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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ꎬ是主动适应
和引领新常态ꎬ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大区

质化的双重难题ꎬ肩负着加快发展和加快转型的双
重任务ꎮ

域发展战略ꎬ也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建设长江经济带ꎬ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梯次调

防风险的综合之策ꎮ 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必然与协

整与变迁ꎬ可以按照主体功能区划ꎬ引导沿江各省市

同创新紧密相连ꎬ长江经济带联合共建区域合作机

加强产业分工协作ꎬ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ꎬ大力发

制ꎬ充分发挥长三角的龙头带动作用ꎬ能够让创新真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ꎬ积极培育金融、航运等高端服务

正落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ꎬ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活

业ꎬ打造中国产业升级的脊梁ꎬ进一步强化区域发展

动“ 两张皮” 、创新活动与重大市场需求脱节的固有
难题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深入探究长江经济带创新产
业链的形成机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ꎮ

１

１.１

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意义
打造长江经济带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

需要

的多极支撑ꎮ
１.２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创新思维
依托黄金水道发展长江经济带ꎬ在长江流域必

然会引发新一轮的产业转移ꎬ而中国产业政策正由
要素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转换过程中ꎮ 整个沿
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ꎬ
更多地追求创新ꎬ关注如何构建竞争优势ꎬ走出规模

长流流域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ꎬ也有最不发达

竞争ꎬ迈向核心能力竞争ꎮ 反映在微观层面上ꎬ企业

的地区ꎬ建设长江经济带ꎬ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共

不宜单纯扩大制造规模ꎬ要把重点聚焦在核心能力

建与共享ꎬ成为发挥东部沿海辐射带动作用ꎬ切实解
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
题的关键途径ꎬ具有在发展中缩小区域差距的时代
意义ꎮ
长江流域一直是重要的工业走廊ꎬ拥有一大批
产业集聚区和特大型企业ꎬ生产汽车占全国 ４０％ꎬ
家电占 ６０％ꎬ微型计算机占 ８０％ꎬ钢材占 ３０％、建材
占 ４０％ꎮ 但在沿江九省二市发展规划中ꎬ将电子信
息列为主导产业的有 ８ 个ꎬ将汽车、石化、装备制造

列为主导产业的有 ５ 个ꎮ 因此ꎬ在当前经济形势下ꎬ
长江经济带同时面临着工业产能过剩压力和产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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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政经、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ꎮ

构建上ꎬ其中关键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
升ꎮ
就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而言ꎬ目前所说的产业
梯度转移包括转移承接和产业自身提升两个方面ꎬ
从存量上来看ꎬ既要淘汰和转移落后产业ꎬ也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ꎻ从增量上来看ꎬ既要大力培育和推进
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ꎬ也要大力发展大数据、
云计算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ꎮ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ꎬ中国经济已由出口导向为
主变更为内需驱动型ꎬ建立在中等收入水平基础上
的国内消费结构的提升ꎬ包括产品的类型、品种、功
能、文化价值等各个方面ꎮ 为了适应这种内需结构
层次的改变ꎬ同样要求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发
展的新形势和新方向ꎬ以创新思维来打造长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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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带新的产业体系ꎮ

不够ꎮ 尤其是在高起点、高水平、高附加值产业链环

１.３

节上的差距明显ꎬ存在“ 高端产业、低端环节” 的问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完成要素和体

制机制的双重转换
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ꎬ是事关这

题ꎬ中间产品多ꎬ终端产品少ꎬ高端产品缺乏ꎬ仍处于
产业价值链的中下游ꎮ

一跨区域经济带建设是否能够得以实现的关键问

四是长江经济带一些重点领域的创新产业链不

题ꎮ 从要素转换上看ꎬ要使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

完整ꎬ带来本地配套率低的问题ꎬ企业不得不处于单

级更多地建立在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复杂和高级

打独斗、各自为战的状态ꎮ 以至于即使在长江经济

要素上ꎬ从而形成产业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创新能

带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ꎬ前后

力和市场竞争力ꎮ

产业链延伸较弱ꎬ前导技术研发、后续技术转移和专

体制机制转换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保障ꎬ

业服务等都没有在传统产业优势上形成专业服务力

需要正确处理好长江经济带的政府、市场、社会等产

量ꎬ联动效应体现不够明显ꎮ

业治理主体的关系ꎮ 政府主要是加强战略、规划、政

３

策、标准制定和实施ꎬ加强市场监管ꎬ维护市场秩序ꎬ
推动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ꎬ弥补市场失
灵ꎮ 同时ꎬ还要高度重视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

３.１

厘清当前创新政策的一些误区
误区:过度重视技术创新ꎬ忽视非技术创新
辨析:技术创新肯定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展ꎬ引导其在产业政策制定、共性技术平台打造、产

分ꎬ但推动科技成果发挥作用、提升企业效率ꎬ还需

业预警等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ꎮ

要关注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ꎮ 实

２

践中不应再把创新看成只是科技界的事情ꎬ政府推

创新的主要特征和长江经济带创新产业

链存在的问题

２.１

动创新的着力点也不仅集中在创新活动本身ꎬ而是
优先讨论如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ꎬ激励企业和全社

创新的主要特征

会创新ꎮ

第一ꎬ创新以生产率提升和利润增加为导向ꎬ创

３.２

新的效果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ꎬ间接反映在社会文

误区:过度强调高新技术产业
辨析:还应当兼顾非高新技术产业ꎬ特别是对具

化领域ꎮ 第二ꎬ创新以企业为基本观察单位ꎬ企业是

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非高新技术产业要予以重视和支

创新的主体和能动力量ꎮ 第三ꎬ创新需要区分市场

持ꎮ 创新从来不是单一层面的突破ꎬ而是需要打造

与政府的作用ꎬ市场是调节企业创新行为的核心力

完备的创新生态系统ꎬ既推动单个企业全方位创新ꎬ

量ꎮ 第四ꎬ创新的价值最终由市场评估ꎬ创新的组织

也推动产业集群整体创新ꎮ

和资源分配由市场决定ꎮ 第五ꎬ政府在创新过程中

３.３

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ꎬ主要是资助重大基础研究、

误区:过度强调原始创新
辨析:实际上绝大多数创新行为都是建立在已

搭建创新平台、提供法律保障等ꎮ

有成果的基础上的ꎬ原因在于创新推动发展是以减

２.２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业链存在的主要问题

少重复投入和浪费、提高产出效率为导向ꎬ以提高生

一是长江流域区划经济明显ꎬ区域经济则不明

产效率为目标ꎬ所以鼓励创新模式多样化、高效率ꎮ

显ꎮ 各省市各自为战、相互竞争ꎬ导致产业结构同
构、分工合作不够ꎬ创新活动呈现条块分割ꎬ缺少宏

３.４

误区:过度关注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的数量
辨析:目前远未形成成熟的创新评估体系ꎬ无论

观调控系统和创新成果扩散系统ꎬ创新产业链较短ꎮ

重大科技研发还是软科学研究ꎬ各级评估部门仍无

二是长江经济带区域间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浪费

法摆脱过于重视研发投入和论文、专利等直接产出

与严重缺乏并存ꎮ 科研管理问题较突出ꎬ科技资源

成果的形式评估ꎬ而对更为重要的研发活动的前期

配置存在过度行政化倾向ꎬ呈现出分散、重复、封闭、

论证、中后期跟踪与软评估疏于关注ꎬ忽略了从研发

低效等问题ꎬ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现

到生产的转化过程ꎬ产学研联盟中间环节仍比较薄

象较为普遍ꎮ

弱ꎬ专业的科技中介机构极其匮乏ꎮ

三是长江区域大部分地区的科技创新点分散ꎬ
配套弱ꎬ产业链缺少延伸ꎬ产业链各个环节协同配合

３.５

误区:政府直接参与控制创新过程
辨析:除了涉及政府自身组织模式优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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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外ꎬ政府不应当直接参与或干涉具体创新行为ꎮ

经济带各方技术力量参与应用性开发ꎮ 成果转化是

政府需要加强服务ꎬ帮助企业实现全方位创新ꎬ在更

一个再研发、再创造的过程ꎬ需要增加后续面向应用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平台上为域内企业集聚平

的开发投入ꎬ改变很多科技成果滞留在实验室成为

台、人才等创新要素ꎬ引导和保护企业的创新动力和

“ 沉睡专利” 的现状ꎬ搭建长江区域应用研究平台、

创新效益ꎮ

４

建立和完善长江经济带创新产业链的着

力点

４.１

产业转化园地ꎬ吸纳不同体制不同功能的单位优势
互补合力攻关ꎬ在长江经济带形成研发、中试、应用
的完整创新产业链ꎮ
三是加快长江经济带科技服务业发展ꎬ扩大科

以制度创新构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新机

制

技中介市场发展规模ꎬ提高其专业化程度ꎬ强化产学
研联盟中间环节ꎬ更加重视科技服务中的技术转移

一是围绕“ 通道支撑、融合发展” 突出重大问题

服务ꎬ完善产学研链条ꎬ让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成果提

的改革ꎬ重点是打破长江经济带行政区划界限、部门

高走向市场的成功率和收益率ꎮ

管理壁垒ꎬ加快区域市场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４.３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ꎬ实现以科技为核心的包括产

以企业为主体建设长江经济带创新产业链
一是通过鼓励长江区域有能力的企业和大学、

品、产业、制度、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ꎬ形成具

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研发平台ꎬ携手组建股份制研发

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ꎬ打通从

机构ꎬ让企业最大限度地进入到科技创新项目研发

人才强、科技强到经济强、产业强的通道ꎬ构建东中

中ꎮ 这样能够帮助企业形成自己的科技队伍ꎬ把科

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经济带ꎮ

技企业本身的科研力量增强ꎬ才会最高效率转化为

二是围绕长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创新ꎬ沿
江城市着重发展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设

生产力ꎬ才是真正以企业为主体ꎬ长江经济带的创新
产业链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ꎮ

备、新材料、绿色有机食品加工等高成长性产业ꎬ打

二是对长江区域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给予财政

造各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ꎬ谋划发展一批

资金支持ꎬ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ꎬ促使企业改变

国家级的产业集群ꎬ紧随上海向创新型全球城市的

运行理念和管理模式ꎬ提高成果转化意识、成果评价

转型升级ꎬ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产业协作配套体系ꎬ为

能力、成果补充研发能力ꎮ

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
作出贡献ꎮ
三是探索建立长江区域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建设
协调制度、创新机构共建制度和技术市场共建制度

三是长江经济带的产学研项目从课题立项到研
发过程及最终鉴定ꎬ都应多征求和听取企业技术专
家的意见ꎬ减少“ 学术思维” ꎬ重点扶持能够转化的、
应用性科研课题的立项ꎬ从而避免多走弯路造成人

等ꎬ推进长江区域科技资源开放共享ꎬ联合共建科技

财物浪费ꎮ

中介、研发网络平台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ꎬ深入

４.４

研究区域间科技协作和产业化分工ꎬ避免恶性竞争、

加大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
长江区域各级政府在加大对科技创新财政资金

产业结构趋同和重复建设ꎮ

投入的同时ꎬ还要加强对企业和社会投入的引导ꎬ切

４.２

实推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ꎮ 一是建立健全科技与资

以创新思路解决长江经济带科技成果转化瓶

颈问题

本对接的机制ꎬ创新金融服务ꎬ降低交易成本ꎬ真正

一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实现公开透明的操作

关注创新型企业的培育ꎻ二是将科技创新活动的应

模式、高度市场化的竞价机制和规范的交易流程ꎬ作

用环节和研发环节视为同等重要ꎬ在科技活动的不

为长江经济带近期科技创新工作的努力方向ꎮ 进一

同阶段有侧重地提供资金支持ꎻ三是把政府资金与

步研究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模式ꎬ落实好国家

风险投资、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起来ꎬ拓宽

有关法律法规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ꎬ大胆创新处

科技创新活动的投融资渠道ꎮ

理好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问题ꎬ调动创新主体

４.５

的积极性ꎬ营造更加公平、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ꎮ
二是培育形式多样的协同转化基地ꎬ鼓励长江

强化长江经济带创新产业链的综合交通运输

支撑体系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以黄金水道为依托的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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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ＯＬ] . 光明日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ｇｍｗ.ｃｎ / ２０１５－０３ / １８ / ｃｏｎ￣

加快建设沿江地区多元化、立体式的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ꎮ 一是成立港口合作联盟ꎬ有效化解港口之间
的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问题ꎬ充分发挥港口对要素

[２]

依托水运流动与布局的引领作用ꎻ二是加强岸线管
理ꎬ积极引进外资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ꎬ通过多元化
的水运投资机制加大对水运及港口建设的投入ꎻ三

[３]

是加快沿江高速公路、城际铁路建设ꎬ畅通主动脉ꎬ
实现大循环ꎬ提升长江经济带的通达性、通勤性ꎬ为
创新产业链提供有力的综合交通运输支撑体系ꎮ

[４]

ｔｅｎｔ＿１５１３３４３５.ｈｔｍꎬ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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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ＥＢ / ＯＬ ] . 云 南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ｓｈｚｙｌ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２－１０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３４４３６.ｈｔｍ ꎬ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樊春良. 如何让科技与经济真正结合 [ ＥＢ / ＯＬ] . 光明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ｍｗ. ｃｎ / ｓｉｘｉａｎｇ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４５６０８３３.ｈｔｍ ꎬ２０１２－０７－１６.

参考文献
[１]

１５

卢现祥.创新机制:要“ 一体化” ꎬ不要“ 两张皮” [ ＥＢ /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ＹＡＮＧ Ｙｕｈｏｎ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Ｈｕａｉｎａ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３２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ａｎ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ꎬ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ꎬ ｔｏ ｃ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ｏ ａ￣
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ꎬ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ꎻ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