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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区域分工协作与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
———基于国外流域经济带发展经验的思考
杨德才,余摇 玮
(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摇 要:该文在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产业分工协作等现状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当前长江经
济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还结合美国密西西比河和欧洲莱茵河流域经济带发展的经验,就中国长江经
济带良性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经验借鉴;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7摇 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2404(2014)65-0080-07

摇 摇 2014 年 3 月全国“ 两会冶 期间,李克强在《 政府

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供给,以各自的比较优势

工作报告》 中首次正式提出“ 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

为基础进行产业分工发展当地经济。 目前长江沿岸

长江经济带冶 的建议;9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依托

各地区通过经济发展已形成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意见》 ,该《 意

成渝经济区等三大板块,淤 长江经济带通过三大板

见》 明确提出要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

块之间的要素、产业及市场衔接而形成一个集整体

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在当

性、流通性、密集性于一体的大区域经济体。

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增速放缓的“ 新常

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态冶 关键时期,建设长江经济带,对于挖掘经济增长

地位,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成渝经济区等三大板

新的红利,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块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也呈现不同的经济发展

本文拟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现状,发
现制约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借鉴密
西西比河和莱茵河两个国际案例的经验,从区域经
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态势。 本文选取 GDP 比重、产业结构等指标来考察
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1. 1摇 GDP 比重

统计资料显示,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发展中

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2008 年以来,经济总量始终
占全国总量的四成以上,并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1摇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2013 年更是占到 45. 62% 。 仅从 GDP 的占比来看,

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 20% ,是中国的第一大河

长的加速器,而且对于目前处于“ 新常态冶 下的中国

及世界第三长河。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黄金水

经济来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更是保持中国经济中

道,作为东西部地区横向联络及南北地区纵向沟通

高速增长的稳定器。

的交通纽带而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江横跨 9 省 2

市,自东向西依次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

游以及成渝地区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有细微变

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 各沿江省

化。 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中仍然发挥着领头羊的作

长江干流全长 6 300 公里,流域面积达 180 万

市依托长江独特的区位优势及强大的航运能力,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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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

从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8 年来,长三角、长江中

用,但其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的 GDP 占比却呈现下
降的趋势,从 2008 年的 50. 06% 下降至 2013 年的

45. 60% ;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的 GDP 占比却不断
上升,在 2013 年分别达到 31. 81% 和 22. 60% 。 近

淤摇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中游地区,包括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成渝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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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来,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经济总量增长更快的原
因,主要应归功于中央的“ 西部大开发冶 和“ 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冶 战略的实施。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
密集于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开始跨区
域向中西部流动、聚集,同时还伴有大量的产业转
移,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受益于此而实现了经济的快
速发展。 可以预期的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
市群将是日后长江经济带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发展
的“ 新增长点冶 。

图 2摇 2008-2012 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变动柱状图

从表 1 和表 2 我们可以看出,2012 年长江经济

带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按地区横向比,长三角的经济
主要依赖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二者占总体经济的
95. 21% ,特别是第三产业近五年持续增长;长江中
游地区、成渝地区目前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 按产
业纵向比,第一产业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第
二、三产业都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且第一产业在三个
地区的分布较均匀,而第二、三产业在各地分布方差
图 1摇 长江经济带中长三角、长江中游、
成渝地区 GDP 占比变动轨迹

数据来源:2012 年及以前的数据根据《 国家统计年鉴》 整理,2013 年
数据根据国家 统 计 局 数 据 库 2013 年 数 据 整 理; GDP 数 据 为 名 义
GDP,即以当年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

1. 2摇 产业结构

从图 2 我们可以看到,自 2008 年以来长江经济

带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特征明显,第一产业比
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比例在 2009 年略
有下调后又持续增加两年,在 2011 年比例达最大值

49. 92% ,2012 年又开始下降,整体呈波浪状有细微
变动,但比值仍维持在 49% 以上的较高水平;第三
产业总体显现出增长的态势,2012 年比例和四年前
相比增长近 2 个百分点。 随着长江中上游的开发以

较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分布较悬殊。
表 1摇 2012 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产业比例( 按地区)
地区 \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长三角( % )

4. 79

48. 02

47. 20

100. 00

成渝地区( % )

12. 94

48. 44

38. 62

100. 00

长江中游地区( % ) 12. 81
长江经济带( % )

9. 13

51. 02

36. 17

49. 06

41. 80

100. 00
100. 00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整理所得。

表 2摇 2012 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产业比例( 按产业)
地区 \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长江中游地区( % )

24. 20
44. 33

45. 18

52. 12

长三角( % )

成渝地区( % )

长江经济带( % )

31. 48

100. 00

32. 87
21. 95

100. 00

27. 34
20. 54

100. 00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整理所得。

及长江沿岸地区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业在长江经
济带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在原有的产业结

从上述两个指标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长江经

构基础上,加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刺激,使长江

济带的发展现状总体上是良好的,长江经济带在中

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一直靠工业支撑,工业发展迅速;

国经济中处于占住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 长三角地

但近些年来,服务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推动下也

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要依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长

实现了较快发展。 因此,从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的

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在承接沿海地区和东部产业

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

转移的同时,除了专注于二次产业的发展之外,应更
多地用心于一产与三产的发展,通过发展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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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夯实二次产业的基础,来降低一产的占比、提升

当地的发展优势,如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本、技术以

三产的占比。

及市场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而是盲目追求所谓经济

1. 3摇 发展梯度

效益高的产业,结果导致重复投资,产业结构趋同。

下游地区水平不一,各具特色。 上游地区的经济梯

成梯度层次,反而恶化竞争,特别是在外贸出口中的

度处于中低位置,下游地区则处于高梯度的顶部,在

竞相压价。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中的上、中、

这种产业同构使分工与协作难以发展起来,不能形

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上落差十分明显。 根据对各省

长江中游地区和成渝地区的产业同构化现象也

市优势行业的分析,长江经济带优势工业布局由东

非常明显,各省的主导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石油和

向西呈现轻工业、重工业向原材料、采掘业过渡的空

天然气、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烟草加工、食品

间态势。 这种经济发展上的梯度差异,为经济带内

加工、黑色金属等产业上。 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

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例如,沿海

竞争导致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方面,产业同构

过去的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沿着长

化导致地方的资金、劳动力等被这些重复的产业所

江流域向中西部转移,这样做,既可以阻止中国劳动

占用,而没有利用在当地更具有效益优势的产业上,

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趋势,又充分符合了雁形发

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最优化,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

展规律。

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产业同构化弱化了地区间

2摇 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产业分工与协作机制效应,削弱了地方经济发展的

长江经济带由于受到地理位置、资源环境、国家
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距较大,因此通过促进各地
区产业分工与协作,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的协调发
展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中之重。 但是受各行政区

优势,反过来又加剧了各地的经济攀比和恶性竞争,
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化。
2. 2摇 省际行政壁垒的存在阻断了各类生产要素在
长江经济带内各省际间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

摇 摇 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地方政府实行“ 各自为政,
以自我为中心冶 的分治模式。 行政机构管理地方经

域竞争的影响,目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中还存在

济,行政区域的分治状态造成地方经济发展也以行

不少约束其更好发展的问题。

政区为界,形成行政壁垒。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为了

2. 1摇 省际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产业同构、重复

各自的利益,提高本地的 GDP 指标,经常会存在地

摇 摇 以长三角为例,为了招商引资,沪苏浙三省市互

外实行不同的政策,以争夺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保

性竞争中,三省市及其行政区域内的各城市以拼地

竞争中,这种以省级行政单位为核心而实施的偏重

建设等现象十分突出

不相让,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陷入了“ 倾销式冶 的恶

区间的竞争,通过在税收、信贷方面对区域内和区域
证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全国 31 个省际发展的

价、拼税收等来争夺外资。 各城市在招商引资上的

保护行政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双重政策以及其所形成

“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冶 ,竞

的事实上行政壁垒,阻碍了区域间的生产要素和产

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 以土地转让为例,苏南

品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大区域( 如长江经济带) 间产

某些地方的土地出让价格只有 5 万元 1 亩,在恶性

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优化,大大降低了地区间产业分

压至每亩 5 万元的超低水平,上海郊区的一些土地

例如,由于地区保护,正常的产业“ 雁形发展冶

竞争的压力下,周边的宁波、杭州地区也只好将地价

工和协作的效率。

也不例外。 其实,成熟的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的投

过程被阻隔。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民工还主要

入和土地出让金应在 15 万元 1 亩的水平。 这样,当

集中在沿海便是一个问题,这不仅说明中西部地区

9 省 2 市,各个行政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基本上也都

致巨大的人流成本,导致不合理的交通流放大。 金

再例如,各地区政府为追求各自经济的增长,同

各地都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拖延这一转移过程。 产

时响应中央政府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号召,没有结合

业转移缓慢或不足,带来的问题较多,其中最主要的

地政府每亩要倒贴近 10 万元。 放眼长江经济带内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发展不足、城镇化滞后,而且导

是如此,如出一辙。

融危机后,本应加快这一进程,但实际情况是,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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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沿海地
区因房价过高而导致的城镇化成本过高,使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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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长 1 232km,流域面积 22. 4 万 km2 ,主要流经

德国和荷兰境内。 莱茵河流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人

半城镇化问题解决起来难度较大。 因此,急需加快

口、城市密集、经济发达、强国林立的地区,这种自

产业转移,降低城镇化成本,加快中西部城镇化进

然、社会、经济特征决定了莱茵河流域的综合开发模

程。 只有产业与城镇化相互支持发展,东部与中西

式,即以航运为主,综合利用水资源,建立沿河产业

部地区差距才能明显缩小。 与之相关联,还有一个

密集带。盂
密西西比河位于北美洲中南部,全长 6 262km,

问题,就是地区间的产业关联或分工问题。 中国的
区域间有明显的梯度,但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紧密的
产业联 系, 只 有 在 区 域 间 形 成 产 业 分 工 ( 按 产 业
链) ,才能形成高效的产业联系。

于

2. 3摇 生态机制遭到破坏,经济效益的增加以损失环
境为代价,环境污染严重

摇 摇 长江经济带受地理区位的影响,在长江沿岸及

支流有诸多港口及工业化城市,根据产业发展理论,

是世界第四长河,同时也是北美最长的河流和流域
面积最广的水系,支流达 250 多条,总流域面积 322

万 km2 ,流经美国 31 个州和加拿大的 2 个省,约占
美国国土面积的 41% 。 利用便捷的水运条件发展

航运,同时开发密西西比河丰富的矿产资源,形成了
密西西比河沿岸产业聚集带。 其中田纳西河流域经
济的发展是密西西比河开发和发展的特色。

这些城市在工业化的初始过程中,都大量承载着金

综合来看,莱茵河、密西西比河经济带良性发展

属加工、机械、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造成大

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主要在两个方面:

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加上矿产、生物等自然资

3. 1摇 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各地特色产业,

源的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
当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的转换升级,东部
及沿海的高耗能工业和低端的制造业将尽快向中西
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这些项目时必然会打破
原有的生态机制,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诱发生
态危机。 从国内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生态
事件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普遍
存在竭泽而渔、以邻为壑的短视行为、机会主义倾
向,极易引发生态严重破坏的“ 公地悲剧冶 。

3摇 国外流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利用发达的水运,同质产业并蒂联合,发挥规模效
应,形成更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区
摇 摇 莱茵河主要流经荷兰和德国境内,而且流域内
自然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两国根据各自不同的进
行产业分工。 莱茵河流经德国境内有 865 公里,占
河流 全 长 的 70. 2% , 流 域 面 积 占 德 国 总 面 积 的

40% ,且德国境内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磷矿资源,利用

这两方面优势,通过莱茵河进口大量铁矿等资源,德
国建立了涵盖钢铁、机械、化工、电力等方面的发达
的工业体系。 同时境内各沿岸相同产业的城市以各
自毗连的城市或港口为中心形成连片工业区,如鲁

从地理科学角度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属于区

尔工业区,“ 莱茵-美因冶 工业区,以“ 连体双港冶 为中

域经济中典型的流域经济发展模式,依托长江“ 黄

心组成的另一工业区,加上斯图加特工业区,形成德

金水道冶 蕴含的丰富的 自 然 资 源 及 强 大 的 航 运 能

国境内密集的产业群。 这些工业区依靠自身的产业

力,长江沿岸各省市结合各地自有资源禀赋以及区

集聚优势,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突出了各地的竞争

位优势发展经济。 介于目前中国长江经济带还处于

优势。 如以钢铁生产为主的鲁尔工业区,从莱茵河

发展阶段,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产业体系,且存在诸多

畔的汉博恩到南面的莱茵豪森的莱茵河岸线,包含

问题,因此我们将借鉴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

大小港口 74 座,这条沿河钢铁走廊集中德国粗钢生

和欧洲莱茵河流域的开发案例,深入分析长江经济
带有关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问题。
莱茵河发源于欧洲南部的阿尔卑斯山,流经瑞
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等 6 个国

产的 40% ,生铁生产的 47% 和轧钢的 39% 。 鲁尔
区成为“ 德国及欧洲的心脏冶 。 荷兰通过进口原料
进行石油加工化工、硫酸、化肥的生产,在鹿特丹以
西海岸到多德雷赫特形成一条 50 公里长的沿河石

于摇 王小广:《 建设长江经济带急需解决的四个问题》 ,《 改革》2014 年第 6 期.
盂摇 张敦富:《 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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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走廊。 这与德国境内的工业区连接成莱茵河
中下游的一条链状密集产业带。

榆

密西西比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造就一批沿河

过《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 ,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流
域管理局( TVA) ,该法明确规定 TVA 有权以联邦政

府机构的名义对田纳西河流域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

工业城市,如依靠中上游丰富的煤炭资源和附近高

使用和管理,避免在美国联邦制体制下州政府各自

品位的铁矿石而形成的钢铁城市匹兹堡,依赖密西

牟利,从而影响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统一性和整体

西比河流域的有色金属和发达且低廉的水电而形成

利益。 欧洲各国在莱茵河的统一管理上,也制定了

的冶金中心圣路易斯,下游的路易斯安那则是美国

一系列独立的、双边的或者多边的法规条例以及协

三大石油产地之一。 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使密西

议和公约。 比如,欧洲为了提高航道通过能力,早在

西比河成为美国内河航运的大动脉,每年完成的货

欧共体成立之前,西欧国家交通部长会议专门委员

运量 稳 定 在 5 - 6 亿 吨, 约 占 全 美 内 河 航 运 的

会就制定出欧洲航道的等级标准,欧洲经济委员会

3. 2摇 通过制度创新创建综合立体的制度体系,确保

1 350 吨的欧洲标准自航驳船能畅行无阻。 航道的

摇 摇 为了避免莱茵河沿岸各个国家和密西西比河沿

莱茵河产业密集带的形成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

的最大化,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对各自的流域管理实

最后,从基金方面,通过建立一个资金渠道多元

行制度创新,从机构、法律、基金等方面确立各自相

化的基金以确保流域内各地区的利益。 美国田纳西

关的跨区域的联合协调制度。

管理局兼有国家公共机构和私人经营机构的双重性

60% 。

虞

河流沿岸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的整体效应

河各个州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流域整体经济

首先,从机构方面,美国和欧洲分别成立了跨区
域和部门的协调管理机构,用于对密西西比河和莱

还规定,国际航道至少应符合四级标准,以使载重
通畅保证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
展。

质。 TVA 在建设初期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后

期资金结构转化为田纳西河流域经济开发所得的营

茵河沿岸实现统一管理。 美国于 1879 年成立密西

业利润和折旧基金,TVA 将资金继续投资于田纳西

拥有较为独立的自主管理权。 主要是研究密西西比

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 TVA 单独发行公债,自

西比河委员会,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开发与管理,
河的开发治理规划,制定防洪措施,解决修整河道计
划,保护堤岸和改善航运等问题。 针对密西西比河
支流田纳西河因长期贫困落后的问题,美国于 1933

年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简称 TVA) ,由该局对

河的经营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并偿还国家拨款。 1959
筹资金进行发展建设。

4摇 促进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的分析,并结合国外

田纳西河流域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 田纳西河

流域经济带开发建设的经验,现就中国长江经济带

流域内所有的自然资源不应只满足某些部门或社会

的良性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集团的利益,必须统一协调开发,寻求流域优势的全

4. 1摇 弱化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利,明确市

面发挥。 随着在 TVA 的管理下,田纳西河治理工程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突出市场机制的地

的逐步推进带动了流域内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的发

位

展。 欧洲在 19 世纪中叶针对莱茵河的航运设立航

摇 摇 地方政府主导各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度追求

会冶 ,以全面处理莱茵河流域保护问题并提供解决

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和协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因此,

其次,从法律方面,美国和欧洲皆通过立法制定

“ 管理型政府冶 向“ 服务型政府冶 转化。 放松地方政

运管 理 机 构,1950 年 成 立 “ 莱 茵 河 保 护 国 际 委 员
方案。

强制有效的规范,以兼顾各方利益从而保证流域经
济发展的整体性和持续性。 美国国会于 1933 年通
榆摇 张文合:《 国外流域开发问题的探讨》 ,《 开发研究》1992 年第 2 期.

经济绩效而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同质化,是影响长
要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从
府对地方经济的管理约束,减少政府主导的自主性
的经济决策,避免出现由于行政性干预而造成的市

虞摇 夏骥、肖永芹:《 密西西比河开发经验及对长江流域发展的启示》 ,《 重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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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地方经济的发展应以当地优势为基础
并结合整体市场情况进行发展规划,产业分工及区
位分工是在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优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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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摇 促进长江经济带内各区域工业合理布局与发
展

摇 摇 作为工业化发展时期的主导产业,工业与区域

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长江经济带工业的结构与空

而产生,因此,长江经济带各区域要突出各自的区位

间布局,既有其整体性,又有不同工业类型的明显区

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避免出现因产业雷同而

域差异。 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与合理布局的基本思

影响区域定位,进而影响区域分工合作的效率和一

路是:东部地区应积极利用国外资金、资源的市场,

体化发展。 对于同类产业结构性质的产业,可以根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高新技术、集约经营,重

据地缘优势,通过市场的自发性经济决策功能进行

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值较高、技术含量大的产业

产业整合实现规模效应,比如通过企业跨区域的兼

和产品;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技术基

并、重组及再投资等实现某一产业的产业集聚,形成

础,发挥资源优势,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吸引东部

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工业区。

地区传统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力发展资源初

4. 2摇 打破行政壁垒,确立综合的跨区域联合协调机

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依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制

趋势及中国宏观政策导向,经济带内未来重点发展、

摇 摇 跨区域联合协调机制的设立必须从机构、法律

建设的支柱工业行业应是: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工

和基金三个方面综合考虑。愚 首先,要成立一个跨行

业、石化工业、钢铁工业、建材工业和机电工业等。

政区的联合协调组织机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各行

在空间布局上,应首先依托上海、杭州、宁波、苏州、

政区派专人任职,代表各省的意愿及利益诉求,通过
建立民主的管理模式来综合管理长江经济带,保证
长江经济带内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
动。 该协调组织机构可以跨越省级行政限制对长江
经济带内的任何有利于整个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的
项目进行直接审查,避免层级审批和行政壁垒而产
生过高交易成本,从而影响项目运行的效率。 其次,
建立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制度来
规范地方政府的市场行为,破除行政壁垒的束缚,为
跨区域联合协调组织机构的执行提供有利的保障。
针对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域性歧视政策,而造成
经济效率低和社会福利受损等现象,要进行惩治。
但是,对行政壁垒及是否存在对社会福利造成负面
效应的相关界定还是很模糊,因而,法律机制的设立
还很漫长。 最后,成立跨区域的多元化渠道的共同
发展基金,调动各省市利益主体参与协调的积极性,
确保各省共同权利干预资源分配。 该基金的资金来
源初期由中央政府提供,国家财政统一拨款,各省共
同用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后期将一些未来具
有盈利性质的项目通过发行债券,吸引民间资本或
者国外资本,扩大融资渠道,减少地方财政的负担,
弱化地区行政意识,促进资金的跨区域流动。

无锡、南京、合肥、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贵
阳、昆明等大中型城市,并以它们为支撑点和辐射
源,利用区域综合交通网络,沿江、沿线、沿路重点展
开,加强与经济带内其他中小城市的经济交流,促进
经济带内工业的区域分工与合作,进而达到工业协
调有序发展的目的。
4. 4摇 加强以现代化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是内河航运的建设。 要尽快改革长江航道

多年失治,基本处于天然状态,船、港、道、桥、通讯等
不配套现象十分严重的局面,花大力气整治长江干
线航道,更新船舶,改善航运工具,提高沿江港口设
施的现代化水平,并采用现代化管理技术,真正发挥
长江水运在沿江大宗物资运输中的主体地位和长江
“ 黄金水道冶 的作用。 其次是铁路和公路等陆上运

输的建设。 要尽快改革长江经济带内铁路南北纵向
多、东西横向断断续续、公路干线路网国道少、省际
联系差的不利局面,把沿长江南北两岸建造现代化
铁路系统和发展沿江高速公路系统问题尽快提到国
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议事日程。 再次是加紧建设以浦
东国际航空港为桥头堡,向外横跨太平洋联接世界,
对内联接中国各大中城市的长江经济带航空网络,
加紧建设由程控交换机、大容量光纤、通讯卫星及其
他现代化通信装备交织而成的、涵盖整个长江流域

愚摇 杨德才:《 用制度创新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 ,《 中国发展》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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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球的现代通信网。 最后是重点开发长江河口

为东部输送生命健康资源,而这些输送必然会约束

深水航道和深水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中上游的发展,使经济带内发展不公平的现象长期

4. 5摇 实施下游对中上游的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确

存在。 因此,应尽快扭转下游与中上游的经济差距

立生态重构机制

过大的趋势,希望国家能在长江经济带率先构建并

摇 摇 针对长江经济带在产业分工协作过程中产生的

实施下游对中上游的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这应该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必须要建立生态重构

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最佳突破口。

机制。 首先,对于长江流域中的环境问题,实行“ 谁
污染,谁治理冶 ,各地方政府出资治理环境污染,强
化各省的生态环保意识,减少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
产生的环境问题。 其次,要建立生态重构的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治理长江流域中跨区域所产生的环境
和生态问题。 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和国家政策性银行
的项目贷款,加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确保
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科学
测算补偿标准。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补偿的效果,也
关系到补偿者的承受能力。 要改变目前中国生态补
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一刀切冶 、主观性随意性较
大等问题,必须在综合考虑上游生态系统建设和保
护成本以及下游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经济损失的
基础上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并使之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 这将有助于避免补偿不足、应补未补或
者补偿过度等现象的出现,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双方
分歧,提高谈判效率。 第四,构建并实施下游对中上
游的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中上游经济还是
资源输出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三江源冶 等水安
全保护等,中上游既为东部的发展输送生产资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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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und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Based on Experiences of Foreign River Basin Economic Zones
YANG Decai, YU Wei
(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issu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s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ts economic status and industrial division.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in the Missis鄄

sippi River economic zone as well as the Rhin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 paper argues some policy proposals for
sound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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