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发展新引

擎呼之欲出

打造“中

四角”

挺起中

国经济

“腰身”

□本报记者 毛万熙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

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重点打造“腰部经济”的构想蓝图呼之欲出。 京

津冀、长三角等“龙头”已高高昂起，经过多年西部大开发，成渝、丝绸之

路经济带等“龙尾”也已激活，整条“中国巨龙”能否舞动起来的关键看中

部省份构成的“龙腰”。 未来鄂湘赣皖应进一步破除壁垒、联手打造“中四

角”，让“中国龙”挺起腰身。

“中四角”规划呼之欲出

专家认为，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确定了未来城镇化以城市群为发展

动力的方向，规划中的城市群将从基本建成、正在建设、潜在城市群三个

层次推进。 预计正在建设的城市群中有4个落在鄂湘赣皖构成的 “中四

角”，包括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塌

陷的中部”将迎来崛起时机。

“中四角” 即长江中游城市群， 以中国内陆最大城市武汉为中心城

市，长沙、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城市，以浙赣线、长江中游交通走廊为主

轴，向东呼应长江三角洲，向南遥望珠江三角洲。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包含武汉城市圈、长株

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共29个城市的中部经济发展区，又称“中三

角”。 高层提出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并明确

安徽要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均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彼此有良好的合

作发展基础。 今年初，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首届会商会上，以合肥

为代表的皖江城市带（现属江淮城市群）宣布加入“中三角”，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涵盖范围扩围至40个城市，变身“中四角”。

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四角”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四极。 区域内有二

线城市武汉、长沙，三线城市合肥、南昌，四线城市宜昌、岳阳、襄樊、株

洲、九江、芜湖等，这些城市有稠密的人口和较为齐全的产业结构，这是

除北上广三大城市群外其它城市群所不具备的优势。

按照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鄂湘赣皖四省按

照“自身角度为主，兼顾其他三省”的原则各自制定规划草案，并提交国

家发改委；明年6月国家层面将综合四省的方案，出台总体规划草案。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以前“中四角”只是在省级层面呼

吁和推动，事涉多省，事倍功半，现在由国家发改委启动规划编制，顶层

设计必然事半功倍，预计发改委还会有更多实质性推动举措。

四省一体化构建平面合作

据悉，四省已开始初步合作。 四省省会签订协议，将共同谋划区域发

展战略，共同推进工业分工合作、内需发展和区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平

台。

如何形成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经济共同体，考验的不仅是热情更是

智慧，中部四省联袂崛起仍任重道远。 一直以来，中部合作被认为存在先

天不足的症结：结构松散、经济同质度高、互补性不足等。 湖南省社科院

前院长张萍表示，单从湘鄂赣三省来看，资源互补性弱，在产业发展方

面，相互争夺项目，竞争大于合作。

不过，同质性并非不可弥补。 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彭智敏表示，同质性意味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接近，这是一个经济区形

成的基础之一。 虽然对开展区域合作不利，但可以破解，关键是未来各省

准确认识自身特色和优势，实施差异化的发展，加强产业链合作，在产品

结构中错位发展。

彭智敏举例说，汽车产业都是四省重点发展的产业，目前要谈整合

并不容易，但可以在组建产业联盟、共同开发汽车零部件等方面加强合

作，通过市场竞争，各省逐步从全产业链上缩小战线，精工细作产品细分

市场，各自重点发展重卡、轿车、皮卡、电动汽车。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也认为，最好的合作模式是

联盟。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跟长三角、珠三角不同，发达地区有龙头城

市，是梯度合作，而中部是平面合作。“大家都是兄弟，都非常急迫。 ”具有

同质性的产业谈合作很难，最好先从服务业上合作，制造业、文化、旅游

都可以搞联盟。

秦尊文建议，在推进四省一体化进程中，可从简至难，先遵循市场规

律开展一些有基础的项目合作，诸如旅游、交通等，然后向难度更大的产

业一体化和工业互补等方面延伸。

由此衍生开去，四省产业合作的空间其实很大。 彭智敏列出三大对

接点：一是基础设施产业，如水利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市场需求大，相

互投资、施工大有可为，如葛洲坝集团投资湖南南山风电、参与湘江航电

枢纽建设；二是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如湖南企业隆平高科等在武汉设

立分公司；三是制造业，如华新水泥在湖南株洲、娄底、郴州、永州、岳阳

等地建设生产基地。

破除壁垒打通“任督二脉”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中四角”发展的因素还比较多，下一步最

迫切的事情就是从交通与体制机制上改善区域的合作环境。

安徽省人大代表管兵提出，区域内市场开放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

比差别还比较大。 四省经济要融合发展，首先要破除行政壁垒，开放市

场，打造公平的贸易环境。

彭智敏表示，下一步四省应消除壁垒，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产业

发展、市场建设、社会服务等规划对接，建立不同层级的合作机制，如四

省年度会商机制、省会城市协商机制、毗邻地区合作推进小组等。

在更为引人关注的产业与经济方面的合作机制方面， 彭智敏建议，

四省共同建立产业转移承接机制，依托优越区位条件，在内部合作的基

础上，共同争取国家政策，共同加大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力度，提升

“中四角”产业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合肥市发改委纪检

组长牛和湘表示，四省省会将互相开出更加优惠的政策条件，为投资开

辟“绿色通道”。

另一抓手则是交通，四省路网要打通“任督二脉”。 安徽省人大代表

张超指出，“要想富先修路”仍然管用。 四个省都有各自的旅游、文化资

源，如果路不通，便不会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就业的带动。 各地应当

加大铁路、公路、航空等方面的进一步互通，实现交通信息共享。

一方面，四省经济圈内需建立快速交通。 牛和湘表示，合肥到南昌、

长沙还没有通动车，将是摆在四座城市面前的第一个重要议题。 江西省

政协委员查伟雄认为，虽然南昌、武汉、长沙、合肥有高速路网相连，但省

会城市各自经济圈仍存在快速交通的真空，建议规划岳阳-南昌、咸宁-

南昌、九江-长沙高速公路，加快建成新余-武汉高速公路，结合九江-长

沙铁路规划完善中部四省经济圈腹地快速交通网络。

另一方面，需做好各省交界处的联通。 湖北省武穴市市长郝胜勇提

出，皖鄂赣交界处要建交通网。 鄂东处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处，目

前亟需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将麻武高速、武英高速、黄黄高速、杭瑞高速

连接起来。

除了铁路公路，四座城市还都通过不同的水系直通长江，水上航线

的开辟也将是四省省会共同发展的先行之作。 湖南省人大代表黎光和提

出，应力争尽快形成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长江航线为支撑，

“中心放射、外围成环”的城市集群综合交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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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

）

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率（

%

）

福建水泥

-11,887.7970 35.3673 111,371.8510 -3.0660

秦岭水泥

-9,164.3180 -1,374.4161 56,687.6772 1.3032

上峰水泥

7,971.7141 40.8891 164,337.4645 14.3753

ST

狮头

-3,911.7066 -461.8331 7,524.3043 -68.2963

四川双马

8,689.5887 179.5855 143,844.5775 6.3749

巢东股份

4,870.8092 25.5848 79,056.0439 7.5244

宁夏建材

25,473.7720 687.8170 308,425.4876 28.8080

江西水泥

38,750.6271 217.9107 409,071.8117 28.2347

青松建化

2,927.5526 -71.5356 192,804.5541 1.1303

塔牌集团

18,233.7025 48.9276 249,664.7616 3.7236

祁连山

42,801.3896 118.4870 429,448.8279 33.8670

尖峰集团

16,125.8731 -16.3516 149,471.4812 25.2609

同力水泥

8,706.1611 -71.6929 284,616.0903 -9.0681

冀东水泥

8,009.4907 -26.9954 1,153,972.3911 3.9689

华新水泥

67,722.4843 130.7898 1,058,984.3697 20.1341

天山股份

37,799.1612 -11.9220 616,382.8639 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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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水泥价格或刚性上涨

□本报记者 钟志敏

近日，环保部科技司司长熊跃辉表示，

环保部正大力完善标准体系。 新出台的环

保标准中，对于水泥行业，环保部要求窑尾

窑头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提高到

400

毫克

/

立方米。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大型水泥企业

的一些生产线已进行了改造， 若政策落实

部分产能会逐步退出， 环保标准更高的大

企业将最终受益， 未来水泥价格可能会依

据环保成本变化而出现刚性上涨。

大型企业有望受益

在

12

月

8

日举行的

2013

中国环保上市

公司峰会上，熊跃辉直言，对于水泥行业，

环保部最新标准是要求窑尾窑头的氮氧

化物排放标准提升到

400

毫克

/

立方米。“要

达到这个标准，两千多个水泥企业都要对

除尘设施进行改造，每一个企业改造除尘

设施要

1400

万元，改造脱硝需要

500

万元，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

业内人士预计， 为达到该标准，水

泥行业改造除尘、 脱硝设备成本将达

380

亿元。

环保部收紧水泥行业氮氧化物排放

标准的消息传闻已久，当时消息称水泥行

业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将从现行的

800

毫克

/

立方米收紧到

450

毫克或

500

毫克，而此次

环保标准被业内评价为水泥业“史上最严

环保标准”。

水泥企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除粉尘

和二氧化硫之外，还有氮氧化物，而氮氧

化物是形成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的重要原

因，也是

PM2.5

的重要来源。

各地近期针对雾霾出台了紧急的应

对措施。 南京、无锡、南通、杭州、湖州等城

市，相继启动了空气污染应急预案。 其中，

浙江余杭、湖州等地的水泥企业将限产

15

天，安徽合肥、巢湖等地的水泥企业将因

节能减排继续限产

30%

， 南京地区因治理

空气污染也有限产计划。

而类似的“剧情”在华北地区也上演

过。 今年国庆节期间，北京雾霾天气严重，

随后北京、河北地区出台了较为严厉的水

泥产能限制政策， 部分水泥生产线停产。

以石家庄地区为例，当达到

III

级橙色预警

（最低级别）时，全部建材企业（含水泥窑）

停产，当预警解除后，水泥窑可恢复生产。

“排放标准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出台，

原因在于企业对标准意见各不相同。 ”业

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要达

到

400

毫克

/

立方米的排放标准， 只有通过

SNCR

脱硝技术才能实现， 但这将导致氨

水使用量大幅上升，有转移污染的问题。 ”

华泰证券预计，新的《水泥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可能不会明显放宽征求

意见稿里因严格而备受争议的氮氧化物

排放标准，由于部分大型水泥企业已将一

些生产线做了改造，若政策落实，环保标

准更高的大企业会最终受益。 监测预警体

系和考核机制完善也将减少企业作假，保

证政策公平性。 大企业在环保方面起到示

范作用， 在区域整合中必然更受政府支

持。 未来水泥价格可能会依据环保成本变

化而出现刚性上涨。

四季度水泥价格回暖

今年前三季度，水泥行业经历了极度

低迷的阶段，盈利整体大幅下滑，但四季

度以来水泥价格明显回暖。 数据显示，截

至

12

月初全国水泥均价已经连涨

8

周。

数据显示，

2013

年前三季度水泥行业

收入达到

6835

亿元，同比增长

7%

，利润总

额

429

亿元， 同比增长

20%

， 行业毛利率

15.38%

，同比提升

1.03

个百分点。从上市公

司数据看，

2013

年前三季度水泥板块（

19

家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达到

1284

亿元，同

比增长

1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3

亿元，

同比增长

24%

， 前三季度毛利率

25.25%

，

同比提升

1.08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水泥行

业整体业绩同比有所回升。

对于未来行业景气度， 业内人士表

示，明年水泥行业整体景气度预计继续回

升，明年行业新增需求约

1.62

亿吨（同比增

长

6.8%

），由于新增产能较少（行业协会统

计中性预期下新增熟料产能仅为

0.73

亿

吨，合计水泥产能

1.1

亿吨），

2014

年行业整

体边际供需格局将继续改善，产能利用率

将回升至

78%

左右。

对于明年哪些区域水泥价格值得关

注，该业内人士认为，东部地区需求保持

较快增长，加之节能减排及企业协同使得

供给端持续受限，值得重点关注；华北地

区雾霾治理政策有趋严迹象，若政策落实

到位，区域供给端将明显收缩，该区域亦

值得关注。 预计

2014

年房地产投资仍有望

保持较快增速，带动水泥行业需求继续保

持正增长。

江 西

“飞地经济”实现互利共赢

□

本报记者 傅嘉

2013

年

1

至

9

月，江西省九江市

沿江地区实施投资亿元以上重大

产业项目

108

个，总投资

1080.89

亿

元，累计完成投资

431.65

亿元。 早

在

2012

年

5

月， 江西省政府便发布

《关于推进九江沿江地区 “飞地经

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飞地经济”

指江西省内各级政府间打破行政

区划限制， 推进双方优势有机结

合，“飞出地”将重大产业项目投向

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

创新合作方式和利益共享机制，实

现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飞入地”，在行政区域上特指

九江沿江地区三区四县（市），即浔

阳区、庐山区、九江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瑞昌市、九江县、湖口

县、彭泽县；在地理区位上，重点是

位于三区四县（市）的四大产业板

块，即赤码板块、城西板块、城东板

块、彭湖板块。

2012

年， 九江沿江地区签约、

开工、竣工各类项目

45

批次，开工

316

个，竣工

86

个。 理文化工、恒生

大化纤、神华煤电等一大批重大产

业项目快速推进。石油化工、钢铁、

有色冶金、纺织服装、汽车船舶、电

子信息、新能源、非金属新材料、节

能电器、绿色食品等十大产业集聚

发展。

2012

年十大产业集群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2453.2

亿元。

资料显示， 九江沿江地区力争

到

2015

年， 工业经济总量在

2012

年

的基础上翻一番，占全省总量的

1/5

。

沿江地区生产总值达

2000

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达

2400

亿元；沿江区域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

亿元；

打造两个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产

业（石油化工、新能源产业），两个

500

亿元产业 （钢铁、 有色冶金产

业），

10

户以上收入过百亿企业，

50

户以上收入过

10

亿企业。

安 徽

构建沿江优势产业集群

□

本报记者 傅嘉

近年来安徽区域经济的亮点

主要体现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 该示范区为国家级示

范区，成员包括合肥市、芜湖市、马

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池州市、

滁州市、宣城市和六安市（金安区、

舒城县）共九市、

59

个县（市、区），

辐射安徽全省，主要功能是承接长

三角地区的产能转移。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5

年，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

万

亿元，年均增长

14%

以上，人均生产

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形成汽车

和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材料和新

材料、轻工纺织、高新技术、现代农

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为主导的若干

个产业集群；形成若干个

5000

亿元

级以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主

导产业，争取一两个产业达到万亿

元级；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市场有较

大影响力和占有率的安徽品牌。

数据显示，

2013

年

1-9

月份，

示范区生产总值（不含金安、舒城）

8724.3

亿元，增长

11.4%

，增幅比全

省高

0.7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4219.3

亿元，增长

14.6%

，比

全省高

0.9

个百分点； 净增规模以

上 工 业 企 业

1073

家 ， 占全 省

61.1%

。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23.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6.1%

，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高

1.5

个百分点。

对于示范区所体现的作用，中

科大管理学院教授刘志迎认为，承

接产业转移，关键在于提升产业整

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构建沿

江优势产业集群。国家行政学院决

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则表示，在

城镇化大潮中，如果能将庞大的农

民工和高新技术产业“拉”回安徽，

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 城市群崛起系列报道之一

破除壁垒打通“任督二脉”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中四角”

发展的因素还比较多， 下一步最迫切的

事情就是从交通与体制机制上改善区域

的合作环境。

安徽省人大代表管兵提出， 区域内

市场开放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别

还比较大。 四省经济要融合发展，首先要

破除行政壁垒，开放市场，打造公平的贸

易环境。

彭智敏表示， 下一步四省应消除壁

垒，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产业发展、

市场建设、社会服务等规划对接，建立不

同层级的合作机制， 如四省年度会商机

制、省会城市协商机制、毗邻地区合作推

进小组等。

在更为引人关注的产业与经济方面

的合作机制方面，彭智敏建议，四省共同

建立产业转移承接机制， 依托优越区位

条件，在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争取国

家政策， 共同加大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

移力度，提升“中四角”产业综合竞争力，

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合肥市发改委

纪检组长牛和湘表示， 四省省会将互相

开出更加优惠的政策条件， 为投资开辟

“绿色通道”。

另一抓手则是交通， 四省路网要打

通“任督二脉”。 安徽省人大代表张超指

出，“要想富先修路”仍然管用。 四个省都

有各自的旅游、文化资源，如果路不通，

便不会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就业的

带动。 各地应当加大铁路、公路、航空等

方面的进一步互通，实现交通信息共享。

一方面， 四省经济圈内需建立快速

交通。 牛和湘表示，合肥到南昌、长沙还

没有通动车， 将是摆在四座城市面前的

第一个重要议题。 江西省政协委员查伟

雄认为，虽然南昌、武汉、长沙、合肥有高

速路网相连， 但省会城市各自经济圈仍

存在快速交通的真空，建议规划岳阳

-

南

昌、咸宁

-

南昌、九江

-

长沙高速公路，加

快建成新余

-

武汉高速公路， 结合九江

-

长沙铁路规划完善中部四省经济圈腹地

快速交通网络。

另一方面， 需做好各省交界处的联

通。 湖北省武穴市市长郝胜勇提出，皖鄂

赣交界处要建交通网。 鄂东处于湖北、江

西、安徽三省交界处，目前亟需建设一条

高速公路，将麻武高速、武英高速、黄黄

高速、杭瑞高速连接起来。

除了铁路公路， 四座城市还都通过

不同的水系直通长江， 水上航线的开辟

也将是四省省会共同发展的先行之作。

湖南省人大代表黎光和提出， 应力争尽

快形成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

长江航线为支撑，“中心放射、外围成环”

的城市集群综合交通格局。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

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 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

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

均衡开发。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重点打造“腰部经济”的蓝图呼之欲

出。京津冀、长三角等“龙头”已高高昂起，经过多年西部大开

发，成渝、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龙尾”也已激活，整条“中国巨

龙”舞动起来的关键在于中部省份构成的“龙腰”的活力。 未

来鄂湘赣皖应进一步破除壁垒、联手打造“中四角”，让“中国

龙”挺起腰身。

“中四角”规划呼之欲出

专家认为，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确

定了未来城镇化以城市群为发展动力的

方向，规划中的城市群将从基本建成、正

在建设、潜在城市群三个层次推进。 预计

正在建设的城市群中有

4

个落在鄂湘赣

皖构成的“中四角”，包括武汉城市群、长

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

群，“塌陷的中部”将迎来崛起时机。

“中四角”即长江中游城市群，以中

国内陆最大城市武汉为中心城市，长沙、

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城市，以浙赣线、长

江中游交通走廊为主轴， 向东呼应长江

三角洲，向南遥望珠江三角洲。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

为核心，包含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

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共

29

个城市的中部经

济发展区，又称“中三角”。 高层提出中部

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

地，并明确安徽要加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均坐拥

长江黄金水道， 彼此有良好的合作发展

基础。 今年初，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

市首届会商会上， 以合肥为代表的皖江

城市带（现属江淮城市群）宣布加入“中

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涵盖范围扩围

至

40

个城市，变身“中四角”。

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四角” 是中国

当之无愧的第四极。 区域内有二线城市

武汉、长沙，三线城市合肥、南昌，四线城

市宜昌、岳阳、襄樊、株洲、九江、芜湖等，

这些城市有稠密的人口和较为齐全的产

业结构， 这是除北上广三大城市群外其

它城市群所不具备的优势。

按照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时间表，在

今年年底之前，鄂湘赣皖四省按照“自身

角度为主，兼顾其他三省”的原则各自制

定规划草案，并提交国家发改委；明年

6

月国家层面将综合四省的方案， 出台总

体规划草案。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以

前“中四角”只是在省级层面呼吁和推动，

事涉多省，事倍功半，现在由国家发改委

启动规划编制， 顶层设计必然事半功倍，

预计发改委还会有更多实质性推动举措。

四省一体化构建平面合作

据悉，四省已开始初步合作。 四省省

会签订协议，将共同谋划区域发展战略，

共同推进工业分工合作、 内需发展和区

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文化旅游、公共

服务、社会保险平台。

如何形成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经济

共同体， 考验的不仅是热情更是智慧，中

部四省联袂崛起仍任重道远。 一直以来，

中部合作被认为存在先天不足的症结：结

构松散、经济同质度高、互补性不足等。湖

南省社科院前院长张萍表示，单从湘鄂赣

三省来看，资源互补性弱，在产业发展方

面，相互争夺项目，竞争大于合作。

不过，同质性并非不可弥补。 湖北社

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表

示，同质性意味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接

近，这是一个经济区形成的基础之一。 虽

然对开展区域合作不利，但可以破解，关

键是未来各省准确认识自身特色和优

势， 实施差异化的发展， 加强产业链合

作，在产品结构中错位发展。

彭智敏举例说， 汽车产业都是四省

重点发展的产业， 目前要谈整合并不容

易，但可以在组建产业联盟、共同开发汽

车零部件等方面加强合作， 通过市场竞

争，各省逐步从全产业链上缩小战线，精

工细作产品细分市场， 各自重点发展重

卡、轿车、皮卡、电动汽车。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

传清也认为，最好的合作模式是联盟。 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跟长三角、 珠三角

不同， 发达地区有龙头城市， 是梯度合

作，而中部是平面合作。 “大家都是兄弟，

都非常急迫。 ”具有同质性的产业谈合作

很难，最好先从服务业上合作，制造业、

文化、旅游都可以搞联盟。

秦尊文建议， 在推进四省一体化进

程中，可从简至难，先遵循市场规律开展

一些有基础的项目合作，诸如旅游、交通

等， 然后向难度更大的产业一体化和工

业互补等方面延伸。

由此衍生开去， 四省产业合作的空

间其实很大。 彭智敏列出三大对接点：一

是基础设施产业， 如水利交通能源通讯

等方面，市场需求大，相互投资、施工大

有可为， 如葛洲坝集团投资湖南南山风

电、参与湘江航电枢纽建设；二是农业及

农产品加工业， 如湖南企业隆平高科等

在武汉设立分公司；三是制造业，如华新

水泥在湖南株洲、娄底、郴州、永州、岳阳

等地建设生产基地。

湖 北

�着力打造“谷经济”

□

本报记者 毛万熙

湖北省委

14

日表示， 要立足

湖北的资源、科教、人才、交通区

位等综合优势， 抢抓长江经济带

新一轮开放开发和长江中游城市

群建设等重大机遇。 业内人士梳

理湖北已出台的各项规划发现，

湖北在高新技术、 农业等方面发

力，努力建设农谷、光谷、云谷，着

力打造“谷经济”。

武汉“光谷”已成为湖北高新

产业的一张名片。在科技部日前公

布的全国高新区最新评价结果中，

武汉东湖高新区 （即武汉光谷）综

合排名由原来的第四名跃升至第

三名，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和深圳高

新区。 今年上半年，东湖高新区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962

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765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27.5％

和

27.4％

。

湖北还在加快智慧城市建

设，打造襄阳“云谷”。 中国移动在

湖北襄阳投建 “四个中心”（企业

云计算中心、呼叫中心、区域网络

中心和物流大区中心），襄阳市日

前提出，要进一步加快以云计算、

电子信息和电子装备为核心和基

础的信息化建设步伐， 形成以襄

阳为核心辐射全省的

TD

和云计算

产业集群， 吸引各类

IT

企业落户

襄阳打造襄阳高新“云谷”，为湖

北的信息化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荆门的“中国农谷”也是湖北

重点规划的区域。 根据其日前发

布的“中国农谷”核心区规划，将

加快食品工业、生物化工、生物制

药、 农用机械装备制造等产业的

建设，并围绕农业生态文化旅游，

发展农耕、农业文化展示、休闲养

生、 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 到

2020

年末，核心区总产值将达

150

亿元，工业增加值将达

85

亿元，财

政收入将达

6

亿元，城镇化率将达

60%

以上。

湖 南

培育长株潭城市群主引擎

□本报记者 毛万熙

从已出台政策看，湖南城镇化路

径逐渐明确。湖南将以长株潭城市群

为主引擎，建立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努力构建以

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

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去年公布的《湖南省推进新型

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2-2020)

》提

出， 将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以

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县城和中心镇

为基础，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株洲建

设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

宜居城市， 湘潭城区不断向北延

伸， 产业项目加速向九华工业园、

昭山示范园聚集。 以长株潭为中

心、 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的

“

3+5

”城市群，正加快构筑全省新

型城市化密集区。

环洞庭湖将是湖南下一步重

点发展的区域，并将着重发展环保

产业。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指

出，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将

有利于推进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有

利于保障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和国

家粮食安全、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

展新模式。

小城镇建设是湖南城镇化推进

的重点。国开行未来

5

年将投入

3000

亿元支持湖南新型城镇化建设，还

将把更多金融资源向县城和中心镇

倾斜。 民营企业大汉集团先后与溆

浦、宁远、永顺、新化、桃江、云溪等

县（区）地方政府开展对接，深度介

入当地的城镇化建设。

区域发展新引擎呼之欲出

打造“中四角” 挺起中国经济“腰身”

□本报记者 毛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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