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级城市群国际比较

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

———以江苏为例

沈坤荣 赵 倩

内容提要 城市群崛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世界级城市群对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的有效整合，使

之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以现代化体系构建为重点的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空间布局优化和要

素集聚作用更加突出。以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

升长三角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扬子江城市群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对接湾区

经济、重塑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江苏应以基建网络扩张打破地理边界，以有效合作新机制构建打破行政边

界，促进资本、劳动、人才、信息自由流动，使城市群发展理念更好融入“1 + 3”重点功能区战略，进而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 高质量发展 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 “1 + 3”重点功能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城市群为主体的

新一轮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从理论层面

分析世界级城市群的本质特征和国际经验，结合

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探索实践及其面临的挑

战，提出长三角要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主攻方

向，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江苏作为长三角的重

要一员，要以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为重点，主动融入

世界级城市群总体框架，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世界级城市群: 理论实质与国际经验

( 一) 城市群的崛起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城市集群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增长理论

和 新 经 济 地 理 理 论 将 城 市 看 作 经 济 增 长 的 引

擎。①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技术外溢和不完全

竞争引导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在市场机制的引

导下，各类要素自发向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集

聚。②城市空间集聚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致使市

场边界不断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使企业的

生产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此外，城市空间集聚

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和知识溢出，产生正向外部

性，促进创新并带动收益递增。③城市群是制造业

与服务业高度集聚的产物，可促进资源要素的自

由流动和高效利用，并进一步推动区域形成合理

的发展格局和健全的协调机制。高端的城市集群

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加快生产要素集中、公
共服务均衡化和环境保护。

世界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20 世纪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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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深度开放，各种要素向湾区

快速集聚，沿海港湾地区高速发展，形成了以世界

级港口为基础、以产业集聚为动力、以广阔腹地为

支撑的湾区城市群。可以说，湾区城市群由滨海

经济、港口经济、都市经济与网络经济高度融合而

成，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是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

湾区地理形态的聚合体。④湾区城市群对于区域

转型升级、资源高效配置、技术变革有强大的引领

作用，一般包括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
新经济四个阶段。⑤目前世界三大湾区分别为东

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 二) 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概况

东京湾区由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

县组成，主要大中型城市包括东京、横滨、川崎、船
桥、千叶。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东京湾区陆地

面积 1． 2 万平方公里，2014 年人口超 3590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 28． 3% ; GDP 达 1． 4 万亿美元，占

全国的 32． 3%，人均 GDP 达 3． 8 万美元; 第三产

业占比达 83． 3% ; 拥有本田、日立、软银、索尼等

38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 东京湾区沿岸有

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等多个港口，拥有全球最

密集的轨道交通网。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金融

中心、工业中心、创新中心，东京是众多银行总部

所在地，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集中了钢铁、冶
金、电子、机械、汽车等主要工业部门。此外，东京

湾区拥有充满活力的产学研创新体系，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

大学等知名研究型单位与大企业保持良好的校企

合作，共同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纽约湾区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组

成，主要大中型城市包括纽约、纽瓦克。根据美国

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纽约湾区陆地面积 17． 6 万平

方公里，2016 年人口近 323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0． 0% ; GDP 达 2． 3 万亿美元，占全国的 12． 5%，

人均 GDP 达 7． 2 万美元; 是摩根大通、IBM、强生、
辉瑞制药等 26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所

在地; 纽约湾区沿岸最著名的港口是纽约港。纽

约湾区城市群的差异化特征明显，纽约是世界金

融的中央枢纽和全球商业中心，汇聚世界一百多

家大中型银行、保险公司的总部。康州是全美最

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也较

为发达。新泽西州是全美的制药业中心，拥有二

十多家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总部或中心。同时，

纽约湾区囊括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等知名学府。
旧金山湾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主要大中型

城市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硅谷位

于旧金山湾南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旧金山湾区陆地面积 42． 4 万平方公里，2016 年

人口近 393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2． 1% ; GDP 达

2． 6 万亿美元，占全国的 14． 0%，人均 GDP 达 6． 6
万美元; 是苹果、谷歌、英特尔、脸书等 16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所在地。旧金山湾区是美

国的创新中心，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等世界级研究型大学，也吸引了众多高科技

企业和风投资本。此外，旧金山湾区拥有优美的

自然生态和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对于全球的高

素质人才充满吸引力。
( 三) 世界级城市群的本质特征

比较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可以发现，湾区城市

群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成为全球最

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成熟的湾区城市群有以下三

个基本特征:

1． 国际化视野与创新功能区兼备的核心城

市。因临近海湾，湾区具备避风、防冻的优点，适

宜建造港口群，形成发达的港口城市。港口城市

处于对外开放前沿，便于招商引资、引进消化再吸

收新技术，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率先

成为湾区的核心城市。高度开放的环境、高端要

素的集聚更容易孵化创新型企业，因此核心城市

具有较好的创新基础，而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

以及完善的产学研创新体系，极大提高了核心城

市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示范作用、外溢效应带动了

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此外，核心城市的转型升

级改变了湾区的产业格局，湾区城市群内部形成

了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产业分工关系，富有竞争

力的产业体系和充满活力的企业成为湾区城市群

进一步发展的载体。
2． 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高效便捷的现代

市场体系离不开发达的交通网络，随着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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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深化，湾区城市群率先打造现代化的城市

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

能、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逐渐向腹地延伸。网

络化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货物运输成本，促进资

源的自由流动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不仅有利

于湾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产业合作、共
同发展，还有利于湾区城市群与广阔腹地的良性

互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劳动、资本、人力资本、
信息向湾区城市群集聚，共同支撑起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产业体系，涌现出一批跨国企业与国际知

名品牌。而湾区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也吸引高素

质人才居住，知识外溢效应显著。
3． 统一的区域治理机制。由于横跨多个平行

的行政区域，湾区城市群需要统筹规划的范围包

括: 城际基础设施衔接、产业结构差异互补、公共

服务均衡化、生态环境保护等。东京湾区除了统

一的大东京规划之外，每个地区也各有规划，所有

规划的协调衔接工作都由智库完成。纽约湾区的

统筹规划由跨行政区域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简

称 ＲPA) 完成，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该非政府机

构负责研究指导纽约湾区发展的长期计划，2014
年 ＲPA 启动纽约大都市地区第四次发展规划，致

力于从区域视野解决就业、贫穷、基础设施、气候

等问题。旧金山湾区建立的区域治理机制涵盖基

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旨在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

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探索实践与现实挑战

( 一)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研究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

海、中山、江门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陆地面积 5． 7 万平方公里，2016 年人口 6800 万

人，占全国人口的 4． 9% ; GDP 达 1． 3 万亿美元，

占全国的 12． 4% ; 人均 GDP 达 2． 0 万美元; 第三

产业占比达 64． 8% ; 是 17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

企业总部所在地; 拥有以香港港、广州港、深圳港

为核心的世界级港口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综

合交通基础设施正进一步完善，历时 14 年筹建的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灯，已具备通车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多元化产业格局。深圳是

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创新型城

市，研发强度超过 4%，自主创新能力较强; 以电

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为

主，拥有腾讯、华为等世界级创新企业。广州是华

南地区的高端制造业中心和贸易枢纽，汽车制造

业、重大装备制造业增速较快。香港是国际金融

中心，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业发达。博彩旅游业

是澳门的支柱型产业，近年来澳门致力于打造葡

语系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如

果香港的金融资本、深圳的创新和珠三角的制造

业形成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三地的协同效应。
随着支持政策逐步落实、基建网络不断完善，粤港

澳大湾区有望比肩世界级城市群。
( 二) 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级

城市群的崛起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竞争力。从

现有区域整合来看，城市群建设的核心是要素集

聚。江苏是长三角的核心腹地，扬子江城市群

( 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

沿江 8 市)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江苏对接湾区经济、重塑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自 2016 年 5

月 11 日起实施。长三角城市群由 26 个城市组

成，包括上海、江苏 9 市( 扬子江城市群 8 市 + 盐

城) 、浙江 8 市( 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

山、金华、台州) 、安徽 8 市( 合肥、芜湖、滁州、马

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陆地面积 21. 1 万

平方公里，2016 年人口 15100 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 10. 9% ; GDP 达 2. 1 万 亿 美 元，占 全 国 的

20. 0%，人均 GDP 达 1. 4 万美元; 第三产业占比

达 53. 3% ; 是 15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

所在地; 拥有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两大世界

级港口以及南京、马鞍山等众多中小港口。以上

海为核心、涵盖江苏、浙江、安徽沿海沿江区域的

长三角城市群，由于有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

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必然会在

未来 5 ～ 10 年中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
从城市定位来看，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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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

心。苏州、南京是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苏南五市

是“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南通成立通

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打造江苏沿海新兴的

区域枢纽港; 此外，扬子江城市群为上海提供广阔

的经济腹地。杭州是“互联网 +”双创中心、拥有

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阿里巴巴、网易等知名互联

网企业; 宁波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制造业基地，宁

波—舟山港的货运吞吐量位列全国第一，宁波也

是“中国制造 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合肥新

晋“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已经建成世界

最大的新型显示面板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此外，

安徽率先践行“互联网 + 现代农业”理念，大力发

展智慧农业，涌现了三只松鼠等知名特色农产品

电商企业。
( 三) 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面临的挑战

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

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利于

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产业

布局和空间结构选择，应该得到优先发展。但是，

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下，跨界公共事务存在治

理困境，跨界公共资源易陷入“公地悲剧”，公共

服务均衡化难以推进。⑥此外，行政边界的固化割

裂了区域的经济联系，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会

加剧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增加协同发展的制度成

本。在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还会影响城

市用地空间的扩张，减少土地的有效供给。⑦由地

方政府干预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城市缺乏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

建设、恶性竞争，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降低了经

济集聚的绩效。⑧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不仅损害

本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

剧邻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⑨而权威性区

域协调组织的缺失，导致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

较为困难，规模效应不显著。

表 1 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 基于 2016 年统计数据)

面积
( km2)

人口
( 万)

GDP
( 亿美元)

人均 GDP
( 万美元)

第三产业占比
( % )

GDP 占全国比例
( % )

2017 年世界 500 强
( 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56562 6800 13328 1． 96 64． 8 12． 4 17

其中
广东 9 市 55425 5998 9780 1． 63 56． 1 9． 1 11

特别行政区 1137 802 3548 4． 42 88． 7 3． 3 6

长三角城市群 210553 15102 21430 1． 42 53． 3 20． 0 15

其中

江苏 9 市 65868 5701 9326 1． 64 50． 6 8． 7 4

浙江 8 市 66217 4169 5732 1． 37 50． 9 5． 3 3

安徽 8 市 72128 2812 2310 0． 82 41． 1 2． 2 0

上海 6340 2420 4062 1． 68 69． 8 3． 8 8

数据来源: 万得资讯、财富中文网。

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

发展水平、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较低( 见

表 1) 。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形成了

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

确定性，来自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政治、法

律、贸易制度差异以及由制度差异和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产生的隔阂。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多

个核心城市，内部的竞争可能会趋于长期化，不利

于城市间有效合作机制的构建。相较而言，长三

角城市群拥有兼容性的区域制度，构建区域协同

发展新机制面临的制度阻碍相对较小。此外，长

三角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紧密相连，在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和能源保障安全方面先行一步。

长三角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综合动因与基本思路

加快一体化进程的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

劳动力资源优势，通过低价供地及税收优惠政策，

抓住全球要素分工合作的机遇，快速实现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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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开启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从经济增长的

角度来看，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长三角地

区的发展模式开始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离不开创新驱动和资源优化

配置，城市作为要素集聚的中心、创新孵化的中

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由于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单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而新阶段意味着

空间优化布局和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突出，新时

代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需要进一步推进。从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来看，由于高铁、公路、轨道交通、
通信等硬件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等软件基础设施的

发展，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最优规模不断扩

大，这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城市

群的建设会缓解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增强地

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

的协调配合，最终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加快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第一，创新发展。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长的决定性因素，适宜创新的体制机制会加快技

术进步步伐，因此，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创新发

展的重要内涵。坚持创新发展，才能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

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大量科技成

果诞生于科研院所，为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共

建共享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同时加

强科技评估工作，严格监督政府创新补贴的使用。
第二，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保证，强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

性。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网

络初步形成，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仍存在较大

困难，“以邻为壑”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需要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地

区教育均衡发展，完善跨省环境污染纠纷的协调

机制。第三，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发展是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

的有机结合，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生

态环境的修复是苏北、皖西、浙西等欠发达地区重

要的发展与富民手段，应通过开发生态产业促进

当地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美丽乡村的建设，形成经

济发展、生态保护、农民增收协同共进的良好局

面，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生态经济走廊。第四，共

享发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城乡一体

化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

省级政府应加大对财力较为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

力度，增强县乡级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

共服务的能力。第五，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经济，不仅促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

升、有效拓展发展空间，还倒逼国内改革、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具体而言，应当逐步落实上海、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举措，全面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

权益。

江苏顺应长三角城市群发展:

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扬子江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江苏未来的发展，就是要积极顺应城市群的发

展趋势，将湾区城市群发展理念融入“1 + 3”发展

战略，及早规划，准确定位，在新一轮发展中谋取

先机。
( 一) 以“1 +3”功能区发展规划对接湾区经济

当前，江苏正在高起点规划“1 + 3”功能区发

展，需要将湾区城市群发展理念融入扬子江城市

群和沿海经济带的规划定位，以全球眼光对两大

功能区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位。要聚力创

新，充分利用扬子江城市群制造业发展优势，依托

上海这个全球创新中心，着力提升扬子江城市群

二次开发和技术孵化能力，提升沿海经济带新兴

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推动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升级

和沿海经济带形成若干个产业集群块，建成具有

世界水平的高端制造业基地。推动沿海经济带建

立发达的交通枢纽，打造港口与铁路、公路连接的

多式联运中心，强化航运服务集聚功能。要充分

发挥江苏沿海空间广阔和扬子江城市群人口的规

模优势，大力发展面向高端消费人群的金融、文

创、旅游等先进服务业，实现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

务业协同发展。
( 二) 以基建网络的扩张打破地理边界

湾区城市群的共同特点是对内联系紧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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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度开放，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就需

要建设包括交通、通讯以及公共服务在内的网络

化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一，建立

超越省级的规划中心，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建立

稳定高效的能源、水资源供应体系，实现区域内

油、气、电、水同类型同网同价，打造一体化都市

圈。第二，建立省级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社区服

务结算中心，推进区域内公共设施和服务互联共

享，实现公共服务“一卡通”。第三，补齐江苏北

沿江、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长江过江通道建设的

“短板”，在加快北沿江高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

展江北及沿海城市城际轨道交通，使泰州、扬州、
南通、盐城等地与上海及苏南城市深度融合。

( 三) 以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

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是实现湾区

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前提。为了促进公共服务深度

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第一，要进一步

完善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突破区域协同发展的

行政边界制约，共建长三角市场规则体系，实现区

域内部资源整合与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

要设立跨扬子江城市群与沿海经济带两大省级功

能区的协调机构，合理规划两大功能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生产力布局，推动功能区之间与功能区内

部错位发展; 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内城市间

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实现长

三角地区的资源互补与功能融合，加快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进程。
( 四) 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新的主体。
要把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江苏主动顺应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使人才“引

得来”，还要使人才“使上劲”，更要使人才“留得

住”。一是根据功能区定位，以规划引人才，以产

业引人才，以市场引人才，避免区域间人才引进的

恶性竞争，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优化配

置。二是加强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知识产权

交易平台等创新创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公

共财政对创新创业的扶持与补助力度，营造有利

于创新的低成本创业环境，使人才“使上劲”，技

术与知识“用得上”。三是加强对公共产品与服

务的供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建

设，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此外，改革行政审批

制度，大力推广“不见面审批”，降低准入门槛，让

各类人才真正“留得住”，成为江苏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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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Ｒeform and Open － Up: Ｒight Ｒoad from Ｒich Nation to Strong Nation Yin Bocheng ·37·
The Ｒeform and Open － up in China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old economic system that re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force，not only getting China richer，but also pushing China entering into the
new tim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new time，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us is to
make China transfer from the period of rich China to the period of powerful China． In this great process，com-
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and enlarging open － up is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great suc-
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new time，we must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form the
new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open － up，and build the modernized economy system．
( 2)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Logical Gener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Yu Dahuai Chen Guangjie ·72·
In 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ought，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has developed a dual movement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Marx criticized the concept of capital，including mercantilism，agrarian school，and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vulgar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Adam Smith and David Ｒicardo，and then built his own unique cap-
ital category． Specifically，in the logical way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Marx gradually used the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s the fundamental world view and methodology，and gradually defined the concept
of capital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the criticism to the construction，
the logical generation of Marx’s capital category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capital under the condi-
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helpful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ist
market system，and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pital ethics．
( 3) Does Land Transfer Lead to“Non －Grain Growing”in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

Luo Biliang Jiang Xueping Li Shangpu Qiu Tongwei ·94·
In view of the concerned phenomenon of“non － grain growing”，this paper employs 2704 household sur-

vey data collected in 9 provinces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land transfer on the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
and its situational depend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 1) The households of land renting － in in small
scale are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non － grain growing”production than households of land renting － in in
large scale． ( 2) In the closed operation situation with abundant agricultural labor and lack of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the households in small scale ar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e planting scale of cash crops in order to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productivity． ( 3) The phenomenon of“non － grain growing”is characteris-
tic of strict situational dependence．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rvice market，the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 will tend to change for grain
growing． Thus，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will help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e-
solve the hidden danger of“non － grain growing”caused by land transfer．
( 4)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World － 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Jiangsu’s

Ｒ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hen Kunrong Zhao Qian ·102·
The emerge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symbol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effectively in-

tegrat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global markets，the metropolitan areas become the most dynamic economy re-
gion． China’s economy has stepped into a new phase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the kernel of which is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system，with the space layout optimization and elements agglomeration in more outstanding
positio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Changjiang delta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accelerating ur-
ban agglomeration，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y’s quality transformation，efficiency transformation and dy-
namic transformation． The key point of integrati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oncept of bay area into Jiangsu’s“1
+ 3”key functional district strategy lies in expanding infrastructure network to break the geographical bounda-
ries，building more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break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thus facilitating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labor，personnel and information，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 5) Motivation and Applicable Path of China’s Free － Trade Port Establishment under Threat of

Anti － Globalization Yu Miaojie Xu Zhuxi Zhu Huihuang ·108·
With the sluggish external demand and heating trade protectionism in the US and the EU，China’s deeper ongo-

ing reform faces severe challenge． To actively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anti －globalization，the 19th National Con-
gress of CPC proposes to“promote a new pattern of all － around opening － up”，particularly，to establish the free －
trade por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tax protection port and free trade zone． The free trade port absorbs the global
goods，talented people，and capital．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China should achieve breakthrough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goods trade conveniences，freedom of personnel flow and opening －up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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