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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发展观关注长三角金融合作与互动
施书芳
（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６）

摘

要

本文从国家战略和长三角整体利益出发，立足于寻求长三角地区金融联动的有效策

略。深入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资本流动的特点，通过对长三角主要城市综合经济实
力以及当地工商银行经营质态的比较论证，剖析其优、劣势所在，认为在目前体制、政策、规则等逐
步理顺的背景下，区域间金融合作、互动已具备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如何拓展思路，用科学发展
观指导和加强两省一市间的金融合作与互动，对于加快长三角整体金融发展，形成长江三角洲的区
域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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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速上：江苏参差不齐。苏州为１５城市

２００３年长江三角洲地区１５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表１

突破２万亿元。达到２２ ７７５亿元。从总量比重分析，

第一层次各城市综合实力对比

２００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１６ ６９４亿元，长三角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
１９．５％。从增长速度分析，长三角地区１５个城市中
最高增速为１８．０％，最低的亦为１１．８％，分别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８．９和２．７个百分点。面积只占全国约
１％，却创造了全国近２０％ＧＤＰ，优势无以伦比：集
“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身，产业布局得天独
厚，人才资源相对丰富，长三角已经成为拉动全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地区。
一、苏浙沪经济实力对比及金融特点分析

表２第二层次各城市综合实力对比

１．苏浙沪１５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
上海经济总量稳居首位，江浙两大领域各具优
势。上海起着引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稳居首位，对长江三角
洲地区城市联动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１５城
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看，除上海外，江苏略强于浙
江（表１～表３）。

根据２００３年情况，长三角１５个城市已形成你
追我赶的竞争格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作者简介：施书芳，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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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第三层次各城市综合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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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正逐渐缩短居民收入与上海、浙江地区的差距。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上半年人
均消费支出达５ ３９８元，浙江５市为４ ５４２元，江苏
８市为３ ５５７元，上海和浙江比江苏平均水平分别
高出１ ８４１元、９８４元。

在江苏“沿江带”与浙江“杭州湾”核心竞争力
上：江苏首次领先。除上海的“１７３计划”外，“沿江开
发战略”和“环杭州湾产业带”分别是苏浙的省政府
最快，增幅达１７．５％，稳居长三角首位，南通、扬州、

级战略。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江苏沿江城市主要经济指

泰州增速较低：浙江各市增幅相对均衡，最高为嘉

标增长速度全面高于浙江环杭州湾城市，江苏沿江

兴．列长三角第二位：上海增幅为长三角最低。

城市在长三角地区中的经济份额提高。

在地方财政上：收入总量列前５位的分别是上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江苏省沿江８城市实现国内生

海（４５９．１亿元）、苏州（９６．６亿元）、南京（９２亿元）、

产总值４ ６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７％；浙江省环杭州

杭州（７９亿元）、宁波（７０．６亿元），增幅列前５位的

湾６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２ ８４６亿元。同比增长

分别是扬州（４１．２％）、湖州（３９．９％）、苏州（３９．４％）、

１４．２％，江苏８市高于浙江６市０．５个百分点，占长

上海（３８．２％）、无锡（３７．７）。

三角总量的比重由２００２年的４３％提高到４５．１％。

在利用外资上：苏州取代上海成“老大”，江苏整

从江浙两省体现核心竞争力的消费、投入、出口

体实力增长快于浙江、上海。江苏８市为７１亿美元，

三大指标的比较看，上半年江苏沿江８市高于浙江

同比增长６８．９％：浙江６市为１９．３亿美元，同比增

６市３．１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江苏８市增长高于

长６３．７％：上海为３３．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４．５％。在

浙江６市３４．１个百分点；上半年江苏８市外贸出口

经济开放度上，苏州、上海与其他１３市悬殊较大。

同比增长高于浙江６市８．３个百分点。
２．苏浙沪金融质态比较

２００３年以来。长三角利用外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经

（１）整个金融系统比较（表４，数据取自２００３年

济开放度全面提高，上半年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开
放度达到１０５％．其中苏州名列第一，达２０１．７％，为

６月３０日）

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的２倍；上海列第二，为

表４主要项目指标比较

人民币亿元

１５５．２％。为长三角平均水平的１．５倍。苏州、上海两
市的进出口总值和利用外资占据了长三角的半壁江
山，分别为长三角的６４％和５５％，从而提升了整个
长三角的经济开放度，而其他１３市的经济开放度则
低于长三角的平均水平。

在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国际投资开放度

在金融市场方面，上海具有突出的优势。目前全

上：苏州三项指标均居第一；上海的外贸依存度和出

国性的５大金融市场设在上海：证券市场、外汇市

口依存度二项指标居第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居第四

场、货币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中国银联，工商

位。

银行票据中心，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全国９７家城
在城镇居民收入、消费上：江苏远低于沪浙。上

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平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海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７ ４０９元，居长三角榜

国银行和汇丰银行的数据处理中心等一批有重要市

首。浙江５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６ ７５３元，江苏

场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相继落户上海。金融业对上海

为５ ３０６元，比浙江低１ ４４７元，江浙两省居民收入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连年提高，已形成中外资银行共

的差距仍十分明显，但增幅江苏高于浙江。２００３年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１４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中增幅居前三位的城市是苏

江苏金融与浙江相比，一是存、贷款余额大，但

州、嘉兴和无锡。江苏８市平均增长１２．７％，比浙江

增长速度不如浙江快，浙江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

５市平均增幅高２．９％，比上海市高４．７％，表明江苏

款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９和７．９个百分点：二
一２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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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企业利润增幅快于浙江．浙江金融机构实现

表６综合效益指标的比较

人民币亿元

本外币利润增幅为３３％，江苏为４５．６１％，高出浙江
１２．６１个百分点。
（２）工行系统内比较（表５、表６，数据取自２００３
年６月３０日）

就苏浙沪工行比较而言，上海工行在各项存贷
款、中间业务收入、综合效益等方面均居首位，特别
是在中间业务的代理业务、银行卡业务、投资银行业
务上具有明显优势。这表明上海工行在加快业务调

网、联系周边的高速公路网、国际航空港、国际信息

整、推进管理机制整合、金融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

港。２００１年２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的城市规划，把

经营活力。

上海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然而

浙江分行在资产质量、中间业务收入、综合效益
等方面均好于江苏分行，其中资产质量居苏浙沪首
位，三项贷款比上海分行低１．８３个百分点，比江苏
分行低１２．０１个百分点。浙江分行的综合效益比江

（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业比较（表７～表９，数
据取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 １３）

出占全国２２．１％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上海要确立
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离不开江浙这两个重要组成
国际大都市是以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

农行、建行、中行之首，“老大”地位稳固。浙江工行在

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第三产业高度发展、主要

各项存、贷款及占比上排当地四大银行第一位，在利
润上比建行少３．２６亿元，居第二。江苏工行存、贷款

５．７７亿元。

照现行的行政区划。上海市的ＧＤＰ要达到１５％的比

部分。

上海无论存款、贷款、利润收入，工商银行均居

过工行２．０２亿元，为７．７９亿元，工行排在第三位，为

ＧＤＰ必须占全国ＧＤＰ的１５％左右。据测算，如果按

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看．目前整个长三角已经创造

综合效益上与上海和浙江分行具有较大差距。

工行；在利润上建行最高，为１１．４９亿元，农行已超

按照国际标准。称得上国际经济中心的城市，其

例大约还需要４０年；但如果把江、浙、沪的１６个城

苏分行高１０．１６亿元。可见江苏分行在资产质量和

上均超过其他三行，但农行、建行追得很紧，已接近

度引进外资的总额；相继建成了市内快速立体交通

制造业中心、国际性的港口贸易、世界交通的重要枢
纽、城市人口和城区规模等为必要前提。以纽约计，
它的ＧＤＰ值单拿出来可以在全世界国家中排位第
１４，超过澳大利亚；如果将美国５个最大的城市合起
来看做一个国家．它在全世界可以达到第四名。仅次
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社会能量的聚合体，国际

二、长三角金融合作互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１．上海要确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需要以江
浙的经济为依托

大都市对全球技术、资金、人才流动的控制功能超出
了国家的范畴，城市高度职能化，服务于全世界，成
为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中的控制点。在本国区域内，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
动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成功实现体制转型和经济

是绝对的区域中心。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未来的国
际大都市上海必须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依托。

起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经济连续十年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且波动幅度较小；整个１９９０
年代实际吸收外资累计达到４５６亿美元，相当于印

全球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务业在其国民生
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７０％以上。上海的金融服
务和航运实力暂时领先于全国城市。世界几大洲的

表５中间业务收入项目比较表

一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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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６ ９６７．７６

浙江

７

２

９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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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存款余额占比的比较

人民币亿元

１ ５９５．８３

６７０．６８

１

７９０．７７

４１．．７７

２２．．９０

９．６３

２５．７

５９５．３４

２ ７１０．．３８

１

９８２．９１

ｌ ０２１．／７０

１

８８０．．３７

３５．６８

２６．．１ １

１３．．４５

２４．７６

江苏８ ３０３．６

２ ４８６．６７

２

４３９．１５

１ ４０８．９７

１

９６８．８２

２９．９５

２９．３７

１６．．９７

２３．．７１

１５６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了上海，看似“亚洲华尔

合作，通过上海这个窗口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双方

街”，但与纽约的３８０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际经

的互利共赢。加快沿江开发和杭州湾开发，有助于充

济中心城市的ＧＤＰ大多在１ 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目前

分发挥黄金水道的综合优势。形成承接国际制造业

上海还达不到；上海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向江浙地区转移的高水平载体，构筑承接国际资本

达到５０％。６０％，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明显偏

和产业转移的新平台，使国际产业和资本加速向长

低。因此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又必然会与长

江三角洲地区转移。

江三角洲城市群（带）的形成和发展相辅相成。
２．江浙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接受上海的经济
辐射

另外，上海拥有全国性金融市场之一的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和全国性银行间拆借中心，已拥有了与
西方一样的现代金融制度：金融业已成为上海的支

积极推进长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必将促进沪苏

柱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１８％以上。上海金融中心

浙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

物理架构已成形，并已形成多元化、体系化格局；由

江浙来说，接轨上海，有利于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

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

参与国际资本循环：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世界５００强

市场等组成的全国金融市场体系已在上海基本建

企业到江浙投资并设立研发机构；有利于吸引国际

成；金融开放度列全国之首；金融环境安全，金融资

资本。加快改变产业结构的进程，发展自己的支柱产

产质量与经营效益名列前矛，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

业．并以利用外来资本为契机，更好地利用国际的人

确立。

才、资源、开发中心、销售网络，使江浙的产业结构、
人才结构、资本结构乃至区域结构得到调整。

利用上海金融资源与强劲的市场辐射功能，尽
快融人长三角经济、金融联合建设．是江浙难得的重

另外，呼应浦东。实施新一轮江苏沿江开发和浙

大发展机遇。融人长三角，利用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

江杭州湾开发战略．是江浙调整生产力布局的一个

作用，对江浙银行业最大的收益在于能够零距离地

重要内容。江浙可充分借助上海作为东亚重要的国

引进更为先进的金融企业管理理念、先进的现代银

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加强与上海的

行管理经验和业务种类，融上海乃至全球智慧于江
一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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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地方金融，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有

经济到都市圈经济的转变，在机制上走向联合和互

利于更为便捷地走向国际金融市场，提高国际竞争

动。在现有行政区、金融组织体系不变的情况下，一

力，从而在金融业相互学习与合作中迎来更大的发

是在结构调整时应注意整体性、市场协调性；二是在

展机会，迅速完善自己。

辐射与接受辐射的互动中加强城市之间的关联性；

再者，随着长三角金融合作网和建设金融基础

三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决策强调

设施平台呼之欲出，金融监管管理体制、国有商业银

科学性和协调性：四是着眼于增强后劲，发展注重国

行运行机制、金融法律法规等将在不断调整中更加

际性和整体最优性，从而在实现跨区域资源配置和

规范，更具国际化特征。区域内资金、人才、信息的自

资源共享方面争取质的突破，形成以利益为纽带的

由流动将极大地促进整个区域金融的快速发展，银

共同繁荣格局。应从长三角经济、金融全局出发，着

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共同推动着长三角金融市场向

眼于构筑区域金融总体优势。首先建立两省一市的

一体化、多元化、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你中有

利益协调机制，统一业绩考核标准、人力资源调配系

我、我中有你的金融市场体系，为江浙金融实现外延

统，建立供查询和决策分析用的集成化长三角金融

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经营发展的“软环境”。

数据共享系统，使“长三角”金融联合迅速走向行动

人民币的利率、汇率将逐步走向市场化，资本项目即

务实。一方面要依靠“市场之手”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使仍未完全放开，受到限制的资本交易项目也将越

另一方面还要依靠“政府之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充

来越少，江浙可以在金融合作与互动中，利用内地及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调整长三角区域的产

海外市场，积累国际化操作经验，拓展和创新金融业

业布局；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为金融要素的自由

务，吸引以外资为背景的优质客户，为国内外客户提

流动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区域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

供综合金融服务，这将为长ｉ角经济建设注入新的

完善和发展；构建系统集成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金

活力。

融联合网络；协调区域联手进行金融环境整治，实现

三、对长三角金融合作互动的对策建议

区域可持续发展。

１．用市场机制来化解“区划壁垒”

２．用区域制度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互动

目前金融机构的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区划壁垒”

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发展．从“对区域内存在利

是长三角实现金融互动的最大障碍。长三角存贷款

益矛盾甚至已经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进行协调”这

增量占到全国的１／３，但８０％的浙江中小企业渴求

层意义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协调机制尚未取

资金．而上海银行业却承受着几千亿元的存贷差压

得实质性的突破，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目前缺乏合

力，两地在资金上难以取长补短。据统计，目前长三

作制度的框架。目前在人事、工商、商检、旅游包括金

角经济总量已占全国的１７％，区域内银行客户的经

融领域的市场机制已经比较成熟，相关各方利益矛

营活动已经打破区划的藩篱，但“政策壁垒”则严重

盾不大，合作协调的氛围良好可塑。但应该意识到长

阻碍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尽管中小银行和外资银行

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完整的合作体系还需要经历一个

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十分突出，但占７０％～８０％市场份

逐步推进的过程．在目前协商建立合作制度的探索

额的国有商业银行因为机构多、摊子大，各分行基本

中指望治理体系的完备还不够现实．但通过协商形

处于独立经营的状况，跨省市合作及跨行合作阻力

成一些有效的合作制度，然后再逐步扩大合作的范

重重。又由于人民银行部分大区行的设置与经济区

围相对容易实现。

域的范围并不一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

（１）由参与者的策略互动产生合作制度。区域合

协调的难度和信息传递的成本。通过政府提供法规

作制度必须通过参与者自愿、平等和充分的磋商，最

和政策支持的办法来解决行政区划带来的难题是比

后形成合作制度。

较理想化的方式，但在现有经济区域划分范围的管

（２）以各参与方整体利益的平衡为前提。区域合

理模式和法律框架下，通过市场疏导的方式来解决

作制度的互利表现为各参与方整体利益的平衡。区

银行问信息割裂现象，化解“区划壁垒”的阻碍，是一

域合作制度应该是互利的，区域金融联动带来的收

条捷径。

益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共同享有。认真权衡上海及其

做大“长三角金融”，关键是加速区域从行政区

他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是长三角金融合作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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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计。因此利益均衡问题应纳入区域合作制度的

力量对市场的垄断，校正竞争秩序。市场经济下的社

安排之中。

会活动，表现为“大市场，小政府”。企业是真正的主

（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共赢互利。区域合

体，政府的作用在于培育、引导、规范和破除障碍。通

作制度必须是互利的．且这种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应

过签定协议或条约等方式，可以在长三角地区建立

让参与者能够切实体会到，这是合作能否取得实际

一种以市场竞争为基础、非行政扭曲和垄断势力扭

效果的基础。此外，区域合作制度需要对参与者具有

曲的竞争体系，逐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运作的

某种约束的制度，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共赢”的

市场主体功能，阻止单个企业、企业群体或者成员地
区的地方政府在一体化市场内部创造那种有损于经

结果。

（４）合作协议可以具有某种灵活性。对于经济发

济一体化的行为和壁垒，如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政

展水平不平衡的地区，在保持区域经济政策方向基

策等，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让金融企业沿着

本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参与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竞争的路线去经营．保证金融、经济运行的良好环

可以允许一些政策以不同的速度进行实施，可以实

境，激励金融企业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创新。二是建

行多数表决制的政策，甚至可以有一些“例外权”的

立和健全统一的竞争规则．可以为推进长三角经济

附加条款。使合作协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能使

一体化提供重要基础，促进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游

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

戏规则，构建长三角区域金融统一的交流平台。

３．用规范的市场游戏规则营造良性金融合作氛围

５．增强政府的调控和协调作用

从提高金融机构运作效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

（１）增强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增强政府的调控和

效率的角度看，长三角金融资源共享需求是长三角

协调作用．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重视长三角各地区

金融合作与互动的重要推动力。正在构建的长三角

城市金融的特点，加强广泛的磋商和交流，重大决策

金融合作框架，将推动区域内的金融合作达到新的

应广泛听取多方和专家意见．增强政府行为的规范

高度，资金、人才、信息的自由流动，将极大地促进整

性，在更高的层次和层面上协调区域金融合作进程

个区域的快速发展。区域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

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促进长三角金融合作互动协调

汇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平台将组建区域

发展。

性中心．资金在区域内可以畅通无阻地流动；长三角

（２）增强政府行为的公益性。政府应该提供区域

区内金融领域将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对企业的资信

内所有金融团体都能进行公平竞争的均等机会，实

评估等将形成统一标准，并构建统一的金融产品研

行普惠和非歧视原则。

发中心。在此过程中，应当支持和鼓励不同金融机构

（３）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建立能够让区域内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要健全金融立法和自律机制，严

各级金融机构方便地了解政府有关政策和方便地向

格按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办事，形成强烈的法制氛

政府提供意见的机制。形成有效的金融机构对政府

围，通过建立游戏规则和公平竞争的机制来激活金

重大决策的参与制度。

融联动经济，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从法律和法规上
参考文献

营造对内对外双重开放的氛围和规范的环境，保障
各种金融要素充分流动。

１孙海鸣，赵晓雷．２００３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用区域规则缓解行政束搏
由于众多合作项目是相对分散的，如果用行政
的手段进行长三角的跨地区协调，操作难度较大，政
策协调和信息传递的成本较大，管理效率也较低。可
以通过法规（协议或条约）的形式制定长三角各经济
主体共同遵守的规则，利用法制的约束手段主导金

２吴郁文．２１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杨建文．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上海金融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４朱镇华．发展中的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

融合作、互动活动的协调发展。对长三角来说，重要
的是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的区域规则，确定长三角共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

同市场的竞争规则，一是可以降低各地方政府行政

ｏ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Ｕ．Ｓ．Ｂａｎｋ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１

Ｏｈｉｓｏｎ Ｊ．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２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