ꎮ 加强生态环境综

作协调机制ꎬ定期举办经贸科技活动ꎮ

合治理ꎬ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

４.２.２

青山绿水、碧水蓝天ꎮ

完善交通体系ꎬ突出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要强化贯通东西的综合交通通道建设ꎬ提

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ꎮ 东西综合交通通道以整治长
江及相关干支流航道ꎬ提高通航能力ꎬ通过强化交通
基础设施投入ꎬ打造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
交通走廊ꎬ促进与上中游地区产业的结合ꎬ引导生产
要素积聚发展ꎮ 突出重要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发
展ꎬ形成规模和实力较强的能与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发展战略相契合的产业带和城镇群ꎮ 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公水联运等运输方式ꎻ建立统一的长江航运信
息系统和信息平台ꎬ加快建设“ 数字长江” ꎮ

４.２.３

立足创新发展ꎬ实施产业东西联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推

进信息化与产业融合发展ꎬ因此ꎬ长三角地区作为长
江经济带的龙头ꎬ在科技创新方面当好示范和表率ꎬ
立足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思路ꎬ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ꎬ培育形成新兴产业ꎬ加大对重
点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ꎬ培育造就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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