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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一体化为发展、提升“长三
角”发展能级带来了重大机遇。但要想
进一步联动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
间，开展“长三角”沪浙周边城市群协
调布局研究至关重要。

一是布局“长三角”周边城市群，
建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相结合的现代化城
市体系，城市群之间相互包容、相互融

合和相互渗透；二是布局“长三角”二
级城市群，“长三角”的二级城市群主
要由合肥城市群、南京城市群、杭甬城
市群和上海城市群等次级城市群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协调长三角二级
城市群发展中，要注意提升上海城市群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首位度。要充分重
视舟山群岛新区规划、杭州湾大桥和将
规划建设的杭州湾大桥二桥和三桥对长

三角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重大影
响，重点在港口运能、物流运输、现代
制造业、石油化工等产业进行资源布局
的整合。

一是高起点编制上海都市圈与长三
角城市群联动发展规划。上海都市圈规
划要坚持以国家长三角区域规划为指
导，明确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发展
方向。

二是建议开展杭州湾北岸城市带规
划试点工作。杭州湾大桥及杭州湾东方
大通道为上海拓展城市空间带来了重要
契机，同时，也为上海服务“长三角”
带来了机遇。

三是要重点加大杭州湾北岸城市带
联动发展。上海市域的杭州湾北岸都市
圈要率先规划，提前布局，重点加大南
上海区域产业联动发展规划力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郁鸿胜——

协同创新 提升“长三角”发展能级

2014 年年末，上海交通大学发布
了一份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2014》，
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在“2014 年
中国 6 个城市群综合指数水平”排名中
位列第一。

近年来，随着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
域规划》 获批、上海自贸区建设、长江
经济带发展提速、交通便利化等有利因
素的推动，长三角区域内各种市场要素
加速流动，正使得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走
向“世界级”。

构建区域大市场

1 月 21 日上午 11 点，位于上海张
江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内，数声锣
声响起，来自江苏宿迁的正业食品有限
公司、春绿粮油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正
式挂牌，获得融资新渠道。江苏宿迁市
宿豫区金融办主任陈谨慎告诉记者，

“我们的企业虽然在江苏，但要主动对
接上海。我们推动企业在上海挂牌上
市，对宿迁企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

有走进来，就有走出去。上海绿地
集团刚刚拿下了南京地铁产业项目。企
业在流动，长三角内的人潮也在涌动。
随着长三角区域内高铁网络日渐完善，
长三角城市群间已经形成了 1 小时到 2
小时的快速交通圈，“上海铁路局的客
流高峰出现在周末、寒暑假和各个小长
假。”上海铁路局局长郭竹学说。长三

角城市群间人流的密集流动，已成为一
种新常态。

要素的流动，就意味着市场的构
建。如何才能抓住一个打破城市区划限
制、构建区域间大市场的机遇呢？江
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商务主管部门去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签署合作协议，要
发挥上海自贸区“溢出”效应，加强区
域合作，着力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
断，共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大市场，进
一步激发区域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动
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

比如，在规则体系共建方面，在三
省一市率先推进实施市场流通领域的国
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继续清理市场经
济活动中含有地区封锁内容、妨碍公平

竞争的规定及各类优惠政策，促进规则
透明、竞争有序。

比如，在市场监管共治方面，推动
三省一市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形成权
责一致、运转高效的区域市场综合监管
体系。加强互联网领域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推广“科技＋制度＋保护＋诚信”
治理模式，建立权利人沟通机制和推行
网上交易可疑报告制度。

比如，在流通设施互联方面，健全
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完善长三角
综合运输通道和区际交通骨干网络，形
成互联式、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统
筹规划，建设和改造一批商业设施、农
产品流通设施、物流设施、社区基本生
活服务网点等流通基础设施，保障和服
务民生。

一张长三角城市间联动的图画，正
在展开。

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

纵向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进步明
显；横向看，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长三
角城市群差距还很明显。

在专家看来，世界级城市群通常有
着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如北美五大湖
区城市群，由芝加哥市在 2002 年牵头
成立了“五湖联盟”，每年聚会一次，
就产业竞争、污染治理、气候应对等重
大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确保实现共赢。
分工明确的产业协作体系，发挥了城市
间的互补性。

与世界发达的城市群相比，长三角
城市群协调能力尚待提升。杭州国际城
市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认为，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进程之所以受阻关键是行政
区划的分割。

针对这一难题，去年 12 月 2 日，在长
江三角洲地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
上，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的主
要领导围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
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主题，就如何提
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提出
了两条路径。

路径一，深化改革创新，继续联动实
施上海“四个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
江苏沿海开发和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及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安徽皖江
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积极推动
先行先试的创新成果在区域内推广共
享，放大改革试点效应。

路径二，参与国家战略，积极参加长
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将三省一
市的援疆、援藏、援滇、西部大开发等重
要任务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紧密结
合；统筹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
建设，逐步形成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
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和能源通道；引导
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提高要素配
置效率。

此次会议还着重强调长三角要建设
“世界级城市群”，提出将以上海为中心，
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加强区域
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规划对接
和项目建设。

去年年底，上海交通卡采用住建部
第二代 CPU 技术标准（紫色卡）的互联
互通城市扩大至 16 个，手持上海紫色交
通卡的市民，可以在长三角 16 个城市的
公交、出租等交通工具中无障碍使用。

长三角城市群，要走出“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编者按 城市群是一种高级

空间形态，能够产生集聚经济效

益，是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高的标志。《国务院关于依

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指导意见》颁布后，沿江城市群

的 发 展 前 景 、发 展 思 路 更 加 明

晰。长三角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长江中游城市

群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核心增长极

的地位更加凸显；成渝城市群已

形成以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冶

金、机电、能源、旅游等为支柱的

经济体系，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

济中心。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

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串

联长江经济带,为长江经济带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本栏目将分别聚

焦这三大流域性城市群,探究其城

市之间功能整合和区域合作的路

径，增强城市群竞争力。

在鸟语花香、山川秀美的
广西昭平县马江镇新兴村，村
民吴寿伟夫妇正在一片茂密树
林里的中蜂养殖场打蜜。只见
大小一致的蜂箱错落有致地安
放在前斜坡上，成群的蜜蜂围
着蜂箱来回飞舞。

“100 多箱中蜂每箱能打
10 多公斤蜜，今年冬蜜就有
1000 多公斤，山地放养的 500
多只土鸡还没出栏就被订购完
了。”聊起现在生活，吴寿伟美
滋滋地说。

在他身后的山脚下，是去
年新建的三层“小洋楼”，屋里
电冰箱、洗衣机、大屏液晶电视
等一应俱全。

“能酿这么甜的蜜，养出纯
天然的土鸡，全靠这几年植下
的这片‘绿色银行’。”望着山林
中活蹦乱跳的土鸡，吴寿伟满
心欢喜，“以前，我们都靠砍木
头为生。现在，我们找到了林
下种养的新‘财路’。”

“引导林农走‘以林养林，
以山增收’新路子，科学合理发
展林下经济，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双赢’。”昭平县代
县长邓少华充满信心地说。截
至目前，昭平县有林业合作社
120 多个，从事林下经济林农户数达 3.6 万户，合作社经
营林地面积 46 万亩，林下经济从业人数达到 12 万多人，
林下经济产值达 5.2亿元。

同样是靠山吃山，过去是直接采伐、简单索取，而今
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创造财富。生态旅游业的红火，是近
年来昭平县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木头经济”到生态经
济转变的缩影。

昭平县以入选广西首批20个创建特色旅游名县和黄
姚古镇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契机，依托自然生态、田园景
观、茶园风光、民俗文化、古镇文化、长寿文化和桂江风光
等特色优势，着力培育“生态旅游观光、生态休闲度假、生
态养生保健、生态健康晚年”生态健康产业集群。如今，昭
平茶、矿泉水、桂江鱼、黄精酒、茶籽油、黄姚豆豉、姚江大
米、蜂蜜等“长寿养生食品”销售额超过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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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苏民报道：创新创业
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在北京市海淀区，
一条 200 米长的步行街，已聚集 21 家新
型创业机构，聚集天使投资人和投资机
构超过 2000 个，吸引创业团队总数近
4000 个⋯⋯海淀区正在全力推进中关村
核心区的“一城三街”建设：即以海淀
上地地区为核心打造中关村软件城，以
中关村西区为核心建设创新创业孵化一
条街、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和科技
金融一条街。

中关村软件城的前身是中关村软件
园，面积仅有 2.6 平方公里，却集聚了
277 家软件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

汇集了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60%以
上的企业和产值。仅 2013 年，中关村软
件园入驻企业的总产值达 1213 亿元，每
平方公里产值达到 466.5 亿元，单位密
度产出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每万元
GDP的消耗仅为 0.0087吨标准煤，是北
京市平均值的 1.5%。

海淀区副区长孟景伟告诉记者，从
中关村软件园到今后的中关村软件城，
海淀将对现有产业空间进行拓展。

据了解，“一城”之外的“三街”，
最有名的是在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基础上
建设的“创新创业孵化一条街”，自去
年 6 月份开街以来，已迅速发展成为全

国首个以创业为主题的特色街区。目
前，已吸引创业团队总数近 4000 个，
有 123 个团队获得融资，平均融资额
500 万元。

孟景伟表示，“创新创业孵化一条
街”目的是解决创业团队的孵化问题，
而“科技金融一条街”是要解决企业成
长中的融资难题。“科技金融一条街”以
海淀中街为纵轴线，丹棱街为横轴线。
以这条街为核心，海淀区已聚集各类金
融机构 2300余家，以“文化创意企业中
小微银保共担信用贷款”为代表的创新
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今后这条街将建设
成为全国创新资本中心、要素市场中心

和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他介绍，“知识
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则致力于科技成
果的转移转化。这条街周边分布着国家
知识产权局、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关
村知识产权大厦等机构，吸引了知识产
权代理、专利运营等 100 余家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进驻；以这条街为依托，去年
海淀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1367 亿元，同比
增长达到 9.5%。

目前，中关村核心区高科技企业总
数达 1.2 万家，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1.1 万
件，占全市 50%。中关村核心区已经成
为中国乃至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
地和创新创业人才追逐梦想的首选地。

全力推进以创业为主题的“一城三街”建设

北京海淀打造创新人才“追梦”首选地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截至 2014 年底，福建省已
完成“四绿”工程造林 33.9 万公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1
个、省级森林城市（县城）25 个、绿色开发区 121 个、绿色
校园 1419 个、绿色军营 234 个、绿色乡镇 429 个、绿色村
庄 5912 个、绿色通道新增绿化里程 2.19 万公里，一个满
眼皆绿的福建正崛起在海峡西岸。

近年来，为推进生态省建设，福建省加大森林资源培
育力度，掀起造林绿化新高潮。在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后，
该省把造林绿化重点从山上为主转到山上山下统筹，让
森林进城、上路、下乡、入村；同时，把重心放在森林资源
的提升上，主要造林绿化树种由过去的杉木、马尾杉、桉
树等几种增加到 50 几种，林分结构不断多样化。去年，
福建全省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163.9 万亩，完成森林抚育
983万亩，封育林 1044万亩。

福建完成“四绿”工程 33.9 万公顷
让森林进城、上路、下乡、入村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通讯员李远报道：“原以为办
理这么复杂的手续要两个多月，没想到两天就全部办好
了。”前往四川彭州市政务中心办事的彭州丽妍工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李可对彭州“一窗一章”服务非常满意。

彭州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窗一章”改革，打破以往
按部门按职责按办理事项设置窗口、各类办件加盖相应
部门公章的工作格局，变“服务对象逐个找部门”为

“服务对象只找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窗受理、一章
办结”。

据了解，“一窗一章”改革启动后，彭州政务中心设了
“行政审批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服务”三类窗口。凡市级
以上签约重点项目，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投资建设，全部
实行“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据统计，目前彭州已有 40
个部门纳入“一窗一章”，改革比例超过 95%，提速率超过
90%。

四川彭州启动“一窗一章”改革措施
服务对象不再逐个找部门

宁夏“丝路驿站—宁夏号”列车开行

图为旅客们准备登上“丝路驿站—宁夏号”高品质列

车。1 月 26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首趟高品质品牌列车“丝

路驿站—宁夏号”正式首发。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