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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半年

货物吞吐量首破“5亿”，达到5.15亿吨，同

比增长 11.3%；集装箱吞吐量 1238.6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 14.6%，成为服务“一带一

路”的重要支点，在浙江打造世界级港口

集群中发挥了“大龙头”作用。

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主动适应全

球航运新联盟组建等市场新变化，积极应

对航线撤并带来的影响，与各大船公司强

化合作，不断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全球总航线净增

3条，升至236条，其中远洋干线114条，近

洋支线70条，内支线20条，内贸线32条。

宁波舟山港积极对接服务“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依托浙江省海港集

团和宁波舟山港集团整合后统筹管控全省

海洋港口资源的优势，与温州、嘉兴等“紧

密层”“联动层”港口有机融合，聚力自身

“核心层”港口功能，推动集装箱吞吐量快

速提升。海铁联运发展迅速，新增南昌、驻

马店两条班列，班列总数升至 11条，铁路

北仑港站操作一体化于4月1日正式启动，

促进港站发送日均计划兑现率、驳运计划

兑现率均达到94%。同时，海铁空箱通达

码头直装业务顺利开展，进一步推进箱量

稳步提升，上半年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完

成18.2万标准箱以上，同比增长82.2%。

大宗散货集聚的宁波舟山港散杂货

业务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衢山港区鼠浪

湖矿石中转码头上半年试靠全球最大的

40万吨矿船 10艘次，并深入推进混配矿

业务的开发，在打造全国最大铁矿石中转

基地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成功接靠全球最

大船“泰欧”轮，再一次验证了宁波舟山港

强大的原油作业能力；依托浙江省内河航

运复兴计划，新增“镇海至兰溪”等内河航

线，完成内河煤炭疏运量 448.5万吨。据

初步统计，全港铁矿吞吐量超1.2亿吨，原

油吞吐量超 5500 万吨，煤炭吞吐量超

4000万吨。

7月11日至12日，第三届海丝港口国

际合作论坛在宁波召开，来自丝绸之路沿

线三十多个国家的近 400位港航、物流界

嘉宾，围绕“市场新变化，港口新发展”主

题开展深度交流，寻求多方合作，共绘发

展蓝图。其间，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与新加坡海事及港口管理局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加入 LNG 加注港口联

盟；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加入了国际

港口靠泊优化协会，打造服务“一带一路”

的重要支点，宁波舟山港已迈上新征程。

浙江省海港集团下一步将以龙头带

动，两翼齐飞，打造现代化区域枢纽港口

集群；依托港口发展基础，打造综合航运

服务生态集群；依托大宗商品储运优势，

打造大宗商品全产业链，提升大宗商品储

运交易加工基地发展水平；依托港口运营

管理经验，积极推进港口“走出去”，拓展

港口发展区域空间。

据《浙江日报》

6月下旬，记者驱车来到镇江在扬州

的“飞地”新民洲，只见临港产业园内木材

成山，车辆船舶往来不绝。尽管已是全国

数一数二的进口木材集散地，但让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杨彬头疼的是，想要进一步发

展，却面临着外部通道不畅、电力及蒸汽

供应不足等瓶颈，与新民洲隔江相望的镇

江对此“鞭长莫及”，有能力解决的扬州又

未把新民洲纳入城市规划。

“同屋不同居”，在城市群发展中并

非个案。正视“融合之困”，处理好核心

引领、产业同构、生态短板、南北融合等

问题，成为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中亟待破

解的难题。

“以何为边”“以谁为
主”谋求共识

6月 20日，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入研

究扬子江城市群建设问题研讨会上，江

苏省委书记李强特别提出，国内不少地

方都在发展城市群，一些城市把“入群”

看成是利益分配，范围一再扩容，似乎加

入就能“分羹”，不加入就会被“抛弃”，

“唯群”现象突出。

事实上，规划范围和确立边界，一直

是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讨论的焦点。

记者在采访中就听到不少不同的声

音。有人认为，把沿江八市全域框进来，

便于整体打造、形成品牌，像兴化、高邮、

宝应这些地方农业比重比较大，可以作

为扬子江城市群的生态功能区；有的认

为，群内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度不能太

大，要以县为单位来规划边界，同样以

“兴高宝”地区为例，发展相对滞后，不应

该划到城市群里来。

记者走访中还发现，基层普遍拥护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同时对“以谁为主”

的问题探讨比较激烈。

从国际上看，城市群一般拥有核心

城市，比如，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核心是

纽约，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核心是芝加

哥，日本太平洋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英

格兰东南部城市群的核心是伦敦，欧洲

西北部城市群的核心是巴黎，长三角城

市群的核心是上海。

在扬子江城市群内部，该如何发挥

核心的引领作用？在学界和业界，这也

是讨论的重点——

常年关注城市群建设的无锡市人民

政府研究室区域发展研究处的朱永福提

出，在扬子江城市群内是否需要核心，需

要几个核心？是南京一个核心，还是南

京、苏州“双核”，或是以上海为主核打造

若干副核，还是按照宁镇扬、锡常泰、

（沪）苏通划片确立三个核心？

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建

飞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也代表了学界

普遍的疑问：“南京、苏州是否已经成为

了‘成熟的男人’，能否让还处于‘孩子’

阶段的其他沿江城市依靠？”所有疑问

归根结底指向一点：作为省会城市，南京

在全省的首位度还比较弱。南京市社科

院相关资料显示，在全国 27个省会城市

中，南京首位度排名列倒数第二。如何

提高城市能级，在城市群中发挥核心引

领作用，尚需南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给

出答案。

“产业同构”“生态短
板”如何规避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惯

性，沿江八市也存在一些制约城市群建

设的现实瓶颈。

产业结构趋同，是一大痛点。无锡

市发改委规划处副处长陈栋研究了各地

的发展规划之后苦笑说，提到“智能发

展”，都一窝蜂发展智能装备；提到“创新

发展”，又纷纷盯住了“新材料”“新能

源”，各地规划中产业重叠屡见不鲜。

“受行政管辖权限制，客观上导致沿

江八市功能定位、产业分工重叠交错，产

业普遍低端。”江苏省发改委相关人士表

示，总体上看，江苏省沿江地区产业规模

很大，但大多数还仍然处于中低端，结构

相对偏重，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各市之间

发展定位趋同，产业体系同构，集群效应

不高。

与产业同质相关联的还有生态问

题。据了解，沿江地区化工园区密布，且

大都临近城市，不仅带来产业同构，更凸

显生态短板。“仪征的定位是南京都市圈

的后花园，但是花园里有化工园谁会来休

闲娱乐呢？”仪征市委书记张震宇认为，建

设扬子江经济带，需要解决沿江不合理的

产业配置问题和岸线规划使用问题。

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坦言，资

源占用多、产业结构重、环境风险高、环

境质量改善难度大，是沿江的突出短

板。他认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扬

子江城市群，必须大力推行国际先进的

环境管理理念、构建世界一流的环境基

础设施、营造舒适优美的生态宜居环境，

让生态之美成为点睛之笔”。

据了解，苏南部分地区开发强度已

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公认的30%警戒线，单

位国土面积耗煤量约是全国平均值的 10
倍；沿江八市生产了约占全省73%的化工

产值、77%的钢铁产值、69%的发电量；单

位国土面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

平均值的4-7倍。

显然，这些难题仅凭一市之力是难

以破解的。

“近年来宁镇扬一体化体制机制日

益完善，但覆盖沿江八市的一体化体制

机制尚未形成，缺少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产业协同发展、环境联防联治等方面的

协调会商机制。”“宁镇扬一体化”，让镇

江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养泉领略了融合的

便利，也深知融合之难。

“南北融合”“合作共
赢”殊非易事

“一江分隔南北”，是扬子江城市群

建设绕不过去的坎。大江南北两岸之间

的融合发展，是最为紧迫的任务。

知易行难，南北融合掣肘众多。“各

城市对扬子江城市群重要性的认识其实

各不相同。”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智

库专家、南通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叶磊博

士说，在行政区经济和政府绩效评估体

系的影响下，当下沿江八市的协作屡屡

诱发“非合作博弈”——苏南城市或因发

展空间受限，或因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

不得已向苏中各市输出各类发展要素，

设立各类共建园区；而苏中各城市在付

出土地出让、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代

价后，过度追求对合作事项的主导权，各

方跨区域协作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这个问题在跨江园区的合作实践中

暴露得尤为明显。采访中，几位合作园

区负责人就向记者大吐苦水：“开始共建

时热热闹闹，以为能够合作共赢，没想到

领导一换发展就停滞了”；“前几年经济

形势好的时候好搞，经济形势下滑后就

不行了”……

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江苏长江经济

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分析，苏南一部分

县市区到江北、苏北建合作园区，取得过

良好成果。这种融合往往需要城市发展

间的梯差与互补。过去，江南江北城市

的产业差异、经济发展差距明显，这种融

合水到渠成。而如今，对苏南腾笼换鸟

的需求，“见过世面”的江北地区已不再

是“什么都要的穷亲戚”。

位于苏通大桥北侧的苏通科技产业

园是苏州与南通共建的园区。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如海坦言，“南

北方合作意识、发展理念仍有很大差

距。”从苏中方面看，部分干部对南北挂

钩共建园区的认识不够深刻，“认为是苏

南人的事”；而苏南方面，受国内外经济

环境影响，外向型经济受到冲击，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企业扩张、产业转移的力度

也在减弱。

“共建双方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和

具有法律约束的合作机制，无法根本解

决双方在税收分成、管理机构设立、土地

审批和征地拆迁、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

争议。”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智库专

家、南通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陈为

忠认为，顶层设计不到位，缺乏级协调机

制，导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合作园区的

纠纷。

理性认知各项困难，恰恰是破解难

题的前提。建设扬子江城市群，这样一

项重大战略决策的探索与实施，可以说

是急不得也慢不得，需要审慎以对，更需

要不懈前行。 据《新华日报》

浙江省设立政府产业基金以来，把

特色小镇作为投资的重点方向之一，积

极引导创新要素在特色小镇集聚，促进

市场资源与特色小镇深度融合。截至今

年 3月底，政府产业基金通过设立子基金

投资和直接投资，共投资特色小镇实体

企业项目 55 个，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投资

38.04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149.54 亿

元，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

杠杆作用。

牵引高端要素嵌入实体经济，推动地

方经济转型升级。2016年，绍兴市政府产

业基金与万丰奥特集团合作组建万丰越

商产业并购基金，基金规模 10亿元，其中

政府产业基金出资 3亿元。如今，该基金

已成功并购工业机器人集成系统的行业

全球领跑者美国派斯林公司，促成先进机

器人产业项目落户绍兴、先进制造业样板

智慧工厂落户万丰航空特色小镇。该特

色小镇总投资达 100亿元，项目一期工程

投资 30亿元，以飞机研发制造为核心，结

合旅游、文化、环境等资源基础，打造整机

制造、通航运营、航校培训、观光旅游、航

空救援等航空特色产业。

引导社会资金有序流入新兴产业，助

力创业创新，助推跨界融合，培育发展新

动能。在余杭梦想小镇，省财政设立规模

为 5000 万元的“浙江省天使梦想基金”，

扶持孵化期、初创期的企业。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262个项目申报天使梦想基金

资助，其中 171家企业获得资助资格。在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省级政府产业基金在

运作过程中，引入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到玉

皇山南基金小镇入驻，为小镇发展导入优

质资本和专业机构。目前，基金小镇已集

聚各类金融机构超过 1000 家，资金管理

规模超过 5000 亿元，集聚效能已经基本

确立。

据《浙江日报》

聚焦扬子江城市群建设

破解“融合之困”急不得慢不得

积极对接服务“一带一路”

宁波舟山港半年货物吞吐量首超五亿吨

浙江政府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
四两拨动千“金”投资特色小镇

江苏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统计

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江苏省新增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 8个，年底共拥有各类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00个，占全国的比重

达到7.8%，仅次于山东（174个）、浙江（104
个），位列全国第三。

在全省 100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中，苏南地区有 65 个，占比 65%；苏中 18
个，苏北 17 个，分别占 18%和 17%。位列

全省前四位的地区分别是苏州（23 个）、

无锡（15个）、南京（12个）、常州（10个），

四市拥有数量占全省六成。从行业分布

看，主要集中在四大行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业。这四大行

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51 个，占比

过半，特别是前两大行业分别拥有 21个、

15 个，表明江苏省企业在这两大行业研

发优势明显。

全省 100 家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的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强于其它企业，其

研发经费、新产品开发费、申请发明专利

数等都位于全省企业前列。2016年全省

国家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共投入研发经

费2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7%。100家企

业中有 57 家企业研发经费超亿元，其中

江苏沙钢、徐工集团、中天科技、恒瑞医药

4家企业研发经费均超10亿元。

不过，报告也指出，江苏省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总数占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总

数比重仅为 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

据《新华日报》

江苏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达百家
57家企业研发经费超亿元

宁波舟山港在浙江打造世界级港口集群中发挥了“大龙头”作用。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