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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城融合是一种重要发展理念ꎬ 产业和城市的有机结合ꎬ 促进城市一体化建设和整体水平的提升ꎮ 现如今ꎬ
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ꎬ 如何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工业园的产城融合就越来越重要了ꎮ 文章通过相关数据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城融合现状ꎬ 进而分析此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ꎬ 最后对此提出相关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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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快长江流域经济增长、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新

型城镇化升级转型ꎬ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顺利实

施ꎬ 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圈、 环长株潭城市群、 环

鄱阳湖城市群ꎬ 以武汉、 长沙、 南昌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

群组合ꎬ 所以又称 “中三角”ꎬ 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平

衡发展的重要平台ꎮ 工业园区有产业特色突出、 空间布局合

理、 生产要素集中等特点ꎬ 是各个地区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和

地理环境因素规划出来的一块区域ꎮ 工业园区的高效发展带

动了周边区域迅速发展ꎬ 县域工业园更是县域发展的强大动

力ꎮ 产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发展ꎬ 城市作

为产业发展的载体ꎬ 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ꎬ 高效利用土

地资源ꎬ 实现产业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ꎮ 没有产业支撑的

城市ꎬ 无法满足人口就业ꎬ 容易造成 “空城” 现象ꎬ 没有

城市这个平台ꎬ 优秀人才的缺失ꎬ 产业就无法持续发展ꎬ 由

此可见人才在两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ꎮ 推动长江中游

城市群县域工业园产城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的综合

发展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 加深城市之间的合作ꎬ 促使产业

更加专业化ꎬ 推动人才素质的提升ꎬ 实现 “产、 城、 人”
持续不断向上发展ꎬ 三者互相促进、 互相成就ꎮ 因此ꎬ 如何

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工业园产业和城市的良性发展ꎬ 更

进一步地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ꎬ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１　 “中三角” 产城融合现状

近几年ꎬ 长江中部地区发展迅速ꎬ 势头不容小觑ꎬ 这得

益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城融合发展ꎮ 根据张建清等所分析出

的关于 “中三角” 产城融合度 (见表 １) 可知ꎬ 从整体水

平上来说ꎬ 武汉城市圈的产城融合度是在这三个城市群中最

高的ꎬ 普遍高于平均水平ꎻ 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与

武汉城市圈相近ꎬ 但在 ２０１４ 年拉开了一些差距ꎻ 环鄱阳湖

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是最低的ꎬ 且低于平均水平ꎮ 根据相关

数据表明ꎬ 武汉、 长沙、 南昌的产城融合度依次降低ꎬ 且对

于各自城市群的综合影响力也依次降低ꎬ 这说明环鄱阳湖城

市群的产城融合度不高可能是由于省会城市南昌自身发展不

足ꎬ 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导致的ꎮ 根据表 １ 绘制的图 １
可知ꎬ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逐年升高ꎬ 到 ２０１３ 年

为止ꎬ 三个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差别不是很大ꎬ 但到了

２０１４ 年ꎬ 武汉城市圈的产城融合度就略高于其他两个城市

群ꎬ 近几年的情况也类似ꎬ 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优势逐渐显

示出来ꎮ 从总体上来说ꎬ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与

“京津冀” “长三角” 等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还是有一定差

距的ꎬ 从产业发展水平方面看ꎬ 三座省会城市与其他大城市

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ꎬ 比如 ２０１６ 年ꎬ 武汉、 长沙、 南昌的

生产总值分别为 １１９１２ ６１ 亿元、 ９３２３ ７０ 亿元、 ４３５４ ９９ 亿

元ꎬ 而 “京津冀” 城市群的北京和天津的生产总值分别为

２４８９９ ３ 亿元和 １７８８５ ３９ 亿元ꎬ 总和为 ４２７８４ ６９ 亿元ꎬ 是

三座城市总和的 １ ６７ 倍ꎬ 这表明 “中三角” 的三座省会城

市对于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拉动作用不足ꎬ 没能高效地利

用资源优势ꎬ 发挥领头羊的作用ꎮ

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各城市群产城融合综合得分

类别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武汉城市圈 ０ ８１ ０ ８６ ０ ９１ ０ ９８ １ ０４ １ ０８ １ １３ １ ２９

环长株潭城市群 ０ ８２ ０ ８５ ０ ９３ ０ ９６ １ ０３ １ ０７ １ ０８ １ １９

环鄱阳湖城市群 ０ ７８ ０ ８３ ０ ８９ ０ ９２ １ ００ １ ０２ １ １０ １ １８

长江中游城市群 ０ ８０ ０ ８５ ０ ９１ ０ ９５ １ ０２ １ ０５ １ １０ １ ２２

２　 产城融合问题分析

２１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ꎬ 就会影响城市的全面发展ꎮ 高科技

技术产业的缺乏ꎬ 就会导致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 速度缓

慢ꎮ 对于一个地区是否发达、 发达程度如何可以根据第三产

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判断ꎮ 比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座省

会城市ꎬ 据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武汉、 长沙、 南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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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各城市群产城融合度趋势

产总值分别为 １１９１２ ６１ 亿元、 ９３２３ ７０ 亿元、 ４３５４ ９９ 亿

元ꎬ 各产业比重如图 ２ 所示ꎬ 由此可以看出ꎬ 只有武汉市的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 ５０％ ꎬ 而且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比

重呈现出递增现象ꎬ 生产总值也突破万亿元ꎬ 整体情况相对

较好ꎮ 而同样作为省会城市的南昌ꎬ 第三产业比重为

４２ ８％ ꎬ 比重不高ꎬ 说明该地区的发展动力不足ꎬ 活力不

够ꎬ 那么发展潜力就比较大ꎮ 同样的ꎬ 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其

他城市地区的潜力也是巨大的ꎮ 虽然武汉市的产业结构相对

较好ꎬ 但是城市群的其他地区还需要不断升级产业结构ꎬ 深

入研究ꎬ 拉动经济快速发展ꎮ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武汉、 长沙、 南昌三次产业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ꎮ

２２　 城市功能不足

许多城市在生活配套设施方面还不够完善ꎬ 不论是在总

量上还是在质量上ꎬ 教育、 医疗、 娱乐休闲等公共服务方面

都还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ꎬ 那对于城镇县域就更是如此了ꎮ
就比如医疗服务方面ꎬ ２０１６ 年武汉、 长沙、 南昌的常住人

口分别为 １０７６ ６２ 万、 ７６４ ５２ 万、 ５３７ １４ 万ꎬ 而三甲医院

数量分别为 ３５ 个、 ２３ 个、 １８ 个ꎬ 相较于上海市ꎬ 常住人口

为 ２４１９ ７０ 万ꎬ ６１ 个三甲医院来说ꎬ 不仅医疗设施数量不

够ꎬ 整体医疗水平也不够高ꎬ 其他县域情况就更是如此ꎬ 许

多居民为了看病都要前往上海等一线城市ꎬ 这就说明城市没

有给居民提供足够的便捷ꎮ 对于教育和娱乐休闲等也有同样

的问题ꎬ 公共服务质量整体不够高ꎬ 城市功能不健全ꎬ 这就

导致城市难以满足居民的总体需求ꎬ 进而影响产业和城市的

协调发展ꎮ

２３　 人才资源限制技术创新

一个地区的高生产力与人的创造力是分不开的ꎬ 人才这

一要素在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ꎮ 随

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重要战

略ꎬ 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扩大生产规模、 加大投入力度等传统

模式来发展经济ꎬ 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进步、 管理方式的进

步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等方面来创新发展经济ꎮ 一个城市

创新的源泉有高校、 科研机构、 技术研发者以及管理者等ꎬ
这些都为产城融合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力量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ꎬ 武汉的高校数量国内排名第二ꎬ 有 ７ 所 ２１１ 工程大学ꎬ
２ 所 ９８５ 工程大学ꎻ 长沙有 ４ 所 ２１１ 工程大学ꎬ ３ 所 ９８５ 工

程大学ꎻ 而南昌仅有 １ 所 ２１１ 工程大学ꎬ 并无 ９８５ 工程大

学ꎮ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人才资源优势没有

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大ꎬ 那么留在县域工业

园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就更少了ꎬ 这就无法为该地区的技术创

新发展提供保障ꎮ 就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ꎬ 不管是在人

才质量上ꎬ 还是引进优秀人才的数量上都不如 “京津冀”
等其他城市群ꎮ 而且ꎬ 据有关研究表明ꎬ 轻松、 有吸引力的

环境更易激发人的创新思想ꎬ 同时也容易吸引富有创新精神

的优秀人才ꎬ 然而就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工业园的产城

融合发展情况来看ꎬ 这一方面还显得尤为不足ꎮ

３　 相关政策建议

３１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整体来说相对落后ꎬ 为进

一步深化产城融合发展ꎬ 应重点推进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ꎮ 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ꎬ 在产业制造方面ꎬ 要

不断创新ꎬ 往高端方向发展ꎬ 着重发展有一定基础的高技

术产业ꎮ 在重科技、 重信息的时代ꎬ 要紧跟时代潮流ꎬ 抓

住发展机会ꎬ 重点关注 ＩＴ 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智能化

机器人等新兴产业ꎬ 打造出一个个智能化城市、 智能化工

业园区ꎮ 同时ꎬ 在已具备优势的领域也不能松懈ꎬ 比如南

昌的桑海开发区ꎬ 生物制药产业就是其一大优势产业ꎬ 南

昌市在大力发展其他产业的同时ꎬ 也将该工业园区作为重

点培养的支柱产业之一ꎮ 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ꎬ 服务业本

身就有推动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的作用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

应在原有基础上ꎬ 延伸产业链ꎬ 推动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转

变ꎮ 大力发展物流、 金融、 信息技术、 娱乐休闲、 文化、
医疗、 环保等服务业ꎬ 建设有特色、 有创意的工业园区ꎮ
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有着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ꎬ 可以

大力发展旅游业ꎮ 武汉、 长沙、 南昌及周边一些城市都是

红色革命纪念地ꎬ 南昌是一座 “城在湖中ꎬ 湖在城中” 的

城市ꎬ 长沙的橘子洲更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ꎬ 武汉是一座

拥有 “最美大学” 称号的城市ꎬ 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往游

玩等ꎬ 这些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ꎬ 各市城镇都可以根据自

身的特点规划出不同的旅游风景线ꎮ
３２　 提升城市整体建设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ꎬ 新型城镇化转型

过程中ꎬ 人口的聚集不仅考验着城市整体发展水平ꎬ 也考验

着城市综合服务能力ꎮ 显然ꎬ “中三角” 整体规划建设水平

与一线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ꎬ 但这也代表着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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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ꎬ 如何规划好ꎬ 激发潜力就显得异常重要了ꎮ 首先ꎬ 在

城市规划方面ꎬ 应针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不同的产城融合策

略ꎮ 对于人口密度高、 产业主要以商贸业等服务业为主的地

区ꎬ 应做好交通道路方面的规划ꎬ 避免交通拥堵ꎻ 对过于集

中的产业做好有序合理的转移ꎬ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ꎬ 提高土

地利用率ꎮ 其次ꎬ 在空间布局方面ꎬ 要提升整体能力ꎬ 不能

只注重局部的发展ꎮ 特别是在县域工业园方面ꎬ 应该明确各

个工业园的发展方向是什么ꎬ 哪个工业园重点发展航空、 电

子信息、 新材料等方面ꎬ 哪个工业园负责食品饮料、 服装等

方面ꎬ 根据工业园区的目标以及所在城市地区的自然地理环

境因素ꎬ 配置合理的配套设施ꎬ 规划合理的工业用地ꎬ 尽量

避免工业生产影响到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片区ꎮ 最后ꎬ 在公共

服务方面ꎬ 要根据对各个地区的人口数量预测ꎬ 来提升公共

服务整体能力ꎮ 特别是在居住、 交通、 教育、 医疗和娱乐等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提升建设水平ꎬ 在大力发展产业

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城市基础设施的提高ꎮ 比如对于城镇县地

区的人们来说ꎬ 医疗设施水平普遍比较落后ꎬ 大病往往去省

会城市的医院治疗ꎬ 甚至是去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ꎬ 这就

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ꎬ 所以应该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

建设步伐ꎬ 提升城市整体质量ꎮ
３３　 注重人才效应

在这个科技引领潮流的时代ꎬ 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虽说产城融合发展注重的是产业和城市的协调发展ꎬ 但最终

归于以人为本的发展ꎬ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ꎮ 在注重

经济整体效益的同时ꎬ 也不能忽视对人才的培养ꎬ 优秀人才

是发展的强劲动力ꎬ 随着产业不断深入发展ꎬ 就需要更多的

高科技人才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应该对人才效应高度重视ꎬ 比

如武汉ꎬ 该市所拥有的高等院校数量排中国第二ꎬ 在校大学

生数量排中国第一ꎬ 多达 １０７ ２６ 万ꎬ 占武汉现有人口的

１０％ ꎬ 但历年大学毕业生大部分会选择去北京、 上海、 广

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发展ꎬ 特别是从事 ＩＴ 等行业人员ꎮ 就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出台了 «关于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

业的若干政策»ꎬ 对大学毕业生的落户、 住房和收入问题给

予大力扶持ꎬ 就是为了吸引全国各地人才ꎬ 留住人才ꎮ 该政

策的出台也很快就有了成效ꎬ 据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底ꎬ
大学毕业生选择在武汉落户的人数比去年增长 ３１１％ ꎮ “中
三角” 其他城市也可以借鉴武汉的相关举措ꎬ 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ꎬ 出台相关优惠政策ꎬ 特别是长沙市和南昌市ꎬ 人

口相对聚集ꎬ 在校大学生数量也不少ꎬ 应该高度重视人才这

一资源优势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企业之间的竞争、 国家之间的

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ꎬ 留住人才就是留住了企业发

展的新鲜血液ꎮ 对于各县域来说ꎬ 更应该注重人才的引进ꎬ
相关的优惠政策必不可少ꎬ 不遗余力地让优秀人才心甘情愿

留下来ꎬ 让他们有归属感、 有干劲ꎬ 为产城融合持续不断深

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ꎮ

３４　 加强政府职能作用

在推进产城融合过程中ꎬ 政府充当一个宏观调控者ꎬ 引

导各地区县域良性、 有效率地发展ꎮ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个市

政府应该根据各自发展程度和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ꎬ 并

适时调整ꎬ 特别是武汉、 长沙、 南昌三座省会城市ꎬ 应该充

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ꎬ 起到带头作用ꎮ 第一ꎬ 作为政策制

定者ꎬ 应努力为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

境ꎮ 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ꎬ 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ꎬ 比如可以结合财政收入情况ꎬ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ꎻ
根据各地区县域的土地情况ꎬ 制定土地价格优惠政策ꎻ 也可

以吸收借鉴其他城市群关于产城融合的优惠政策ꎬ 合理规划

产业布局ꎮ 第二ꎬ 作为社会协调者ꎬ 应努力塑造一个和谐的

文化环境ꎮ 产业和城市能携手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互信和合

作ꎬ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ꎬ 在一定

程度上ꎬ 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

业ꎬ 促进企业之间良性竞争ꎮ 第三ꎬ 作为信息资讯者ꎬ 应积

极提供相关信息ꎬ 为产城融合发展做好服务ꎮ 充分利用政府

机构的资源ꎬ 组织举办相关业务培训ꎬ 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

素养ꎬ 及时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重大战略举措ꎬ 为产业、 城

市发展提供帮助ꎮ 第四ꎬ 作为创新倡导者ꎬ 应多鼓励、 支持

优秀人才的创新研究ꎮ 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ꎬ 吸引高层次科

技人才ꎮ 完善相关政策ꎬ 提高福利保障ꎬ 留住人才ꎮ 保护知

识产权ꎬ 加强创新积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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