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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我国发展强劲
活跃增长极

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
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
开放新高地——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顶层设计，纲

要明确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

定位，长三角在全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中

地位更加清晰。

2018 年 11 月 5 日，长三角龙头城市

上海。区域协调发展大棋盘再落一子。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正在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长江三角洲，在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大格局中被赋予更重
要使命——

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

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

空间布局。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

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

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大江奔流，向东入海。长三角这块改

革开放热土，以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

总量，全国三分之一的年研发经费支出和

有效发明专利数，三分之一的进出口总

额、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踏上新的

时代征程。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后，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一种战略叠加和战略升华，丰富

完善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说。

纲要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 35.8万平方公

里。

吴晓华说，“一体化”不是“一样化”，

关键是统一有序，增加区域综合实力，激

活整体活力，增强主体竞争力；“高质量”

要全面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走好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

富裕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切实提升全球

资源配置能力和创新策源能力。

分阶段目标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方向更明确——
到202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

实质性进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

制机制”；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

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一系列具体指标让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前景更可期——

到 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0%；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以上，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65%，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18%；5G网

络覆盖率达到8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达到11.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79岁……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说，长三角一

体化应牢牢把握“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

极”的战略定位，既要有速度的增长，又要

有质量的发展，增强对全国的影响力和带

动力。

“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深刻变

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新阶段

的“新”表现在：在更高质量发展中扮演领

头羊和排头兵的角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性支撑区域；打造

世界级城市群，在全球经济版图和城市群

格局重塑中占据更重要位置。

描绘鲜明
改革开放亮色

虹桥世界中心，浙江企业歌斐颂巧克

力上海首家门店即将开张。

今年 7月 1日，歌斐颂巧克力（上海）

有限公司总经理莫雪峰在浙江省嘉善县

行政审批中心窗口，一次性领取由上海市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住所”一栏冠

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字样。“打破行政壁垒，免去往返跑路，

太方便了。”莫雪峰说。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近日印发。示范区范围包括上

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今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揭牌。这一开放新地标，将

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带

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体化示范区和自贸区新片区，让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从最初就打上改革开

放的鲜明印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说。

改革为擎，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
供强劲内生动力——

探索建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身份

不变、双向选择、能出能进的人才柔性流

动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的成本分担和利

益共享机制，完善重大经济指标协调划分

的政府内部考核制度……

纲要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

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

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

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

陈雯认为，一体化最大难点是破除制

约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

现有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下，需要大量体

制机制创新，让三省一区心往一处想、劲

儿往一处使，各扬所长、促进分工，推动要

素集聚和自由流动。”

开放为帆，在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中增
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三

角三省一市交易团表现活跃。采购之外，

江苏团有不少“自选动作”。江苏徐州举

办了产业对接会，意在整合全球供应链资

源，提升工程机械产业水准；跨国药企阿

斯利康与无锡市合作共建的无锡国际生

命科学创新园亮相，与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进博会“溢出效应”提速长三角一体

化。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开放，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大优势之一。

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领

域对外开放，加快大通关一体化，共同打

造国际一流市场环境，完善国际人才引进

政策……

吴晓华说，长三角作为开放高地，要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配置资源，提升创新发

展能力，引领我国参与全球合作竞争，争

取更宽广发展空间。

创新为魂，走“科创+产业”道路，为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上海综合服务功能齐全，江苏实体经

济基础好，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安徽科技

创新后发优势明显、人力资源丰富……长

三角协同创新体系加速形成，世界级产业

集群正在崛起。

三省一市共同建立的“长三角区域大

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已整合 4.5万多

台、总价值逾 519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

实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上海14个大科

学设施全部开放，长三角科研院所和企业

享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上海市科创办专

职副主任侯劲说。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

创中心建设为引领，打造产业升级版和实

体经济发展高地，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势，科技创新“灯塔效应”在长三角

充分释放，注入持久动能。

铺陈人民获得感
温暖底色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纲要擘画一幅美好民生图景：增加优

质公共服务供给，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普惠便利，让长三角

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

同富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百姓生活更便
利、沟通更顺畅——

安徽省滁州市和江苏省南京市隔河

相望。伴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速，昔日

“断头路”成为通途。如今滁州市区到南

京河西只要 40分钟车程，两地跨省公交

无缝换乘，跨省城市轨道滁宁轻轨预计于

2022年投入运营。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共同打造数字

长三角，协同推进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省际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加速推进。根据规划，到

2025年，铁路网密度达到 507公里/万平

方公里，高速公路密度达到 5公里/百平

方公里。一日之内，几可通达区域所有城

市。

公共服务便利普惠，百姓共享高品质
医教资源——

“过去看病是块心病，长三角一体化

医好了这个病。”家住上海的曹实说。曹

实在江苏徐州参加医保，过去看病要先垫

付医药费，再将单据带回徐州报销。随着

长三角异地就医结算网络陆续铺开，曹实

在上海就可实现医保卡实时结算。

建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沟通和

应急联动机制；开展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

算试点；鼓励学校跨区域牵手帮扶；全面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管理……

瞄准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痛点”“难

点”，纲要提出一系列实质性举措。

共筑文化发展高地，共建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共建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推

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生态友好

型一体化发展样板……

“以一体化发展释放民生红利，用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铺陈温

暖底色，这是高质量发展最深刻的内涵。”

陈雯说。

（记者安蓓 何欣荣 郑钧天 陈刚 程

士华 魏一骏）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国的长三角
世界的长三角

■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

正在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

群，“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

汇点，长江三角洲在实现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中被赋予更重要使

命。12 月 1 日发布的《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加速

键”。这块经济总量约占全国四

分之一的区域，将着力落实新发

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

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

次的对外开放，完善中国改革开

放空间布局。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

变革加速推进，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优化

升级交汇融合。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在世

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和水平，引

领我国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如何打破传统的行政藩篱，

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

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

体系和路径模式势在必行。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将为全国区域一

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纲要规划范围包含的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是我

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里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往来密

切。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

浙皖各扬所长，加强跨区域协调

互动，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内各

地区的比较优势，提升长三角地

区整体综合实力，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

全国前列。

改革为擎，开放为帆，创新为

魂，民生为本。实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

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

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

极的重大战略举措。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则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未来的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长三

角人”将共享高品质医教资源

……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

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

成果更加普惠便利，让长三角居

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纲要擘

画的美好生活蓝图将在 2025 年

取得实质性进展，在2035年达到

较高水平。

长风破浪正当时。长三角正

向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

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

高地的战略定位迈步前行。

新华社上海12月2日电

做好一体化发展大文章
——写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际

这里是我国经济发展最

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

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通江

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

北；

这里是我国一体化程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地缘相

近，人文相亲，往来密切，

交织一体。

2019年12月1日，《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蓝图绘就，

做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文

章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利用长三角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等特点打造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G60科创走廊，将成为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图为参观者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沙盘前，听取建设规划。 □新华社 发 金立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