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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这一年长三角做得很踏实”

世界正处在“流的空间”
■本报记者 张煜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关注
和研究我国几个大城市群的发展问
题。但这其中，对长三角城市群会感
到特别亲切，因为位于长三角的安徽
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不久前，在距离长三角核心地区
近 1000公里的北京中国科学院天地
科学园区的办公室内，中国科学院院
士陆大道见到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记
者时也直呼亲切。

陆大道，说起这个名字，很多人
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说起他主编过
的《中国国家地理》，参与制定的“十
一五”规划等项目，大家一定不会陌
生。

如今，这位对长三角怀有特殊感
情的老者已年近八旬。 过去几十年，

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家，他一直致力
于我国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的研
究。1984年，他提出了著名的“点-轴
系统”理论，同时设计了国土开发和
经济布局的“T”字形战略，这后来成
为我国区域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
理论。

虽然无法总是亲自前往长三角
进行调研，但陆大道一直关注着长三

角一体化的发展动态，“这一年，长三
角一步一步做得很踏实。”

记者： 在谈未来的规划之前，如
果从理论角度看，您会带领大家怎样
去重新认识这个区域？

陆大道：过去二三十年，在经济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驱动
下， 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
化。 如果用经济地理的语言来描述，

就是“地点空间”逐渐被“流的空间”

所代替，同时，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
结构开始建立在“流”、连接、网络和
节点的逻辑基础之上。

记者：如何去理解“流的空间”？

陆大道： 比如一个大型制造业，

它的总装在一个中心城市，但它的零
部件生产分布在全球。当这些零部件
为总装进行供应时，就在全球范围内
形成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流
等，这就形成了“流的空间”。

“流的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成
果就是塑造了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
关重要的“门户城市”。这样的“门户
城市”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可
以被称为“核心城市”。核心城市所具
备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性服务

业，而这种功能又让核心城市成为国
家或大区域的金融中心、交通通信枢
纽、人才聚集地和进入国际市场最便
捷的通道。

核心城市里还有核心区，该区域
应该是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的首选
地。而核心区周围的地区则应该成为
制造业基地， 并且聚集着仓储等行
业。这些周围地区与核心区存在着极
为密切的垂直产业联系，并且与核心
区一起形成了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
的大都市经济区。纽约、巴黎、伦教、

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及其周边
地区是典型的大都市经济区。

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长三角地

区已经是典型的大都市经济区？

陆大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球的影响力的增强，在我国，以北
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都市区、以上
海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区、

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城市的粤
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这样的大都市
经济区。

现在，规划建设好这三个大都市
经济区，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很有竞
争力的地域单元，成为中国进入世界
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是符
合全中国的战略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它们在未来应该成为全球性 “流”的
交汇地、 连接国家和世界的节点、大
范围经济体系的控制中心，成为世界
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记者：在您前面提到的中国的三
大都市区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
都市区是否具备独特性？

陆大道：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
都市区，可以被认为是整个长江流域
发展的龙头。过去，浦东开发开放其
实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我们要意识到，以上海为核心的
长三角都市区和长江流域包含了小
半个中国，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因此，广袤的长江经济带有能力
帮助上海这座核心城市及长三角都
市区成为中国重要的信息平台、金融
平台、物流平台、人才平台之一，同时
也成为世界上的信息流、金融流、人
才流等进入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
世界级枢纽。

因此我认为，长三角地区进行高
质量一体化的发展也是在为中国在
现在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中争得应有
的席位，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符合
世界人民的利益。

示范区将是一个好开端
记者：过去一年中，长三角地区

是否已经有了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变化和发展？

陆大道： 我一直在观察长三角，

的确已经有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
事情。从顶层设计看、规划的编制、政
策的制定，一步一步做得都很踏实。

从具体工作看，各项措施的推行
也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比
如，从打通“断头路”开始的交通基础
设施的一体化，港口的跨省市综合开
发， 生态环境的跨省市综合治理等。

此外，我还看到长三角地区在公共服
务一体化，以及产业结构一体化方面

也有了很多新的动作和设想。

记者：您怎么看沪苏浙交界地带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尝试？

陆大道：我认为，这是贯彻中央
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实施高质量发
展战略及国家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沪苏浙交界
处进行示范区建设，计划率先探索一
体化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体制机
制创新， 是完全正确的重要政策措
施。

不过，考虑到这个示范区只是沪
苏浙各一个部分区域进行一体化的
试点，因此，将示范区的改革重点放
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投资管理、要
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
方面，力求取得经验，是适宜的。

我建议， 示范区内的客运运输、

环保、职工就业、投资政策等方面可
以作为统一管理的重点领域，在此基
础上探讨示范区高效运作的可能性
与途径。另外，示范区内企业的产业
链的互补、区域性创新要素的集聚与
创新平台建设也要总结经验。

我相信，示范区的建设符合当下
一体化工作推进的要求，有利于长三
角区域在短时间内通过实践取得一
些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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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一体化要形成流动的现代经济网络架构，

让“3+1”的市场变成大于 4的增量

编制产业地图并非计划经济思维

■本报记者 张煜

近 70年前， 周其仁出生在上海
愚园路上。近 50 年前，他离开上海，

之后便把每次回沪都看作是探亲。近
10年前，周其仁被聘为上海市决策咨
询委员会委员，对于上海，在探亲者
之外，他又多了一个“官方观察者”的
身份。

去年 6月，在上海举行的长三角
地区合作与发展专家咨询会上，周其
仁又被聘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决策咨询专家，“官方观察者”的观察
范围一下子从上海扩展到了整个长
三角。

“去年下半年，大概 10 月份吧，

我在长三角地区转了一圈，走了好几
个城市进行调研。” 受聘为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近一年，

周其仁依然是通过从老师杜润生那
里学习到的方法研究着长三角。

面对记者有关长三角的提问，这
位在北京大学教书的经济学家很谦
虚：“对于长三角， 我还在研究中。其
实受聘为长三角专家委员会委员也
是给了我一个调查研究的机会，等这
学期课上完了，我就来这边继续进行
与农村土地相关的研究课题。”

形成流动的经济网络架构
记者：经过一年的观察，您怎样

理解长三角一体化？

周其仁：如果要勾勒长三角这个
区域，其实有两种画法。一种就是用
行政边界勾勒出的三省一市，这是地
图的画法。而另一种画法，边界已经
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节点，

长三角地区每个城市中的机场、港
口、金融机构、仓储、基站等都是重要
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人、资金、

信息、货物等来来往往，也就勾勒出
了另一幅长三角图景。

这两张图画出的都是今天的长
三角，但其背后所反映的却是一些深
刻的变化：过去，一个行政区域的经

济行为基本都发生在这个行政区域
内；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来来往往的
经济行为让行政边界逐渐成为各种
经济要素可以时常穿越的东西。

到现在，经济要素穿越行政边界的
频率越来越高，同时，穿越时碰到的困
难也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个背景
下，我们就要来讨论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把长三角三
省一市变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而
是要在原来的行政区域内去除那些妨
碍经济要素往来的因素，做到“物尽其
才，人尽其用”，从而形成流动的现代
经济的网络架构，让“3+1”的市场变
成大于 4的增量。

要服务好“来来往往”

记者：长三角地区在一体化过程
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周其仁：既然要形成流动的现代
经济的网络架构，那么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怎样去更好为经济网络中
的“来来往往”进行服务。

在各地政府服务“来来往往”的经
济活动的行为中， 不得不提到招商引
资的问题。过去，各地政府存在着各种
“挖项目”的招商引资行为，这在一体
化的过程中应该避免， 不能一看人家
好就要去挖过来， 而要看到底适不适
合当地。同时，各地政府还要习惯于去
买其他地区的服务、产品，即“用人之
长，补己之短”，同时也“发挥自己之
长，补他人之短”。如果长三角各地能
形成这样的结构， 就会有一个好的结
果，不然永远都避免不了重复建设。

记者：让各地政府放弃强力“招
商引资”似乎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周其仁：这方面，有一家叫“美
的” 的企业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些示
范。“美的” 一位主要负责人告诉我，

过去该企业因为各地政府的强力“招
商引资”囤了很多地，但这些地并没
有为企业和当地经济带来多大效益，

反而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于
是，大概从前年开始，企业自己开始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退掉很多
不需要的地，把这些买地钱拿回来做
研发，提高产品质量，从根本上增加
了企业在市场上立足的能力。

从这个例子，以及强力“招商引
资”的问题，可以联系到我最近听说
的一件事，就是长三角最近正在做三
省一市的产业和创新资源标志图。把
长三角地区已有产业搞搞清楚，然后
再仔细研究各个地区未来到底适合
发展哪些产业，然后提出建议。我认
为这是件好事，让大家逐渐丢掉小农
经济的“小九九”。

计划经济不是做计划
记者：现在说到产业地图，也总

是会有人说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您
怎么看？

周其仁：认为编制产业地图，或者
编制产业规划就是计划思维， 这是对
计划经济很大的误解。 计划经济的特
征并不是做计划， 而是把计划权高度
集中垄断到一级去， 就是只有一人能
做计划。

但编制产业地图并不意味着只
能按照产业地图发展，这只是一个参
考，或者说是建议，能够帮助各地区
在做规划时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减
少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因此，我们现在不能把所有需要
进行计划或协调的事情都认为是计
划经济思维，本来人类活动就是有计
划的。

以成为“质量标杆”为目标
记者：前面说了什么是“一体化”

发展，那对长三角来说，又怎样才是
“高质量”发展？

周其仁：“高质量”发展有很多方
面，从经济活动来说，我认为产品的
“品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
“品质”这个词是对“高质量”的扩展：

“质”就是指质量，“品”是要让别人也
觉得你质量好，这就是更进一步了。

记者：长三角如何从“品质”角度

去进行高质量发展？

周其仁：长三角的产品要有“品
质”，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有质
量标准。现在国家有国标，但对产品
来说， 国标其实是一种最低标准，因
为它有法律含义，就是达不到这个标
准就违法了。其实现在很多优秀的企
业的产品标准比国标要高，但这都属
于“单打独斗”的行为，不容易形成一
个地区的品牌印象。

地区的品牌印象是什么？ 比如
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品牌是来自于
德国的， 就自然认为那是高品质的；

如果看到一个品牌是来自日本的，就
自然认为那是精细的，这就是地区的
品牌印象。

长三角已经是中国制造业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如果想要进一
步高质量发展，在制造业、服务业方
面，要敢于先走一步，共同建立一套
高品质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服务标准
体系，让“长三角”可以为地区产品的
高品质进行背书。

就拿汽车制造来说，非常期待长
三角通过一体化形成一个品牌，让大
家一说汽车是长三角制造，就认为品
质高于其他地区。

乡村振兴的“钥匙”在城市
记者：除了城市，在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的过程中，乡村振兴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您作为长期研究
农村问题的专家，能否为长三角的乡
村振兴支个招？

周其仁：我说过，农村的钥匙在
城市。 所以乡村振兴依赖于城市，城
市越发达，乡村也就越兴旺。比如，农
村要搞乡村旅游经济，那就得由发达
的城里人来买单；农村要种植高端农
产品，需要发达的城里人有需求才能
卖得出去。

另外，在乡村振兴的时候我提倡
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
切”，并不是适合这个地方农村的发展
模式就一定适合另一个地方的农村。

记者：长三角农村如何培育自身
的“供血模式”？

周其仁： 农村总是和农业分不
开。根据我们的研究，其实现阶段中
国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还有很
大的提高空间。下阶段该如何提高农
村的劳动生产率呢？钥匙还是从城市
找，就是要依靠城市高校、研究所的
先进农业技术去武装农村，从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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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空间”塑造门户城市

如果要勾勒长三角这个区域，其实有两种画法。一种就是用行政边界
勾勒出的三省一市，这是地图的画法。另一种画法，边界已经变得不那么
重要了，重要的是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人、资金、信息、货物
等来来往往。在改革开放之后，来来往往的经济行为让行政边
界逐渐成为各种经济要素可以时常穿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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