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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通和贸易而言，河流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生
活和商业动脉。在欧洲，没有任何一条河流能像莱茵
河那样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从荷兰鹿特丹到德国鲁
尔区再到瑞士巴塞尔，一座座经济重镇宛如一颗颗珍
珠，在莱茵河经济带上熠熠生辉。

莱茵河发源于欧洲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全长 1233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航运量最大的内陆运河。莱茵河
主要流经德国，在德境内长度达 865 公里。德国 60%以
上的工业都集中在莱茵—鲁尔、莱茵—美因、莱茵—内
卡等流域经济带上，并打造出多个沿河都市圈。

18 世纪中叶，莱茵河已经是欧洲航海工业的重要
基地。随后由于航运和煤炭资源的开发，莱茵河沿岸
成为重要的传统工业基地。但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
传统工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
重，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为综合治理沿岸环境，重
振莱茵河流域经济，上世纪 70 年代由德国政府主导，对
该区域经济进行重新规划和结构调整，一方面大力治
理污染，另一方面推动沿岸产业从重工业向轻工业和
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最终使莱茵河重现清洁和富庶，从
而完成了全球最具现代化的流域经济的转型。昔日

“雾霾笼罩”、“不见天日”的德国鲁尔区，经过发展循环
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如今基本实现了零排放。

目前莱茵河流域经济区已经形成“点、线、面”的布
局。所谓“点”，是指沿河港口城市；所谓“线”，是指内
河网、公路、铁路等运输线；所谓“面”，是指“点”和“线”
结合构成的经济带和经济区。例如，德国的莱茵—鲁
尔都市圈是因工矿业发展而形成的多中心城市集聚
区。在长 116 公里、宽 67 公里范围内聚集了波恩、科
隆、杜塞尔多夫、埃森等 20 多个城市，其中 50 万至 100
万人的大城市有 5 个。这一区域人口达 1100 万，规模
可与伦敦和巴黎都市圈相媲美。莱茵—鲁尔地区是欧
洲第三大经济区。据统计，30 家德国 DAX 上市企业中
的 10 家 以 及 近 40% 的 德 国 康 采 恩 都 将 其 总 部 设 立
于此。

尽管城市众多，德国莱茵河流域城市圈的一大特点
是多中心均衡发展。具体来说，莱茵河流域中心城市
规模差别不大，特大型城市极少。整个德国超百万人
口的城市也就只有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这一城
市圈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各中心城市致力于发展具有
自身特色的功能，而不是一味地求大求全。市场经济
加上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导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化
和市场信息高度透明化，地区封闭和市场保护难以形
成。于是，各城市之间善于也愿意借助和利用其他周
边城市的功能来补自身的不足。因此，城市和经济区
之间的合作多于相互竞争，产业和城镇体系相对均衡，
这也是德国莱茵河流域经济区与法国和英国以大巴黎
和大伦敦为特大中心城市的非均衡发展的最大不同
之处。

尽管泰晤士河是英国的第二大

河流，但由于其对英国发展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当地人以“母亲河”

相称。泰晤士河全长 346 公里，横

贯英国首都伦敦与沿河的 10 多座

城市，流域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

独特的地理和水文条件，使这条河

流在历史上成为欧洲的主要航道，

虽然其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内河

经济带，但泰晤士河对英国经济所

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不过，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商业水运

交通持续衰落，泰晤士河沿河经济

不得不启动重大转型。截至目前，

转型顺利进行，泰晤士河得以再现

生机。

上世纪 80 年代，伦敦沿泰晤

士河地区绝大多数港口、码头被弃

用，成千上万的港口工人失去工

作，工业革命时期繁荣的码头经济

彻底败落下来。严峻的经济和社会

问题促使伦敦发展局痛下决心，试

图为泰晤士河寻求新生命。

首先，伦敦发展局变换发展思

路，把原本繁忙的泰晤士河改变成

一条轻松优雅的河流。伦敦发展局

重视对泰晤士河的旅游开发，由多

家旅游公司经营内河旅游专线，将

西敏寺、伦敦塔桥、格林威治天文

台等著名景点通过游航连接起来，

使之成为伦敦最著名的旅游线路之

一，从而极大带动了泰晤士河旅游

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本失业的港口

工人又重新找到了工作。更为可喜

的是，在伦敦市内的泰晤士河上吞

云吐雾的大货船早已不见踪影，取

而代之的是五彩缤纷的游轮，泰晤

士河比以往更清澈，更漂亮。

其次，借助资金和外力，实施

港口重建工作。30 多年来，英国

政府持续通过投资或引资推动旧港

区的重建，2012 年伦敦奥运会之

所以选择在东伦敦举办，其动机之

一就是要为伦敦东部旧港区经济发

展注入动力。

值得英国人欣慰的是，伦敦旧

港区重建工作取得成效，其中金丝

雀码头的重建令人观止。在该旧港

口上建设起来的伦敦第二金融中

心，足可以与伦敦金融城匹敌。第

一加拿大广场、汇丰银行塔和花旗

集团中心等英国知名建筑群耸立于

此，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巴克莱

银行、路透社等世界超级银行和媒

体也相继迁移到这里落户。不仅如

此，由中国商人投资 10 亿英镑开

发伦敦东部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

去年开始启动，预计将创造 2 万个

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伦敦市政府也大

力发展旧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由旧码头改建的伦敦城市机场成

为伦敦五大国际机场之一。贯穿

金丝雀码头和老城区的无人驾驶

轻轨列车已经开通，每天从凌晨

运营到午夜时分。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前，横跨伦敦泰晤士河、连

接 南 北 两 岸 的 “O2 体 育 馆 ” 和

“EXCEL 会展中心”的空中缆车

开通，全程耗时仅 5 分钟。缆车

系统每天对外开放，每小时可以

双 向 运 载 2500 名 乘 客 。 基 础 设

施建设不仅给旧港区居民提供了

交通便利，而且还为旧港区经济

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近年来

伦敦东区受到外国投资者热捧，

该地区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也算

是其中缘由。

泰晤士旧港区何以换新颜
王传宝

法国：河流增强城市功能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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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林林总
总有上千条。其中，卢瓦尔河、罗纳
河、加龙河、莱茵河与塞纳河并称为法
国五大河流。在这 5 条河流中，塞纳河
最负盛名，罗纳河物产最为丰饶，卢瓦
尔河则以其流域之广阔冠绝其首。

塞纳河发源于法国北部的朗格尔高
地，向西北延伸，在勒阿弗尔港附近注
入英吉利海峡，全长 776 公里。塞纳河
流经法国最为繁华的城市——首都巴
黎，因此其名气是法国河流中最大的，
俨然成为法国的象征和代名词。

法国的五大河流经之处，无一不是法
国重要的经济区，塞纳河也不例外。塞纳
河地处香槟和勃艮第两地交界处，土质不
太适宜种葡萄、小麦和粮食作物，因此人
们利用山坡空地种植蔬菜、瓜果。这里到
处可以看到片片森林，被修理得整整齐

齐。森林一般归集体所有，有5至10家不
等的林场主联合为经营小组，按政府或市
政府统一规定，每块森林生长 25 年采伐
一次，分区划片砍伐。

塞纳河流过巴黎后，进入上诺曼第
地区。河谷逐渐变得宽广，马恩河在巴
黎以东注入塞纳河，使水流量更加丰
富。沿着 A13 高速公路顺塞纳河而下，
就会发现河岸两侧山坡更加开阔平缓。
由于气候湿润，土质肥沃，牧草丰沛，
因此是法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航运方面，塞纳河自古就是法国水上
交通运输要道。从巴黎开始，特别是从上
诺曼第塞纳河上的鲁昂港开始，可以看到
塞纳河上船来船往，一片繁忙的运输景
象。塞纳河的终点——勒阿弗尔港更是法
国本土仅次于马赛的第二大港。

罗纳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南部的罗纳

冰川，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日内瓦湖流
出后进入法国，经法国东南部地区注入
地中海。罗纳河流经的最重要城市是里
昂。法国人习惯将巴黎以外的地方称作
外省，而里昂被称为外省的“首都”，可
见其城市地位之重。罗纳河盆地是瑞士
和法国的巨大经济区域之一。罗纳河流
域的农业，大多位于低洼地区、平原和
岛屿上。法国在罗纳河的支流伊泽尔河
和迪朗斯河的上游，兴建了很多灌溉设
施，使饲料作物和饲养牲畜与葡萄园、
果园和蔬菜种植并存发展。

航运方面，罗纳河一直是沟通法
国南北部之间的运输通衢；瓦莱的罗
纳河河谷在瑞士也一直起着类似的作
用，随着在高山障碍之下修筑许多铁
路和公路隧道后，河谷作为运输路线
的作用尤为明显。

卢瓦尔河发源于法国西部边陲的
塞文山脉，向西流入大西洋，是法国
第一大河，全长约 1020 公里，是法国
境内最长的河流。河流两岸有许多精
致的小山丘，古老的城堡掩映在绿树
丛中。卢瓦尔河谷地区是法国最为重
要的葡萄酒产地。因此，以古堡和葡
萄园为主题的观光旅游项目成为卢瓦
尔河沿岸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业态。

除此之外，法国人还将卢瓦尔河
称为法国最后一条“野生河”。这是因
为在一些大型水坝和防灾设施大行其
道的当下，卢瓦尔河是极少数的几条
没有被人工拦截的河流。法国政府将
整条卢瓦尔河列为欧洲重点生态保护
网，并在河上设立专门的岛屿，用以
保护往返迁徙于卢瓦尔地区和热带非
洲之间的燕鸥等鸟类。

很多国家把沿江沿河流域

的经济开发作为经济发展战略

重点，通过兴建水利工程充分

挖掘沿江沿河流域巨大的能源

蕴藏量，依托水源、土地以及其

他 自 然 资 源 打 造 具 有 一 定 规

模、分工合理、互补互给的产业

密集带，从而带动整个流域的

经济发展

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境内高山林立，冬季寒冷漫长，
矿产资源匮乏，但正是这个“欧洲屋脊”上的国家，无论是
经济竞争力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位居世界前列。究
其原因，瑞士依托河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
了相关产业发展，从而盘活了经济。

瑞士是一个多湖之国，有记载的湖泊达 1400 多个，
河湖面积达 1726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4.2%。从
19 世纪开始，瑞士就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发挥其湖光
山色之优势，设计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遍及水上水下、
山上山下、地面空中，并且设计了许多文化与自然、历史
与现代完美融合的旅游项目，全年吸引着不同年龄、不同
爱好的旅游者。从莱茵河到阿勒河，从日内瓦湖到苏黎
世湖，凡是有河湖的地方就能见到种类多样、大小各异的
船艇和水上运动，仅水上旅游活动就包括水上泛舟、帆
板、潜水、冲浪等。

在旅游业发展中，瑞士善于与其他行业相结合，充分
发挥辐射功能。会展业既是旅游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又
是带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世界“五大车展”之一
的日内瓦车展到世界最大的钟表珠宝展——巴塞尔钟表
珠宝展，瑞士每年举办 3000 多个国际性、区域性会议及
数百个展览会，参观者近千万人次，因会议而来的外国游
客超过 3000 万人次。每年在瑞士山区小镇达沃斯举行
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经济界以
及媒体代表 3000 多人出席。正是这些著名的会议、展
览活动落户于此，才有力地带动了日内瓦、苏黎世、巴塞
尔、洛桑和圣加仑等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瑞士的城镇建设又同旅游统筹推进，绿色掩映
中的无数袖珍小城镇组成的城镇网已成为瑞士城市化的
一大特点。瑞士中小城镇如串串珍珠散落在河湖和交通
要道两侧，城镇建设布局充分考虑旅游发展空间，城市设
施高度兼顾旅游服务功能，比如建设旅游信息咨询系统，
推进城市环境景区化等。这些旅游小镇既是“景区”又是
城镇，全国城乡几乎变成一个有机结合的大景区和大度
假区。

当然，这一切发展的基础是要长期保持瑞士青山秀
水的巨大优势。为此，瑞士高度重视环保投入，建立健全
保洁机制。瑞士大多数牧草场都属于当地居民所有，他
们喜欢用牛粪做肥料，易于造成对水源和河流的污染。
为了鼓励当地居民保持生态的原生性和自然性，瑞士政
府每年提供大量财政补贴，推动土地的非农化，同时减少
居民给草地施肥量，以达到草场自然生长的目的。而在
污水处理方面，只要是人口集中的山村，当地政府都建立
了相应的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必须经过多池沉淀再经
处理，达到规定标准后才能对外排放。

200 多年来，瑞士不断发掘旅游内涵，以此带动河湖
经济的发展。如今，瑞士年均游客多达 6500 万人次，其
中外国游客逾 1300 万人次，年均旅游收入近 130 亿瑞
郎，旅游竞争力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发达的旅游业
早已同机械、化工一起，成为瑞士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瑞士：
因地制宜发展旅游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德国：

莱茵河均衡发展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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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横贯英国首都伦敦与沿河的 10多座城市。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摄

奥地利：
多瑙河协调发展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是欧洲极为重要的国际河
道，全长 2857 公里，流域面积 81.7 万平方公里。多瑙河
发源于德国黑森林地区，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
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
瓦和乌克兰等 10 个中欧及东欧国家，是世界上流经国家
最多的河流，最后从多瑙河三角洲注入黑海。多瑙河流
域范围还包括波兰、瑞士、意大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共和国、阿尔巴尼亚
等 9个国家，有大小 300多条支流。

欧盟及多瑙河流域成员国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
始考虑如何发挥多瑙河流域国家的优势，实现流域内
的共同发展。多瑙河流域国家于 1994 年签订多瑙河保
护公约，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ICPDR）于 1998 年开
始运作，为欧洲最大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多瑙河水资源
管理及永续发展。多瑙河战略则作为欧盟在多瑙河流
域跨区域开发方面实施的一项全面综合性战略，旨在
统一流域国家在水资源及环境保护、交通及经济发展
等方面共同进步。

多瑙河流域人口达到了 1 亿人，目前参与多瑙河战
略的国家达到 14 个，其中 8 个为欧盟国家。在这 8 个欧
盟国家中，有 6 个是新入盟国家。与此同时，多瑙河战略
成员国当中还有 6 个被认为是潜在的可能加入欧盟的国
家。因此，欧盟将多瑙河战略作为推动欧盟东扩，连接欧
盟与东南欧地区的重要战略。此后，成立了多瑙河战略
委员会，负责协调相关政策。在制定该战略时，各成员国
和相关各方确定了多瑙河战略的四大政策支柱，包括加
强多瑙河流域国家的联系；共同开展多瑙河流域环境保
护；促进多瑙河流域共同繁荣；强化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影
响力。

在此政策的指引下，多瑙河战略以欧盟区域发展政
策为依托，重点关注流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
护、旅游产业、航运等方面的共同优势和利益，利用欧盟
区域发展资金的支持谋求共同协调发展。

目前，多瑙河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流
域各国目前正在为进一步落实具体的政策措施努力。例
如在洪水防治方面成立流域国家共同协调的应急反应机
制、在经济方面举办多瑙河流域国家企业论坛并共同建
立多瑙河研究与创新基金等。近年来，多瑙河流域国家
还就共同打击犯罪、跨地区警务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并致力于在未来将合作尽快推进至实践阶段。

总体来讲，多瑙河战略仍处在起步阶段，这一综合性
地区战略仍需要不断的修正和实践。但可以肯定的是，
多瑙河战略与欧盟早前的波罗的海发展战略一样，将流
域合作与协同发展作为区域跨国协调战略的基本方向。
利用流域优势、紧抓共同利益则成为多瑙河流域国家共
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位于德国科隆的霍亨索伦桥横跨莱茵河，是德国最有名的铁路桥之一。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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