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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
承担“三主”新使命

吴晓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五
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下，沿江省市着力推进生态环境整治，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变化让世
界瞩目，成就让人民满意。

第一，五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非常英明正确。五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
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强化系统思维，长江生态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提升。长江经济带经
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2.3%提高
到2019年的46.5%，2020年前三季度进一步提
高到46.6%。

第二，五年来的实践充分彰显，党的领导在
推动长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优
势。沿江省市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思想认识
和决策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努力探索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摒弃了“先污染、后
治理”的发展老路。

第三，五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长江经济带
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示
范引领作用。五年来，沿江省市干部群众的思
想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流域生态环境实现了
明显改善，长江经济带不仅是我国经济重心所
在、活力所在，更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之
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之地。

第四，五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在实施区域
重大战略中完全可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稳定发展的“双赢”。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就为长江
大保护立下规矩、划定红线。五年来，沿江省市
努力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实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
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赋予了
在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要成为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的“三主”新历史
使命。长江经济带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发挥新示范引领作用，
开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长江经济带的脊梁作用
不可替代

曾刚（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院院长）：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重要讲话
后还从国家层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行动，如近
期《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和长江十年禁渔等，彰
显了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中国担当。第二，习
近平总书记五年前的重庆讲话充分展示了我国
全面技术转型的经验和模式。五年来，长江经
济带沿线省市 GDP 在全国占比不断提高，长江
经济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脊梁作用不可替
代。此外，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的发展差异
逐步缩小，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作用开始显
现，城市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呈现新的协调发展
态势。第三，长江经济带的绿色治理可以给其
他国家大河流域的发展治理提供借鉴。

未来有四项工作可以推进：一是重协同提
水平。一体化和高质量是两个关键词，要运用
数字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全心全意谋
发展，提高长江经济带发展质量，实现东中西大
中小城市平衡协调发展。二是重联动求平衡。
中西部地区实现更好发展，须避免大城市一枝
独秀，进一步改变这个局面，促进中小城市的发
展。三是重科创求升级。长江经济带的科创差
别较大，大城市对科创资源的集聚能力进一步
上升，中小城市在这个领域没有跟上趟，要通过
协同的方式，打造科创共建平台建设科创共同
体。四是重保护谋长远。去年，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建

设形成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长江经济带要加
大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资，这对治理“长江
病”意义重大。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围绕中央
提出的“三主”新使命谋划长远。

加快建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

秦尊文（湖北社科院原副院长）：十九届五
中全会《建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武汉、九江两个
试点城市，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
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一是建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绩考
核机制。武汉市探索建立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GEP）核算体系，将生态建设折算成 GDP 指
标，开展量化评价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市区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评价的重要依
据。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吸收借鉴
城市 GEP 核算相关理论，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
价值计量模型和方法，选取资源禀赋优异、生态
特征鲜明的区域为试点，探索以水资源为主要
内容的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核算新方法。武汉市
在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开展 GEP 核算试
点，进而探索建立武汉市GEP核算体系。

二是构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
机制。武汉市是全国较早试行排污权交易的试
点之一，不断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组织开展重
点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核定，引导企业参与排
污权交易。2019 年全市 103 家（次）企业完成
排 污 权 交 易 ，累 计 成 交 金 额 1703.93 万 元 。
2011 年 3 月，国家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全国碳市
场，批准湖北省率先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湖北省于 2014 年 4 月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
易。2019 年，中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落户
武汉，标志着武汉在全国碳交易市场中处于核
心和枢纽地位，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
迈出关键一步。

三是探索生态产品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机
制。江西九江被国家定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示范试点以来，着力打造“长江最美岸线”。沿
江各县（市、区）已拆除码头74座、泊位87个，腾
出岸线 8 公里。采取“市场化手段、公司化模
式、资本化运营”的办法，走“资源变资产、资产

变资本、资本变股本、赔钱变赚钱”的路子，推动
码头整合和岸线资源长效管理，全面完成 36 座

“小散低”码头整治、提升。立足九江实际，出台
九江环保准入“负面清单”，坚决不引小化工和
煤化工企业，沿江 1 公里内决不新增化工企业、
煤化工、印染、造纸等七类项目；沿鄱阳湖、修
河、柘林湖流域禁止新建钢铁、造纸、医药原料
药等 14 类项目；生态红线范围内禁止工业项目
和矿产开发项目等。大力建设滨江生态绿线。
堤外重点抓滩涂绿化，打造生态绿化带。共关
停矿山 340 家、治理废弃矿山 5700 亩。利用

“植物混凝土”技术在沿江裸露坡面上栽植乔、
灌、草、藤等各类苗木120万株。

探索长江经济带
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吴福象（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
任）：从概念上讲，长江经济带既是一个空间概
念，同时也是一个产业载体，是一个承载产业的
重要平台；另外，长江经济带还是一个具有多种
交通运输功能的通道和走廊，包括立体交通走
廊、对外贸易走廊、现代产业走廊、新型城镇走
廊、生态文明走廊等。

从认知上讲，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绿色
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然后再到实的过程，
即经历了一个由大开发，到大保护，再到大发展
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从示范性上讲，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优先和
绿色发展，对于其他区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编
制，尤其是在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内河经济
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
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行示范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功能。

目前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存在巨大差异，城
镇空间布局缺乏协调。比如，在国家战略层面，
上游缺少自主创新示范区，中游国家新区引领作
用滞后。同时，在省域层面，空间布局发展方向
和发展重点各自为政，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仍然
局限于各自行政区划范围内。另外，长江航运瓶
颈明显，航运能力未充分发挥，尤其是下游岸线
资源利用粗放，港口有待整合提升，沿江复合交
通系统有待优化。基于此，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发挥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互动关系方面的示范功能，探索
由单一的东向开放到向东和向西的双向开放。

第二，要进一步协调好各种通道和走廊的互补
优势和协作功能，优化立体交通走廊、对外贸易
走廊、现代产业走廊、新型城镇走廊、生态文明
走廊等方面的一体化功能。第三，要在可持续
发展大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国土资源开发和整
治工作，同时要围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联
合编制长江经济带的国土资源资产负债表。第
四，要进一步依托都市圈平台，探索跨区域的产
业园区平台的共建共享模式，在全国扶贫攻坚
战略中承担更多的义务。第五，进一步探索长
江经济带的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总之，长江
经济带是经济带、产业带、创新带、示范带多方
面的复合体，要多方联动，多措并举。

长江上游大保护
须从七个方面发力

文传浩（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过
去五年，长江上游地区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
面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一是作为“国之重器”的三峡工程竣工验
收为世界水电和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中国方
案”，三峡库区绿色发展渐入佳境也为整个长
江经济带乃至世界水利水电库区绿色发展提
供了可能的示范；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一体化、绿色化、生态化发展，为上游地区乃至
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三是在云贵
川渝协同推进下，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屏障区建
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四是长江上游沿江、支流
流域化工围江治理、云贵高原湖泊污染治理取
得阶段性成就。尤其是云南地区的滇池、洱海
治理，在总书记关心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目前滇池水质已经从 2016 年前的劣五类提升
到目前的四类稳定水质；五是五年来上游地区
的精准脱贫工程，为上游地区的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提供了重大支撑和贡献。

今后长江上游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以
下七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长江上游地区有关省
市区的联动和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和协
同；二是站在生态大保护视角，长江上游的大保
护应从流域视角，将上游和源头有关保护区域纳
入上游一体化保护框架当中；三是站在“国之重
器”三峡工程竣工验收的历史新起点，建议将
三峡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新三峡”的
重中之重常抓不懈；四是建议高度重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在西南地区西部地区乃至借助

陆海新通道在东南亚次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
实施推进“成-昆-渝”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五
是在过去五年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建设成就和
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底线
上线和红线问题意识；六是在长江上游脱贫攻坚
与巩固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基础上，重视和
强化构建上游和全流域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
偿、生态产品转化等体系；七是建议在脱贫攻坚
任务结束后要高度重视上游地区乌蒙山、武陵
山、秦巴山区、滇黔桂等跨省市行政区域的山岳
生态系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问题。

建立水环境
横向多元化补偿机制

田贵良（河海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
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
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因此，长江水环境治理需要从流域全局角
度系统谋划，形成上下游协同保护水环境的长
效机制，切实履行下游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在长
江大保护中的横向补偿义务，体现时代责任和
担当。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保护好长江
母亲河，仅靠单一省份力量薄弱，难以为继，长
江下游发达省份必须树立流域生命共同体理
念，强化系统思维，按照受益补偿原则，用好市
场手段，充分发挥长江下游省份经济实力强、技
术水平先进、民营资本活跃等优势，探索建立长
江经济带水环境横向多元化补偿机制，开展长
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保护水环境、共建共享。

一是共设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基金，切
实履行下游发达省份对上游的补偿和帮扶责
任。建议在中央财政和下游省份共设长江经济
带水环境保护横向补偿基金。联合社会企业，
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生态保
护投入筹措保障机制，充分吸纳社会资本的力
量，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与市场机制有机
统一起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长江经济带水
环境治理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资
金保障。通过政府作用加市场力量，使长江经
济带生态保护和建设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不
断筑牢长江上游地区尤其是源头地区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逐步形成生态共享、环境共治、成果
共享的良好局面。

二是倡议建立长江清洁发展机制，加快建
立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协同保护长江水环境共
建共享机制。制定行动计划，将长江经济带协
同保护水生态共建共享机制作为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纳入国
家战略加以推进。构建上下游省份的协同机
制，从设立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构、搭建流
域生态环境监管一体化平台、健全流域生态环
境协同保护标准等方面入手，建立流域联防共
治机制，构建起横向生态补偿、科技交流、人才
交流、文化教育协作、旅游商贸、市场补给、协同
治理投入等长效运行机制。建立省际协调机
制，包括颁布共建共治宣言、完善对口支援政
策、探索流域协同治理，完善对口支援机制，协
同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培育绿色发
展新动能。

三是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权益交易
平台，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横向生态补
偿的市场机制。建立长江经济带水权分配及确
权登记制度，根据长江水环境承载力，合理分配
水排污权。在此基础上，重点建立长江经济带
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及市场体系，形成
流域生态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通过市场化
交易，培育和发展交易平台，完善长江经济带水
环境权益价格形成机制，构建流域水环境保护
市场，形成社会资本投入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市场主导机制。借助水权和排污权市场机制，
激励长江经济带省份节约用水和降低污水排
放，依靠价格措施，实现多用水和多排放省份对
节水减排省份的横向生态补偿。

策划：翟慎良 李先昭
执行：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整理：冯俊 丁亚鹏

今年1月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

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5周年。当天，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

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以“同饮一江水，共护长江美”为主题，召开线上线下视频

交流会，共话长江经济带5年来的巨大变化，共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五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三次召开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从“五个更”到把握“五大关系”，再到“三主”

“五新”，战略布局逐渐清晰，发展脉络愈发聚焦。五年来的实践证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长江流域首次实现劣Ⅴ类水体“清零”，两岸绿色生态廊道逐步形

成，沿江城市滨水空间回归群众生活，绿色发展试点示范走在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有益经验。

“智”话长江

沿江沿江1111个省市在探索生态优先个省市在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开启绿色发展之路上开启““加速度加速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一江碧水，惠泽两岸人民。 （新华社发）

同饮一江水同饮一江水 共护长江美共护长江美
—— 智库专家共话长江经济带五年巨变智库专家共话长江经济带五年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