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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 构建东北亚经济核心带

内外着力 打造共同发展新优势

经济日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 孙世芳

本期嘉宾

主持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韩永文韩永文

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 王洪章王洪章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校长 吕吕 炜炜

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柴海涛柴海涛

主持人：新发展阶段，东北地区应如何抓住战略

优势，发挥沿边沿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如

何以深度开放促进振兴取得新突破？

吕炜：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和资源优

势，打造更加开放的发展环境，以更宽广的视野、更

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

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吸引全球范围尤其是东

北亚地区的要素资源集聚。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政策创新为支撑，加快推动辽宁、黑龙江自贸试验

区新一轮改革试验，加强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形式

创新，激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内生动力。要加

快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一方面，借鉴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发展经验，支持大连以辽宁港口整合为契机，探

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另一方面，对标国际物流货运需

求，加快推动东北地区中欧班列提速扩线，全力打通

“一带一路”东北亚物流大通道。

韩永文：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东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延

伸区域，面向东北亚，加强与日、韩、俄在科研、技术、

制造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将东北打造成贯通东北

亚与“一带一路”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拓展东北

对外开放空间。东北应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充分利用东北亚国家链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多措并举推进东北地区与东北

亚各国、东北腹地与开放前沿之间互联互通，多层

面、多层次开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努力打造辐射

“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近两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研

究认为“全球产业链东移加速”，我国与包括日本、韩

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重要制

造业基地，是此次疫情中率先迅速实现稳定的地

区。这一区域一端连接制造业零部件及半成品来

源，另一端连接世界石油、矿物燃料等重要产地，中

心则是强大的制造业加工区域。“全球产业链东移加

速”会使这一区域从全球加工制造基地转变为全球

市场。

东北应该积极用好老工业基地特别是制造业基

地的优势，发挥更大作用。要用好区域经贸协定，推

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区域内国家及地区合作。

RCEP签订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可以给东北振兴

带来新机遇。东北各省应该积极深化与日韩等国家

经贸合作，打造东北亚合作循环路径，吸引和利用外

来技术及资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调整优化区域

产业结构，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

以更高层次开放为抓手，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新东北。东北应十分重

视并切实解决好“投资不过山海关”问题。从统计数

据看，近些年东北对外开放的步伐落后于东部地区，

也落后于南方地区。作为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东北利用外资的比重不高。加快开放步伐，用好国

际市场，既是东北发挥国际贸易地缘优势、扩大市场

规模，又是东北缓解发展资金不足、市场活力不够、

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量的

70%以上。东北应该通过优化招商环境加大对外开

放力度，特别是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既要解决服务

业比重偏低的问题，又要解决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

融合发展不足的问题。

可以探索通过新的开放平台建设，加快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新区、自贸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等平台是我国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和制度创新平台，也是东北借势推进全方位、高

层次改革开放的新平台和新抓手，其核心内涵就是

要对标国际高水平贸易规则，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通过营造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探索实现从

依靠要素红利向制度红利转变的路径。借助这些

新的开放平台，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全方位对外开

放以及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市场开放，进一步改善全

区域营商环境。

打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

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东北更紧密地与国内其

他区域以及东北亚其他国家有机融合发展，共同构

建合作紧密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一是可以考虑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内西部地

区以及俄罗斯远东或蒙古国进行转移，在做大、做

强、做精核心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推

动东北地区企业研发和营销升级。二是利用土地资

源丰富、理工教育科研和人才资源优势吸引东部发

达地区制造业进入，承接日、韩、俄相对先进的产业

转移，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

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要加强与日本、韩

国等周边发达经济体共同构建以软件、电子信息、智

能产品为主的高技术产业链。四是利用东北雄厚的

工业基础和技术沉淀，以及东北亚、欧洲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共同构建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产业链。

王洪章：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相比，

东北各地区间协同发展相对不足，在东北整体规划

布局中，区域内合作层次低，缺乏竞争环境，削弱了

竞争优势，较难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同时，与全国其

他区域在产业发展方面交流合作较少。在对外开放

方面，重点突破不够，没有成为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

地带，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价值未能得到充

分利用和显现。

建议建立东北（包括内蒙古）经济区，与东北亚

实现整体联动。在国家已批准的各类对外开放区、

圈、群、中心基础上，扩大政策范围，延深政策深度，

建立以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经济区，使东

北真正成为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增强东北在

东北亚区域内的竞争力。

另外，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巨大，东北

城市综合竞争力较弱，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综合

竞争力在全国城市排名有待提升。提升这四个城市

的发展水平，可以带动三省其他地区快速发展。四

个城市 GDP 占东北三省 GDP 的 30%以上，城镇化率

约 90%。在“哈长城市群”建设和“沈大双核”区域发

展格局基础上，可先行实施“沈长哈大”四城市协调

发展机制，依托中心城市的集约，快速突破，建成现

代化都市圈，带动东北全面振兴与发展。

主持人：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合作中有哪些重

点领域值得关注？

柴海涛：RCEP是我国签署的对外开放力度最大

的自贸协定，除了 90%以上的商品零关税之外，开放

领域更加广阔。在 RCEP 协定框架下，东北地区有

六大行业可作为对外开放合作的重点。

一是高附加值制造业。依托东北装备制造业优

势，与日韩加强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推动

面向欧洲与日韩市场的高端产品在东北生产，带动

周边企业参与供应链配套。充分利用毗邻国家的能

矿资源优势，利用出境加工复运进境、过境加工、保

税加工维修等新型贸易方式，发展附加值较高的矿

产资源精深加工、电子产品制造、绿色高端食品、高

档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加工，培育东北加工制造业。

二是数字经济产业。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先行先试作用，加快抚顺、营口、盘锦、吉林、珲春、绥

芬河、黑河等新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打造数

字贸易示范项目，建设北方地区对日韩数字贸易基

地。依托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平台，在 5G、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扩大对日韩开放，提高

数字产业合作水平。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

重点城市加强与日韩智慧城市合作，提升东北地区

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三是优质特色农业。日韩两国由于土地资源有

限，对农林产品需求量较大。引进日韩农业生产标

准及食品农产品安全标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

造高标准农产品出口基地。可以探索建立中日、中

韩农业合作示范区，开展良种培育、绿色有机、智慧

农业等联合研发。吸引日韩企业农业投资，打造以

东北为原产地的优质农产品品牌。日韩对中医药认

可度较高，积极推动东北地区中药材种植养殖、生产

加工规范化，引入日韩检疫检测标准，促进中药材出

口。推动东北地区人参、鹿茸等特色药材精深加工，

开发中药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品等，提升东北中

药材的综合利用率和附加值。

四是医疗康养产业。日韩康养产业较为发达，

东北养老服务市场潜力较大。充分利用 RCEP 协

定，扩大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开放，将康养与医疗、旅

游、休闲、地产等融为一体。与日韩企业共建康养产

业园、医疗康复机构，共同开发智慧康养平台、医疗

保健及康养护理用品等，

提升东北医疗康养服务

水平。

五是冰雪旅游产业。

以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

积极培育冰雪产业尤其是

冰雪旅游业发展，积极吸引

日韩投资者参与，推动东北地

区“冰雪+体育+文化+旅游”发展

模 式 ，增 强 对 国 内 外 游 客 的 吸 引

力。同时，支持哈尔滨、长春、吉林、黑

河等更多东北城市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借鉴京津冀、长三角模式，允许国

外游客过境后在东北所有行政区域免签停留，

便利与日韩等国拓展旅游合作。

六是文化创意产业。东北地区是我国朝鲜族

主要聚居区，而且日语人才也比较丰富。依托沈

阳、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等服务贸易出口基地，

加强与日韩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对接，借助新技术、

新媒体，在信息服务、动漫游戏、设计服务、影视传

媒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承

接日韩软件、设计等服务

外 包 ，提 高 服 务 贸 易 附

加值。

六大行业 全面开展对外经贸合作

主持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打造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提升哈尔滨对俄合作开放能级。在对外开放

方面，东北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韩永文：东 北 地 区 对 外 开 放 整 体 水 平 较 低 。

2019 年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 3.3%，2018 年

实际外资利用金额为全国的8.6%。

从优势来看，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东北地区振

兴发展的政策优势。批复建立了哈尔滨、长春、大连

金普、沈抚四个国家级新区以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多个开发开放平

台，辽宁和黑龙江自贸片区等，东北的振兴发展享受

了很多政策红利。

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具备“一带一路”战略走廊

的区位优势。东北位于环渤海经济圈，是东北亚地

区的核心地带，沿边沿海，毗邻俄罗斯、蒙古国和朝

鲜半岛，与日本隔海相望，和俄罗斯有长达 4300公里

的边境线，是中国内地赴俄远东地区的必经之地，也

是中国面向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的重要窗

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同时，东北地区土地比较肥

沃、能源供给比较丰厚，技术性劳动力基础很好。

柴海涛：东北面临的机遇有：第一，东北地区在

对外经贸合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区位与物流

优势突出。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地理中心，具有区

位交通优势，是联通朝韩日俄蒙的重要枢纽以及东

北亚各国合作的重要区域。“通道经济”、“枢纽经

济”、中欧班列叠加，进一步放大了交通枢纽优势。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欧班列开通，成为日韩企业联通

欧洲市场的重要选择。现在长满欧、长珲欧班列已

是韩国三星、LG、现代等公司电子电器产品陆路运输

到欧洲的重要通道。

二是要素禀赋互补的优势。东北工业化基础

好，产业工人储备多，同时煤炭、石油、铁矿石、林业、

土地等自然资源富集，对能源资源较为匮乏的日韩

有吸引力。

三是具备与日韩合作的传统优势。东北与日韩

经贸往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传统。2019 年，东北

三省对日、韩进出口额占整个地区进出口总额的

10.7%和 6.5%。辽宁省在东北地区对日韩贸易中占

比较高。2020 年上半年，吉林省对日进出口额逆势

增长，其中出口增长 2.5%，进口增长高达 38.8%。日、

韩在大连投资企业累计分别超过 4800 家和 2890

家。辽宁省和吉林省分别是日本和韩国入境旅游第

一大客源地，黑龙江省是日、韩入境第三、第二大客

源地。

第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

署给东北对外开放带来重大利好。一方面，维护和

巩固了我国在亚洲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疫情加速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各国从经济

安全考虑，更多地把经济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美、欧洲、亚洲三大区域，分别构建“三足鼎立”产

业链供应链的动力正在增强。在此形势下，RCEP对

我国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全面提高了我

国主动对外开放的水平。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贸

区，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都约占全球30%。通过

多边框架，事实上建立了中日、日韩两对重要国家间

的自贸关系，这对东北地区的对外经贸合作非常

重要。

第三，新发展格局为东北发展带来新机遇。新

发展格局把延续我国全球化红利和战略机遇期作

为重要目标，通过内外两方面着力，塑造我国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近几年我国在扩大开放

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举措。新《外商投资法》全面

实施；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推进各地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RCEP 协定签署、如期结束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对外

宣布“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等，一系列战略意在依托我国大市

场的优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

是国内巨大市场规模形成经济推动效应。以前拉

动经济靠国际大循环以外促内，现在逐步走向依靠

国内大循环以内促外。预计未来 15 年，我国潜在货

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需求约达 40 万亿美元。双循环

模式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总需求，给世界

经济增添强大动力。二是继续推动我国经济与世

界深入融合共同发展。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产

业链供给侧，以及国内市场需求侧，共同形成一个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市场，这对东北而言

是难得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