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铁减少了对货运车道的占用，间接地提升大宗货物的 

运输能力。 

从现实应用上看，高铁主要用于旅客运输和小件物 

流。在飞机、高铁出现前，运输工具主要以降低运输费用 

来改变产业区位、影响区域结构。区域问的联系通过产 

品流动来体现。但是，广义运输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时 

间成本才是影响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在当今 

社会，“速度成为最主要的价值取向 ”，人的便捷、快速 

流动，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进而促进区 

域空间结构向深层次演进。高铁极大地降低了人才流动 

的时间成本，增加了人的出行频率，扩大了交叉移动范 

围，促使区域间的联系从以产品流动为表现的浅层联系 

发展为以人的流动为表现的深层联系。 

(二)高铁改变区域空间结构的机理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把区域空间结 

构中的不同节点联络成网；区域空间结构随节点集聚和 

扩散效应的变化而变化。高铁服务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其 

对地区发展带动作用的方向。 

高铁促进要素流动，改变了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和 

扩散效应。由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可知，高铁极大地提 

高了节点要素流动速度、流动频率，打破了区域空间结 

构的平衡点，之前由于时间成本等因素，没有流动的优 

质要素开始流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要素自然流 

向经济基础好、要素价格高的地区。由于各城市经济发 

展基础不一样、产业发展方向不同，对不同要素的吸引 

能力不同。 

如果地区问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互补和分工，经济 

条件好的地区有较高的要素价格，对要素的吸引力强。 

发展环境好的地区成为要素净流入；反之，成为要素净 

流出。由于循环累积作用的强化，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均衡的空间结构继续固化，这便形成了“马太效应 ： 

经济基础好、配套服务完善的节点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 

应 ，吸引优质要素净流人，促进经济发展、环境改善；而 

经济基础差、发展环境不好的节点集聚效应小于溢出效 

应，优质要素净流出，经济发展缓漫、环境恶化。这样的 

过程又叫“虹吸效应”。区域空问结构变成不稳定的“哑 

铃型s”结构。 

发 展 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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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要发展和升级，必然会吸引小城市优质的发 

展资源。“虹吸效应”是不可避免的，但“哑铃型”城市是 

可以避免的。区域结构一旦稳定很难被改动。所以，应高 

度重视“虹吸效应”固化后的“哑铃型”城市对区域发展 

的不良影响。 

(三)区域空间结构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1．促进高铁沿线城市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高铁 

给高铁站点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但不是区域发展充分 

条件 。尽管高铁的建设使沿线城市的整体集聚效应进 
一 步强化，但并不是沿线每—个城市都会增长。 

如果能抓住高铁带来的机遇，并在基础设施的完 

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的提升、居住条件的改善等发展 

环境的优化上下足功夫，大力提升集聚能力，吸引要素 

流入，就能在高铁沿线城市中快速崛起。 

日本新干线带来了浦佐町的新生。浦佐町原本是典 

型的山村小镇，只有2万多人。新干线开通后，人们的活 

动范围扩大了，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跃了。北陆新干线在 

浦佐有车站。浦佐到新泻和东京，分别只需 1小时，还拥 

有迷人的自然环境。浦佐抓住了优越区位与宜居环境对 

人的强大吸引的机遇，吸纳了世界各地学生、学校和人 

才，确立了其在日本的科教地位。 

同样，“欧洲之星”高铁带来里尔的崛起。“欧洲之 

星”高铁将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三个首都的位移时间缩 

短为2．5小时。里尔，正好位于三个首都中心，成为了联 

系法国至英国、比利时、荷兰等西欧邻国的重要交通枢 

纽(区位见图 1)。“欧洲之星”高铁从里尔经过，并设有 

车站，里尔市长Pierre Mauroy前瞻眭地看到高铁的根 

本性作用，积极推行“欧洲里尔”计划 m：推动里尔由传 

统工业型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变，将里尔建设成为欧洲 

中心城市之一。“欧洲里尔”围绕高铁开始建设，在火车 

站周边开发了“欧洲里尔”大型综合体项目，最先配备的 

物流与会展功能，建成了欧洲办公大厦、银行大楼、Eu— 

rolille大型商业中心等服务业设施。完善的配套和优越 

的区位使里尔拥有极强的吸引力，吸引各国公司纷纷人 

驻。不到 1O年，里尔已经由工业城市成功转变为以商务 

办公为主的城市综合I生门户 “。 

反之，一旦坐失良机，则集聚能力相对下降，要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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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流失，托大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距。在法国东南部 

TGV有 3个站点，但只有里昂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经济 

增长；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后，名古屋都市罔的吸引 

力仍弱于东京和大阪都市罔，呈现衰退趋势。 

2．促进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和企业的调整布局。促 

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高铁促进产业发 

展核心要素(人才和信息)的高效流动，促使交通运输与 

金融、信息、会展、巾介等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融 

合，带来高端服务业向拥有陕捷的对内、对外交通设施 

的复合型综合交通枢纽聚集，从而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 

加速旅游业、贸易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武广高铁 

正式运营半年时间(截至2010年6月底)，累计发送旅 

客900余万人次，极大地增加了武汉景区及周边城市游 

客接待量。 

促进产业沿高铁优化布局。高铁的兴建将改善贸易 

自由度，降低沿线城市新资本生成成本，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改变原有产业聚集的空间结构。如果企业在大都 

市的生产成本高于高铁沿线城市，企业就会迁出大都市 

区，引发高铁沿线城市产业扩张；新增劳动力和新经济 

活动的需求继续扩大沿线城市的市场规模，从而引发更 

大规模企业的转移。 

日本新干线之前，日本虽已形成了从南关东到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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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里尔区位示意图 

州的太平洋沿岸_【业带，但新干线建成后，信息、资源 、 

技术的传播，促进了新大阪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重 

组。大阪的主导产业变为钢铁、石化等传统T业，而新大 

阪的主导产业由传统制造业转变为汽车、机电、家用电 

器等加lT产业和集成电路等尖端产业，其他低端产业则 

向茨城县、千叶县等小城市转移。于是，在烧津和盘田东 

西长约50公里的地域又形成了新的工业地带。高铁沿线 

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了日本产业快速发展，1 966—1 970 

年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对日本全产业经济效果的贡献 

率达到了0．23％ 。 

3．改变大城市的地域结构，促进大城市南“单中心” 

向“多中心”发展。高铁项目一般连接的都是大城市。高 

铁建成后，大城市站点客运量将会大增，为_『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高铁站点一般不在城市中心。如高铁站点设 

在了离市中心稍远的北京南站，预计 2015年北京南 

站的年运量超过 1．5亿人次，到2020年将超过 1．9亿 

人次。 

在城市地域层面，也正是高铁站点被布局在城市外 

围，站点周围迎来了发展机遇。高铁站点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高效交换，吸引了与之相匹配的商贸、住 

宿、餐饮、物流等第三产业的集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站 

点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进而促进站点地区的全面 

发展。城市中心与高铁站点双向联系进一步紧密，站点 

地区开始绕开中心城市直接在高铁站点交换信息，城市 

空问结构开始由“单中心”逐渐向“多中心”发展。 

在区域层面，原本是两个节点的城市，由于高铁的 

建设，两市间的时空距离极大缩小，产生同城化效应，两 

节点向一个节点演进，最终较小城市变成大城市的“副 

中心”。现今各地兴起的同城化，如沈抚同城化、广佛同 

城化、乌昌一体化等，正是在时空距离变小、两点距离模 

糊、向一点演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同城化均在努力 

把两个城市合二为一。 

4．密切大都市区间联系，为特大城市群“超级区域” 

奠定基础。高铁奠定了特大城市群“超级J)(域”形成的基 

础。受传统交通_丁具的限制，1957年，戈特曼前瞻性地 

看到了“大都市经济圈”的城市发展趋势，并成为过去几 

十年各大城市努力发展的目标。在交通快速化的今天， 



联合国最新一份报告(2010)又前瞻l生地点出了城市群 

的最新发展趋势 13全球特大城市群有形成“超级区域” 

的趋势。在高铁出现前，城市问的时空距离没有得到较 

大的缩减，特大城市群“超级区域”只能是理论上的产 

物。高铁提高了特大城市群的可达性，扩大了特大城市 

群的辐射范围，节省了居民的出行时间成本。原来难以 

实现的大量跨城活动或要素流动急剧增加，且在更大范 

围内双向、深度互动。特大城市群问的边际开始重叠，形 

成特大城市群“超级区域”。 

日本三大都市区因新干线而走向融合，是世界特大 

城市群“超级区域”的典范。大阪、名古屋和东京三个城 

市一直都是日本经济发展重地，在没有新干线之前三地 

已有一定的产业分工，但由于时空距离太远，联系不密 

切，三地有效辐射范围并未叠加(如图2)。1964年，日 

本修建了东京一大阪高铁，加速了新干线沿线的集聚 

和扩散效应，三个城市圈有效扩散范围扩大，出现叠 

加，形成了新的地域关系 (如图 3m)。从 1960年到 

2005年，三大都市区城镇等级结构越来越有层次，东 

京都市圈首位大城市指数急速跌落，名古屋和大阪罔人 

口聚集度指数排名逐年跌落 ，说明新干线促进了沿线 

部分区县的人口集聚，三大都市区人口沿高铁分布趋于 

合理，三大都市区联系更加密切，已经发展成为特大城 

市群“超级区域”。 

图 2 新干线前三大都市圈地域结构示意图 

图3 新干线后三大都市圈地域结构示意图 

疆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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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铁时代辽宁区域战略的新动向 

辽宁省已经形成了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和突破 

辽西北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大中小城市建设正在稳步推 

进。辽宁在建和将建的高铁有京沈、哈大、沈丹三条，必 

将对辽宁的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流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十二五”时期，在继续落实现有区域发展战略基础 

上，借三条高铁的建设，放大高铁的积极效应，进一步完 

善辽宁区域空间结构，支撑辽宁省的全面发展。 

(一)实施“一站一业一园区一座新城”战略，建沈 

铁、沈丹、沈大、沈阜朝四条经济带 

“前工业化阶段河道交通使城市发展成狭长形的空 

间形态，陆路交通是从马车开始的，城镇多以陆路为轴 

作轴向延伸，仍然是狭长的空问形态” 。高铁也必将引 

起城市布局在高铁沿线的狭长空间上，并促使城市带最 

终发育成经济带。借鉴日本东海道经济带、美国波士华 

经济带和西海岸经济带以及德国莱茵河经济带等的发 

展经验，以沈阳为中心，以京沈、哈大、沈丹三条高铁为 

发展主轴，以建设主轴上或其紧密吸引域内的大中城市 

或城镇为依托，通过沿线经济部门的技术联系和生产协 

作，促进资源、人口、产业、城镇、信息、客货流等向主轴 

集聚，培育沈铁、沈丹、沈大、沈阜朝四条经济带，以此带 

动辽宁省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联动发展。 

图4 辽宁过境高铁和四条经济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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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站点城市功能，加快高铁站点城市化。高瞻 

远瞩，做好站点与城市对接的规划。提前做好站点与城 

市对接的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等，超前谋划、全面指导站点地区城市有序发展，确保站 

点与城区的互动发展，把站点地区建设成为新城市或老 

城市的又一中心。促进沈阳、大连、铁岭、朝阳和丹东的 

快速发展，形成高铁经济带的增长极。 

改善人居环境，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本质是人 

口向城市集聚，生产生活城市化。高铁虽然会带走部分 

高端人才，但也可促进农村人口进城。完善站点地区的 

城市功能、生活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发展产业园 

区，出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配套措施，加速周围农村人 

口的城市化进程。 

完善基础设施，构筑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站点 

与城市的交通建设，布局快速公共交通线路，满足大 

规模人口位移的需要。优化公交枢纽、长途客运站、轨 

道交通等多种城市交通枢纽的布局。布局商场超市、 

商务办公 、旅游设施 、公共娱乐 、金融 、高档酒店等服 

务设施。 

合理布局功能区，促进城市空间的科学利用。合理 

布局城市的商务园区、物流园区、产业园区、{比发中心、 

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综合体、酒店娱乐中心、零售中心、居 

住区等功能区，促进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序开发。 

2．围绕站点布局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结合高 

铁带来的机遇，深入研究站点地区的优势，以及可能承 

接的产业转移，培育地区的支柱产业。完善园区金融机 

构，改善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集中供水供热等 

硬件设施，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交通、医 

疗、学校等公共设施的配套，注重软环境建设，推进上下 

游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的链式发展和集群发展。 

加强分工协作，促进产业沿高铁合理布局。建立高 

铁沿线的大中小城市产业合作机制，站点地区要围绕大 

城市的大企业、大项目的上下游做配套，主动与大城市 

错位发展。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建立差别的产 

业准人机制，促进产业以沈阳、大连等为中心沿高铁形 

成产业的垂直分工体系。沈大经济带主要发展先进装备 

制造、精特钢及深加工、精细化工新材料和新兴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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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沈丹经济带主要发展生物医 

药、仪器仪表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沈阜朝经济带主要发 

展农产品加工、新型能源、煤化工、建筑材料等产业；沈 

铁经济带主要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汽 

车零部件、静脉环保等产业。 

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步伐。 

吸引北京的研发 、设计、营销、企业管理、法律和战略咨 

询等高端生产I生服务业在沈阳、大连布局；同时，促进沈 

阳、大连等生产陛服务业基础好的城市把生产性服务辐 

射到高铁沿线的中小城市。 

3．完善综合交通网，夯实经济带发展的基础。经济 

带的发展无法仅仅靠一条高铁支撑，需要建设以航空、 

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际客运等交通基础设 

施为一体，以沈阳、大连等高铁沿线大城市为枢纽的综 

合交通运输网。提高高铁沿线的干线密度和质量，增加 

运输网的通达度和覆盖率。加快改造现有基础设施，提 

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技术装备水平。调整运输结构，优 

化运输资源配置。通过快捷、安全、可靠、便利的综合交 

通体系支撑四条经济带的发展。 

(二)打破传统观念禁锢，掀起辽西北发展“第二波” 

偏居一隅、生态脆弱、资源枯竭是辽西北地区自然 

地理和生态的真实写照。“突破辽西北”战略的提出和 

京沈高铁的修建，是辽西北发展的“两次能源补给”。 

京沈高铁修建使辽西成为以辽两为中心的 “一小时到 

北京和沈阳”的绝佳区位，可以同时接受京津唐经济 

和东北经济圈“双辐射”。区位优势陡增，“双辐射”机遇 

不容错过。 

由于受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限制，部分人[占]守了在生 

态环境保护区不能搞建设 、不能抓经济发展的局限思 

维。在辽宁的封闭系统内，与其他区域相比，辽西北生态 

相对脆弱；放大到全国，辽西北生态环境好于毗邻的内 

蒙东部地区。但是，从经济发展数据看，朝阳、阜新两市 

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却远远落后于 位条件差和生态 

环境差的赤峰市。把“突破辽两北”战略喊得比辽两北生 

态保护区更响、更亮，让人们在重视辽西北生态环境保 

护功能的同时，更加重视辽两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 

辽西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表 1 201 0年三市经济发展指标比照表 

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财政 城镇居民家庭 农村居民家庭 
一 般预算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现值 增长速 实现值 增长速 实现值 增长速 实现值 增长速度 
(亿) 度 (％) (亿) 度( 、 (元) 度 (％) (元) (％) 

朝阳 640 l8 66 3 31．7 13400 1 5 6100 l8 

阜新 361 1 15 5 127l】 14-3 6372 18 4 

赤峰 1300 17 l2O 20 l6220 l5 5760 I5 

提升城市品位，吸引人口向朝阳、阜新等站点城市 

集聚。以第三代正生态城市的先进理念谋划辽西北地区 

的城市建设，把辽西北建设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 

的示范区，成为辽宁省城市与自然相融、人与自然和谐 

的典范。把握201 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水利 

工程的机遇，修建大型水库，力争实现从辽宁东部山区 

调水的工程举措，完善城市生命线工程。 

发展特色产业，承接京沈产业转移。既要发挥现有 

工业优势，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林产品深加工、专用 

车及零部件加工、液压件加工以及装备制造业产业，又 

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加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 

理，推进旅游产业大发展。积极引导省内外产业向辽西 

北地区转移，对园区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给予重 

点扶持，促进产业的集群发展。主动密切与北京的关系，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北京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和高新技 

术开发区合作建立产业园区。 

(三)通过科技合作和新建两座新城，促进沈阳经济 

区和沿海经济带两大战略的联动发展 

沈阳和大连可发展空间很大，两市正处于“增长极” 

的集聚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时期，产业合作的动力不 

大。两市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已经造成了部分产业的过 

度竞争、国家重大项目落地左右为难等不利于辽宁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象。两市在加快自身发展增强扩散效应 

的同时，还应有新思路，找准合作的突破口，促进两大战 

略的互动发展。 

以科技合作为突破口，促进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 

带互动。高铁为高端人才流动创造了条件。两市高端人 

才的陕速流动，让两市科技合作成为了可能。沈阳有科 

教和产业后盾优势，大连有自然环境和科技创新基础优 

势。沈大需联手合建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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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等科技创新设施，共建共享，促进成果在更广范 

围运用。 

大连需有非常大的举措，把空间视野放到更远的地 

区。大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了大连的辐射必须 

以黄渤两海岸的交通设施为载体。由于两岸在靠近营口 

和丹东的地区没有形成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大连 

的有效辐射不能承接到辽宁省内陆，便形成了大连与辽 

宁省内陆的城市断裂带和经济辐射“盲区”。长兴岛的建 

设仍是就大连发展大连，不足以使大连的辐射扩散到沈 

阳经济区。要把大连的辐射扩散出去，大连必须走出市 

区这一窄小天地，必须有惊天魄力：利用高铁拉近区域 

时空距离的作用，在黄海沿岸靠近丹东的庄河市和渤海 

沿岸靠近营口的瓦房店市，选择合适的区域新建两个大 

城市，作为大连的副城，与大连老城区遥相呼应，形成大 

连发展的“金三角”。大连要主动把产业向两市转移，支 

撑两市的壮大。通过两个点，主动与沈阳辐射面对接，把 

大连的辐射扩大到辽宁省内陆地区。 

(四)全力推进沈阳经济区一体化，更加突出其在辽 

宁省区域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不一样，决定 

了沈阳、大连在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不同。在辽宁 

省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沈阳是发展的大心脏，发展触及 

全省，为全面发展提供能量和动力；大连是发展窗口，辐 

射作用有限，但决定辽宁省发展高度。沈阳和以沈阳为 

中心的沈阳经济区才是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命门”，沈阳 

经济区兴则全省兴。必须把沈阳和沈阳经济区的发展上 

升到辽宁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最高位置。 

进一步促进中心城市沈阳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三 

条高铁在沈阳交汇的优越条件，做大做强沈阳‘‘士曾长极”， 

带动沈阳经济区—体化。进—步加强沈阳国家交通枢纽建 

设，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把沈阳建设成我国重要的区 

域物流中心；争取国家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 

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优先安排在沈阳先行先 

试，支持沈阳金融的快速发展，把沈阳建设成东北区域 

金融中心；最终把沈阳建设成国家级中心城市，把沈阳 

经济区建设成世界知名的城市群。 

创新合作机制，深化沈阳经济区一体化。自2003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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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正式提出以沈阳为中心的城市一体化命题以来， 

基础设施已经连通，但要素流动仍不畅通；城市已经实 

现功能错位，但行政壁垒仍处处可见；产业分工已经实 

现，但合作程度有待加深；价值链错位已经形成，但价值 

链仍需从纵向上加厚。问题的原因尽在合作机制还未完 

全突破沈阳经济区一体化的行政壁垒。要创新管理机 

制，为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创造制度条件。 

(五)做强“增长极”，打通两厢对外合作通道 

由H·斯宾塞“物质普遍进化定律”可知：熵的输入 

引起系统由不确定的无序状态过渡到确定的有序状态， 

熵增促进了系统的发展。辽宁发展的“熵增”主要依靠京 

哈交通通道，而辽东与黑龙江、吉林的合作通道，辽西与 

内蒙的合作通道略显薄弱。 

在辽西，在利用“双辐射”促进辽西葫芦岛、锦州、朝 

阳和阜新“增长极”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葫芦岛、锦州—— 

朝阳——赤峰——锡林浩特”和“葫芦岛、锦州——阜 

新——_j百辽——乌兰浩特——海拉尔”两条轴线的发展， 

形成辽西与内蒙东部“V”型区域发展格局。出台“飞地经 

济”政策文件，稳步扩大“飞地经济”，加深辽西与内蒙东 

部地区的合作。实施辽西与内蒙东部有关城市合作新建 

港口战略。做实辽西蒙东经济区联合体，加大辽西产业 

与内蒙东部产业和资源的对接，加强企业合作，活跃区 

域经济往来。 

在辽东，借力高铁，吸引沈阳发展资源为丹东发展 

服务，推进本溪与丹东的产业合作和经济往来，促进丹东 

增长极的发展，增强丹东对东北东部其他 12市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加强丹东港口建设，完善港口功能，大力发展 

港口经济，服务于辽东地区和东北东部地区。进一步完善 

区域合作机制，发挥东北东部地区市(州)长联席会秘书 

处的作用，积极促进城市间社会团体、学术机构、行业协 

会和广大市民的交流与沟通，建立广泛的合作渠道。 

三、问题及建议 

(一)高度重视高铁对区域结构的影响，提前做好 

应对 

全面深入研究高铁对区域结构的影响，制定高铁时 

代辽宁区域发展战略，充分释放高铁对区域发展的正面 

推动作用。编制四条高铁经济带的空间发展、综合交通 

运输网、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等规划，全面指导高铁沿 

线的开发建设。充分把握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 

合配套改革的机遇，率先创新制约区域发展的体制机 

制，促进区域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 

(二)做好相关配套工作，把高铁优势转变为经济 

优势 

“高铁是一个城际交通二r具，它为乘客带来的时间 

节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而只是问题的起点””。要牢同 

把握高铁建设的契机，统筹高铁与其他交通基础设施 、 

地区产业布局和城市体系的发展，把高铁优势转变为地 

区经济发展优势。 

把培育产业集群作为节点城市建设的重点_T作，进 

而形成地区经济优势。重新审视地区相对优势，培育主 

导产业。通过纵向拉长产业的长度、延伸链条，横向拓展 

产业的宽度，密切内在关联，形成更加完整、更加融合 、 

更加丰满的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孵化器、标准厂房和国 

家级创新平台，把科技元素植入产业集群，以支撑新兴 

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自主经营、有偿服务的原则，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 

市场为导向的集群服务体系。 

(三)全力消除高铁负面影响，促进区域结构健康 

发展 

1．提前做好判断，跟踪研究高铁建设对区域发展的 

影响，提前研究应对“虹吸效应”的对策。“哑铃现象”的 

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动态监测各节点城市 

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人才、资金在节点间的流动指标， 

来判断“哑铃结构”的发育情况。 

2．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促进产业和要素 

在各类城市间的双向、有序、合理流动。辽宁省应出台政 

策引导大城市加快落后产业向站点城市转移；引导人 

口、资源、信息等要素向小城市集聚，减少小城市产业发 

展成本，增加对产业的吸引力。 

3．建立高铁经济带合作体制机制，促进地区问的产 

业分工协作。建立大城市带动站点小城市发展的协作机 

制，成立企业跨区域的协作和沟通机制，协调产业布局， 

形成分工协作之势，以体制机制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健康 

发展 ． 



 

4．要从小城市自身做起。高铁建设给沿线城市带来 

发展机遇是均等的。小城市要改善发展的软硬环境，集 

聚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人才、资源等发展要素，促进城市 

产业的发展；围绕高铁开发建设产业园区，以产业集群 

的模式培育地方产业，促进小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反 

过来吸引更多的优质要素集聚。小城市经济发展好了， 

城市宜居了，集聚能力提高了，才会与大城市形成良性 

集聚和扩散效应。这才是防止“哑铃型”城市形成的根本 

所在。 

总之，高铁只是给区域发展带来机会，同时还存在 

许多挑战。区域要在高铁时代获得大发展，关键是要把 

高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高铁给区域发展战略带来了 

微弱的变化，但不可小视其对区域发展的大作用。提前 

谋划高铁时代辽宁区域结构的微调，可确保辽宁省在新 

时代获得大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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