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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后强

西部是中国的最大回旋余地，也是发展

的最大潜力所在。成渝经济区是中西部发展

的重要引擎，2011 年 5 月被正式列为国家战

略区域。成渝经济区自然禀赋优良，产业基础

较好，城镇分布密集，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

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

区。成渝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中心，是世界

为数不多的“双核型椭圆城市群”，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

群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成

渝经济区建设，要求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要求，把遂宁

建设成成渝绿色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我

们希望，把成渝地理中心建成功能轴心，人文

之心建成产业之心。

第一个问题，
成渝城市群要有“化学键”

我们一直认为，成渝是 AB 两个特大城

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是地理界面接壤，而

是要形成“化学键”（共价键、配位键，利益纽

带），发生要素（电子）转移和结构重组，产生

新的物质（合作区、合作项目）。成渝城市群一

体化就是要形成“化学键”，并且是“键能”很

高的“化学键”，才能长盛不衰，建成世界级城

市群。这是由物理变化到化学反应的过程，前

提是“对称性相同”“能级相近”“电子自旋相

反”，满足“轨道最大重叠原理”“包利不相容

原理”“洪特规则”，最大限度减少“排斥性”、

最大限度增加“相容性”。

渊一冤成渝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面临重大

历史机遇遥自古以来，成渝“一家亲”，同住长江

头，共饮一江水，成渝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

理同域、经济同体。随着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

经济版图的重构、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绿色

发展、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大力推进，成

渝城市群面临重大机遇。一是“前所未有”的国

家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四川、重庆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

局高度为新时代川渝发展导航定向、赋予了新

的重大使命。今年 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将成

渝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

港澳城市群并列，掀起了对中国经济“第四极”

的热烈讨论。二是“多重叠加”的国家政策。成

渝城市群是“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

的交汇点，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重要

战略支撑，也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

要示范区，有着重要的发展机遇、承载着重要

的使命担当。三是“渐入高速”的国家推动。成

渝城市群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格局和重大

项目清单。成渝两地由过去的“框架协议”“备

忘录”转向了更多的“具体方案”“具体项目”。

成渝双城东进西拓，相向发展，“双星”辉映，充

满着无限可能。

渊二冤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目前还存在

短板和瓶颈遥世界级城市群，应该具有全球服

务力、国际竞争力、世界影响力。近 10 年间，

成渝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取得了年均超过

10豫的增长率，已经接近 6 万亿元规模，但与

长三角城市群（21 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

（10 万亿元）、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26 万亿元）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22 万

亿元）等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发展差距明显。

短板主要在于城市体量规模较小、产业同构

程度较高、公共服务能力较弱、行政分割制约

较强、协同组织机制较差。

（三）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要实现“五

个突破”。成都和重庆是很独特的 AB 双城，

历史渊源深，经济联系紧，可以形成“AB 双核

型椭圆城市群”。但由于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差

异，“火锅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同，在观念

和文化层面要首先突破。根据“化学键”原理

和椭圆定律，成渝两地必须错位布局和抱团

发展，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从工程

学角度考虑，要从合作发展到共享发展，从政

策优惠到法律授权，从平衡协调到先行先试，

同时要坚持区域协商与高层统领并重、规划

引领与立法保障并重、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

并重、责任明确与利益联结并重。目前要加强

区域顶层设计，优化城市和产业空间布局，促

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搭建多种服务平台，以新型

产业为突破口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实现

思维突破、机制突破、利益突破、保障突破、智

库突破。建议设立“川渝合作银行”“成渝经济

区发展基金”“发行债券”，解决资金问题。制

定成渝经济区内 GDP 和税收分配方案，允许

成渝经济区内企业注册可以用重庆或成都的

名字。建议成渝高速、高铁免费，至少单边免

费。实现成渝的城合、事合、心合、力合。

第二个问题，
共建中国西部“功能轴”

在机械工程中，有多种类型的轴。“轴”是

支承和带动转动部件一起运动的机械零件。我

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辘轳、绞盘、石磨、扳手、

自来水龙头的扭柄等都是轴类机械。轴心，是

轮轴的中心，轴心带则是一条线。如果我们把

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根中国发展主轴，那么成渝

经济区就是西部“功能轴”和发动机，推动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的试验区、城乡融合的示范区、

军民融合的先行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

障区，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

调发展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

渊一冤 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遥四川自古

就有“四塞之国”之称，峻岭耸峙、地形起伏，

天然的屏障隔断了古蜀与外界之间的联系。

四川盆地表面看是“关”，实际是“开”，成都是

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城市。四川人历来就以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气魄著称于

世。长期以来，川渝两地一直都在加快构建国

际大通道，不断提升经贸合作水平。2016 年 8
月，四川和重庆同时获批成为第三批自贸试

验区。设立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

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

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自贸试验区是思

想解放区、责任担当区、压力试验区、内外链

接区、政策研制区、探索先行区。成渝经济区

要联合探索陆上贸易规则，联合开拓“一带一

路”市场，共同建设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

示范区，探索内陆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新模式、新途径。

渊二冤 促进城乡融合的示范区遥 2007 年，

四川成都作为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通过在农村产权制度、农村投融资

体制、城乡户籍制度、城乡社保制度、健全城

乡一体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探索实践，取得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

2009 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

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把重庆

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重庆市加快

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

提供示范。成渝经济区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

新体制，着力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一方面，要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

业转移人口稳定融入城镇。另一方面，鼓励工

商资本下乡，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税费减免

等扶持政策，为乡村发展注入“活水”。

渊三冤探索军民融合的先行区遥 四川拥有

雄厚的军工实力，军民融合产业规模处于全

国前列。在全国 8 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

四川是唯一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核心任务

的省级行政区域。近年来，四川把军民融合发

展作为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的核心内

容，不断完善军民融合发展推进机制，勇当全

国军民深度融合的“探路先锋”。重庆作为军

工企业密集的老工业基地，具有推动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及基础。目前重庆拥

有军工企事业单位近 130 家，其中军工央企

在渝单位近 40 家。成渝经济区要站在国家高

度领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着力推动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和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推动军民

融合基础建设共建共享，走出具有川渝特点

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路子。 咱下转 P2暂

两张榜单透露浙江民企
“高质量”发展“新坐标”
■ 吴帅帅 屈凌燕 魏一骏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在

日前召开的第 5 届世界浙商大会上，一句歌

词引发了不少在场浙商们的共鸣。在创业中

历经千辛万苦，在市场中任尔千锤百炼，进入

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这个被誉为当代

中国“第一商帮”的群体如何驶上“高质量”发

展新航道？开幕式上“一老一新”两份颁奖名

单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答案。

榜单里的新名字
数字经济成为新引擎

全球浙商金奖，这一浙商大会的保留奖

项旨在表彰过去一年中，为浙商群体做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家代表。2019 年的这份榜单

中，有两家企业的名字略显陌生：趣链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趣链是一家什么企业？这个问题在区块

链概念备受追捧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2018 年以 15 亿元 B 轮融资创下区块链

领域企业最大融资规模、进入 2018 胡润区块

链企业排行榜前十位、技术人才占比 90%……

依靠“浙大系”的数字人才，趣链已从一家初创

团队一跃成了区块链领域的头部企业。

趣链、华澜等科技企业不断涌现，是浙江

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的结果。2018
年，浙江数字经济总量达 2.3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9.26%，占 GDP 的比重达 41.54%。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一批“独角

兽”企业出现的同时，以数字经济为主引擎，

传统产业正在迸发新活力。2018 年，浙江全

省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达 7.1 万台，累计上

云企业达 28 万家，建设数字化车间 60 个、无

人工厂 6家。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中，

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高质量发展之路意味着长周期的投入

和坚持。”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骆建军说，公司成立伊始一直致力研制新

一代数据控制器芯片和计算机接口芯片。目

前华澜的芯片产品已经实现了“逆向出口”。

科技创新
时代元素领军高质量发展

本届浙商大会首次为 15 家企业颁发了

高质量发展领军者的殊荣。细看这份长长的

名单，熟悉的名字背后是老牌浙商新故事。

依靠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老

牌化工企业传化已蜕变为一家集合智能物流、

现代农业的科技型企业。目前传化旗下传化智

联打造的智能物流已覆盖 27个省份，累计为

数十万家物流企业、数百万辆货车提供服务。

“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题中之义。”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

说，要立志锻造时代企业，尤其要把互联网、

信息技术、大数据、金融服务等时代元素充分

融合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力。

另一家领军企业代表宁波均胜集团，在

匈牙利米什科尔茨的安全系统工厂，刚刚完

成升级和扩容。这是均胜电子在海外投资的

一个全球规模最大、设备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汽车安全气囊工厂。走出去成了均胜高质量

发展的秘诀。 咱下转 P2暂

成渝轴心论
———在第九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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