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横贯东西、沟通南北，沿江 11 省
市占全国经济体量的四成以上。但长江
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一直存在较大差
异。上中下游如何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
如何发挥好龙头、龙腰、龙尾各自的区位
优势又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和委员。

积极破解产业同构

“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要打破
‘小而全’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这样才
能实现最大程度地利用综合资源，降低社
会综合成本。”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冈市
委书记刘雪荣告诉记者，在做好长江经济
带协调机制顶层设计的同时，地方也可以
主动出击，资源互补，谋求与周边地市全
面对接。

“中部地区的特点是结构趋同，因此
围绕长江水道，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
加强联系与互补，实现产业分工合作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全国政协委员、东风汽车
公司高级工程师主管马力认为，长江经济
带资源、技术和产业之间互补性强。比
如，长江中下游沿线，具有较强的汽车制
造产业集群，在全国占有极大比重。湖北
可以汽车这个带动效应极强的支柱产业
为主导，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加强长江
经济带的区域发展协调，形成新能源汽车
产业走廊。

他建议，长江经济带应形成区域间相
互促进、优势互补的联动机制，并逐步发
展成为沿江一体化合作机制，“只要通过

协作分工将各省市的优势产业和产品形
成专业化生产，再通过联合的统一市场进
行优势互补，生产成本将会大大下降，并
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龙头”带动区域联合

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全国人
大代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邵志清认为，对上海来说，要在服务长
江流域的大局中自我发展，“上海要起到
复制推广先进经验的作用，要更好地发挥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功能，把海关
的便利化综合监管措施等经验更好地向
长江流域推广。”

邵志清代表认为，建设长江经济带需
要做好三篇水文章。第一篇事关物流。要
通过长江水域，实现长江上中下游的一体
化物流。第二篇文章是环保。水污染防治
也需要上下游协同，要通过协作来发展环
保产业。第三篇文章是产业。长江经济带
在产业转移时，要做好长江流域产业的有
效衔接，这也是发展经济的较好路径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市发改委主
任柴利能说，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要求长
三角城市群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竞争，提升
对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引领功能。同时，长
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也将加快形成，区域一
体化将加速，交通格局也将逐步进入网络
化发展阶段。因此，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基础就是要实现交通一体化，实现各
主要城市之间高效、互连、便捷、立体的交
通网络体系，形成紧密的经济共同体。

“龙腰”舞动优势互补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武汉市委主委
胡树华看来，整个长江经济带要活起来，
需要“龙头”带动，“龙尾”摆动，但更需要

“龙腰”来舞动。怎么让“龙腰”舞动起
来？胡树华委员提出，应该把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城市群整合起来，打造长江中
游的城市群体系，“现在，长江中游四个省
会城市已经在市场一体化、交通对接、社
会福利体系的联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胡树华委员说，长江中游几个省市都
有自身发展优势，在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过程中，关键要在拆掉阻碍市场发展的

“篱笆”上下功夫。比如，应建立起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产品、技术、产权、资本、人
力资源等各类市场，取消各类要素市场准
入的附加条件，允许商品在 4 省会城市之
间自由流通。

“长江经济带战略就好比国家为我们
添置了炒菜的锅灶，沿线城市只有用好各
自的美味材料，合作起来，才能用长江之
水做好一道大餐。”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
市长万勇表示，“长江沿线各省市抱团构
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发挥综合交通
组合优势，这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依
托。”他建议，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城市
群为依托，加强三大航运中心合作联运长
江黄金水运通道、河海港口联运通道与港
口建设及省会城市间、省级与国际间航空
航线和港群建设，努力打造长江干支流内

河航道体系，实现长江水运港口集群化和
集约化。

九江是长江中游的重要节点城市，也
是江西唯一的沿江港口城市。全国人大
代表、江西省九江市市长钟志生表示，九
江将努力打造成为江西全面融入长江经
济带的“桥头堡”。“2013 年，江西就提出
了‘做强南昌、做大九江、昌九一体、龙头
昂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省会城市
南昌和门户城市九江抱团发展，使江西在
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更有分量。”钟志
生代表说，目前，江西又在谋划“昌九新
区”的建设，这为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拓
展了更大空间。

“龙尾”摆动“两带”牵手

成渝经济区在沿江航运和经贸中占
据重要位置。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商务
厅厅长谢开华表示，加快长江经济带建
设，意味着四川从过去的“西部内陆”，瞬
间逆转为“开放前沿”，区位优势将大大
增强。

谢开华代表说，四川有望搭建对内、
对外两大开放平台，实现长江经济带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两带”牵手。对内方面，利
用长江黄金水道优势，与沿江省份互联互
通，四川可以成为东西部货物运输的一个
中转站。通过泸州港、宜宾港，实现物流
从中西部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快速
中转；对外方面，四川将继续推进“万企出
国门”，组织百家企业走进中亚，寻找投资
合作新机遇。

“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一头连长江经济带，一头连丝绸之路经济
带，促进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互
动发展，重庆具备良好条件和充分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
副 主 任 汤 宗 伟 说 ，长 江 经 济 带 人 口 和
GDP 超过全国的 40%，从上海一直到武
汉、重庆、成都等，都是中国经济实力靠前
的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和长江经济
带有机整合，才能够做强、做实。

“龙头”“龙腰”“龙尾”各有优势——

长江经济带建设寻求协调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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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荣代表：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要打破“小而全”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

马力委员：围绕长江水道，实现产业分工合作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邵志清代表：建设长江经济带需要做好三篇水文章，包括物流、环保、产业。

胡树华委员：应该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城市群整合起来，打造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

立体大通道，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需要长江上

中下游各省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同时打破阻碍协同发展的藩篱，为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新助力。

对此，代表委员们热烈讨论，提出建议。

“希望国家发改委在编制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时，将泰州市列为长江经济带大
健康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城市。”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省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表示。

蓝绍敏代表说，2010 年，国家发改委
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泰
州定位为“发挥滨江优势，建设以医药、机
电、造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近年来，泰州市把大健
康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和重点
领域，加快拓展“医、药”等大健康产业领
域，致力发展前沿医疗技术应用、高端个
性化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智慧医疗、健康
旅游等，加快建设新型疫苗及特异性诊断
试剂国家试验区、全国高端医疗器械产业
集聚区。

“泰州已具备开展大健康产业集聚发
展的坚实基础。”蓝绍敏代表认为，长江经
济带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
用最大的区域之一，理应成为追赶发达国
家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领军区域。

蓝绍敏代表希望国家卫计委和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相关部委对医疗器
械创新产品注册建立特别通道，实行特别
审批；对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部件在中国
医药城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优先进入医
保目录；支持泰州列为国家药品进口口岸
城市，增设口岸药监局、口岸药检所。

蓝绍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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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帆竞渡到巨轮争流，奔
腾的长江一直是连通东西的交
通和经济纽带。如何全面推进
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全国两会
热点议题，部分委员的提案集中
于此。民建中央提交一份关于
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提
案，建议长江经济带建设应加强
区域间政府工作统筹协同机制，
健全相关法律基础，提升合作规
范化水平，统筹建立严格的水资
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
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
工程，使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
群、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
产业集群有序串联、基础设施
有效连接、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产品市场有机统一，从而促进
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
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但是，
长江经济带内部存在着区域内
差距较大，利益分层问题。

长江上游的云贵川渝同属
西部，在全国布局中产业层次
较低，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
承接能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趋同，容易
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进行争
夺。此外，作为长江上游地区，
生态保护的压力和要求大，需
要平衡环保和发展问题。长江
中游的鄂湘皖赣，发展水平相
似，若干城市群中的地方政府
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
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
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
调研部部长蔡玲接受 《经济日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通
过顶层设计破除行政藩篱，推
动省区协同发展，使得“龙
头、龙身、龙尾”协调舞动。
加强长江经济带建设统筹规划，坚持一盘棋思想，构建
顶层沟通协同机制，比如成立国家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协
同机构，探索利益冲突化解机制，健全相关法律基础，
提升合作规范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民建市委主委王济光建议，构建一个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次的协调合作机制。宏观上，平衡长江经济带
各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上下关系，主要内容是国
家区域发展政策、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布局；中观上，设
计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目的是建立共同的、
政府引导加市场配置的投资行为协调机制；微观上，发挥
市场作用，注重企业和行业之间产业链布局的互补和合
作，从而建立起利益分享机制，同时也为企业投资建设提
供一个良好的公共平台。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离不开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
走廊建设。按照交通部的计划，2015 年交通领域的重点
工作，是率先启动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项目。
交通部部长杨传堂表示，2015 年将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
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提升长江干线航道通航标准。

民建中央建议，由于长江经济带最重要的是港口的
建设发展，因此，应加强港口资源整合和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港口集群，
在整个长江流域实行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在通道建设方面，以长江
黄金水道为主轴，在保证长江干线航道畅通高效的同时，
全面建设沿江高速铁路和国家高速公路，形成城市群轨
道交通网络骨架；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统筹推
进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集疏运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
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加大沿江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为的是促进工业与城市带状布局的形成。要加
快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建设和城市群发展，提高中西部
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城市吸引力，推动产业合理转移。

民建中央提交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提案

—
—

加强区域间统筹协同机制

本报记者

祝惠春

“要率先建成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流域开发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长江
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说，长江航运具有节能节地、运
量大等优势，今后要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统筹推进
水、铁、空等运输方式，打造网络化、标准化的综合立
体交通走廊，使长江这一大动脉更有力地辐射带动广大
腹地经济发展。

唐冠军代表说，目前，长江航运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四个亟待”：通过能力亟待提高，中游瓶颈问题尚未得到
系统治理，影响航运效益；发展质量亟待提高，航运企业
规模小、效益差，船型标准化程度不高、智能化水平低；集
疏运体系建设亟待加快，过去运输方式按条条和块块管
理，彼此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联通；从航运管理角度看，
管理资源相对分散，体制机制亟待理顺。

唐冠军代表调查发现，目前长江每年通过铁路转运
的货物约 5000 万吨，不到长江港口集疏运比例的 2%。
而发达国家港口和铁路衔接运输比例达到 30%，美国甚
至高达 40%。业内公认，水铁联运比例每提高 1%，区域
整体交通运输效率将会提高 10%。

“黄金水道要产出黄金效益。”唐冠军代表建议加快
长江经济带港口水铁联运发展。他建议有关部门联合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研究制定长江经济带水铁联运布局规
划，明确国家主要港口集疏运体系“最后一公里”基础设
施建设的责任主体，并出台港口集疏运建设资金政策措
施；大力培育港口联运市场，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市
场运输机制，扶持运输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式、多层面
参与多式联运市场。

唐冠军代表建议发展长江综合交通运输：

向黄金水道要“黄金效益”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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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开发开放，重庆应该

发挥“点”串“线”的联动作

用。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唐良智代表——

打 造 长 江 上 游“ 菱 形 经 济 圈 ”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右图 人大四川代表团陈燕代表（左）和余开源代

表（右）会后围绕“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长廊”的话

题交流见解，他们建议要通过创新长江生态保护机制，

确保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唐良智
建议，国家规划支持成都、重庆、西安、昆
明构建“成渝西昆菱形（钻石）经济圈”。

实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
国家战略整合互动，是构建“成渝西昆菱

形（钻石）经济圈”的重要目的。目前规
划的长江经济带从上海经重庆延伸至成
都，南丝绸之路从成都经昆明延伸到缅
甸、印度，北丝绸之路从西安经新疆、中
亚延伸至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从上海经
新加坡、印度延伸至欧洲。把“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规划叠加后可发现，向
北经成都、西安可进入欧亚大陆桥；向南
依托成都、昆明及泛亚铁路南通道，可打
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出海大通道；向
西通过中欧班列网络，形成通往中亚、欧
洲的运输大动脉；向东加快发展长江黄
金水道通江达海多式联运；在空中航道

上，成都新机场全面建成后，年旅客吞吐
量将达 9000 万人次，为构建联动便捷
的亚欧航空物流大通道提供有利条件。

唐良智代表分析认为，成都、重庆、
西安、昆明 4 个城市空间距离相当，4 个
城市交通、产业、科技基础都比较好，因
此具备建设新增长极的基础条件。如果
让“成渝西昆”4 个城市构成的菱形空间
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板块，将有利于打
造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的战略平
台，促进西部地区沿江沿边联动，推动
东、中、西部更好地均衡协同发展。

唐良智代表表示，希望国家层面能
支持打造“成渝西昆菱形（钻石）经济
圈”，打破行政区划的阻隔，编制区域发
展规划，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让几
个城市更加紧密地互联互通。同时，要
加强兄弟城市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加
强互联互通、产业协作、构建共同市场等
方面，力争取得更多共识。

希望国家层面能支持打

造“成渝西昆菱形（钻石）经济

圈”，打破行政区划的阻隔，编

制区域发展规划，加强重大基

础设施的布局，让几个城市更

加紧密地互联互通

泰州市定位为“发挥滨江

优势，建设以医药、机电、造

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为主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泰州市

把大健康产业作为转型升级

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快

建设新型疫苗及特异性诊断

试剂国家试验区、全国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集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