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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期间，南通制定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计
划。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提出，由于需要大量“外生投资”支
持，可能导致地区收支出现逆差，而使高速度难以长期维
持。因此，应注意及时转向良性增长的轨道。

    目前南通面临难得的三重机遇。这就是：长江口航道疏
浚整治、国内能源供给形势变化以及越江交通根本改善。南
通应抓住机遇，建设长江北岸最大的港口、长三角的重要能
源基地、华东的大型交通枢纽，从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门
户城市”。如果错过机遇，则可能成为“枢纽城市”甚
至“过境城市”。南通的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就是努力建设
一个真正意义的门户城市而避免成为过境城市。

    为了建设门户城市，南通的产业经济政策是：尽力重点
发展“战略组成”（包括能源、现代物流等核心产业），侍
机加快发展“成长及萌芽产业”（造船、机械、化工、农副
产品加工等），同时，对纺织服装等“关注产业”，应根据
国内外市场动向有选择地发展并有选择地逐步加以压缩、转
型。

    对今后10年，南通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及良性增长
的途径，本文尝试用一个简单模型进行模拟。

    南通的城市发展的目标是：建设高品质的自然与人居交
相辉映的城市环境，在长三角各大城市中展现自己的特色。
这就要求积极借鉴和吸收当前国际上的新理念、新思路、新
策略和新方法，并根据国情市情，运用到实践中去。例如，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中，鼓励利用现有自然资源，
即“绿色基础设施”来替代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推
广“绿色建筑”的概念和标准；加快城市管理信息化等等。

    本文尝试运用矩阵模型，探讨经济与城市空间形态的配
比关系；通过多次筛选，为南通市的空间布局制定一个较为
优化的方案。在衔接“战略规划”与具体规划编制方面，本
文推荐运用“叠加系统”这一规划和管理手段，使城市自然
资源与基础设施、城市空间布局更为合理、有效。

    本文提出，以“大南通市区”（范围包括现在的南通
市区、通州和海门），作为门户城市的空间格局及表达形
象。大南通市区建设，应严格采用集约型开发模式，通过运
用“同步增长”的方法，实现“有智成长”。而发展重点城
镇，注意因地置宜，并为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创造条件。

    将南通建成门户城市，是沿江开发战略的一个组成部
分。在众多沿江城市中，南通在地域经济方面居于不可替代
的地位，应该发挥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因此，赋予南通自由
港政策（如保税区政策等），不仅会促进南通自身发展，而
且会推进沿江开发和苏北振兴事业。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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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是南通市
规划管理局委托美国规划协会（APA）研究的一个课题项
目。本项目于2004年开始，后经过一度停顿，于2005年
7月再次启动，目前已完成了报告撰写工作。

    美国规划协会考虑到，用美国的城市发展经验和规划
方法，研究中国的区域战略规划，是一个新的尝试。从历
史上看，美中两国都是走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在
城市化的规模、尺度等方面，两国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特别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可以为中国提供宝贵的借鉴。由于美中两国无论是政治经
济体制，还是历史发展道路都有所不同，因而两国的规划
从内涵、程序、形式到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保证课
题研究的质量，APA 特别邀集经济分析、空间研究、城市
规划、生态环境，交通物流等方面的高级专家组成了项目
专家组，来承担此项任务。同时，南通市政府、各委、
办、局也给予积极配合，南通市规划局全面发挥了中介协
调作用，使美中双方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美中双方坚持“对话、互动”的
方式，推进研究不断深化。2004年项目启动后，项目专家
组多次到南通进行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收集资料。
2005年8月，项目专家组向南通市政府作了沟通性汇报，
丁大卫市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罗一民书记在参加
江苏省市长规划学习班访问美国期间，多次与美方专家交
换意见。12月初，项目专家组又作了中期汇报，罗一民书
记、丁大卫市长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听取了汇报，并
进行讨论。会上，罗书记和丁市长为该项目的继续深入提
出了指导性建议。以后，根据南通市政府的意见，项目专
家组对研究方案作了调整。2006年初，又在南通开展为期
一周的调研，对基础资料加以充实。

    按照双方协议，2006年5月，项目专家组正式向南通
市政府提交了研究报告。

    这项研究也得到美国商务部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向项
目专家组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建议，而且还派高级专员前往
南通进行实地考察，探讨未来规划实施中开展国际合作的
可能性。

    现在呈交的《南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战略规
划》，是根据2006年5月汇报后，南通市政府综合意见修
改的成果文本。这虽然是美国规划协会与南通市有关方面
合作的结晶，但对于其中错误或不当之处，应由美方承担
责任。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数据，文中
的一部分定量分析，不能视作准确的描述，而只是为了阐
释问题方便所作的一种模拟。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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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江头海隅话南通

    1.1.1 地理和历史

    江苏省南通市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长江入海口的交
点，它拥有203公里的海岸线和166公里的长江岸线，是中
国少有的既临海又滨江的城市之一。中国大陆海岸线长约
18000公里，南通恰好处于其中段。由南通往北，分布着
连云港、青岛、天津、大连等国际港口城市，而往南，则
有上海、宁波、厦门、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第一大
河长江全长6300公里，南通处于其北岸。沿着这条黄金水
道，大大小小的内河港口星罗棋布。从南通乘船溯江西
上，可直达南京、武汉、重庆等重镇。

    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号称水乡。在南通境内，河
道纵横，为人们提供舟楫之利，以通往苏北的广袤腹地。

    早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今日的南通已被称作通州。
注1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航运技术条件下，南通所处的地理环
境，使它成为中国东部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千年既往，是江和海，滋养着南通，塑造着南通。潮
涨潮落，一次又一次地为南通带来发展机遇。

    南通的先民以盐业为生。盐的生产和运输，是南通经
济史的重要篇章。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花费近40年时
间，开挖了一条长200公里的人工运河，将产盐地南通和海
盐集散地扬州连接了起来。从唐代到清代的1200多年里，
南通一直是淮南主要的产盐地。在明代，盐业规模空前扩
大，新开挖的运河从州城延伸到沿海各大盐场。盐业扩大
又促进了各业昌盛，由于海上贸易兴起，南通一度成为当
时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到清代，因江河上游水土流
失加剧，导致海岸东移，使得盐业日渐衰微。而植棉业和
纺织业继之兴起，清代中期，南通作为大宗棉花和土布的
集散中心，经济又呈现新的繁荣。注2

    1.1.2 中国的“模范县”

        南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 
    祥地之一。1895年，清末状元 
    张謇弃官回乡，利用南通棉纺 
    织业的基础兴办了大生纱厂等 
    近代实业。由于当时南通相对 
    封闭，外国资本进入不多，大 
    生集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张 
    謇主张地方自治，开创了中国 
    近代的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相 
    结合的地方发展模式。他为南 
    通制订了第一个城市规划，以
    “一城三镇”作为南通城市发

展的格局。同时，他还热衷于社会事业，先后创办了中国
近代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间博物苑、第一所高等纺
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盲
哑学校和第一所气象台等。注3 1920年，南通被公认为全
国“模范县”，被媒体称作“小上海”。

    张謇去世以后，南通开始走向衰落。“人亡政息”固
然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但其客观原因在于，随
着铁路、公路运输时代到来，传统的水运交通逐步丧失优
势。长期以来，苏北地区在近、现代交通建设方面进展
缓慢，这就使南通从昔日的交通枢纽边缘化为偏于一隅
的“交通末梢”。而在长江对岸，上海近一百多年间迅速
崛起，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具有国际地位的经济中心城市。
相较之下，孤悬于江海之间的南通失去了辉煌。

    1.1.3 不快则退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南通也
得到了发展的机会。1984年，中央政府将南通确定为14个
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江苏省13个城市中，南通的经济发
展水平，常居第六、第七位。但是，在过去十多年里，相
对于江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超常发展，南通显
得滞后，并且差距逐年拉大。

    在江苏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中，南通所占比重持
续下降。由1983年的10.7%降到1989年的9%，再从1990年的
9.6%，下降到2000年的8.6%，2004年进一步降至7.9%。

    在2004年中国200个城市竞争力排行中，南通市排名第
48位，比2002年下降了12位。注4

    目前，南通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一是人口
密度大，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仅次于上海；二是第一产业
比重大，仅次于舟山。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比重过大，会
加深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影响城市化进程。而且，南通的
经济结构转化和产业结构提升速率（指非农产业占GDP的比
重增长率）得分排名均为倒数第2位。这表明，南通依然处
于工业化的中期，与长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一些
城市存在不小差距。注5

   1.2 经济增长一枝独秀

    1.2.1 经济增长一枝独秀

    近年来，南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出现了重大突
破。

    2002年至2004年，南通经济猛烈加速，地区生产总值
（GDP）的增速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见图1）。从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快速增长的平台跃上高速增长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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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和2005年，则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连续两年增
速保持在15%以上。

    2004年，南通GDP的增速，在江苏全省11个城市中名列
第一。

    2005年，南通GDP的增速，又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名列
第一。

    2005年，南通市协议引进外资31.1美元，实际利用外
资15.32亿美元，分别列全省第二、第三，并跻身全国大中
城市利用外资15强行列。

    南通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经济增长
的领头人，确是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

    1.2.2 提出新的发展目标

    乘着近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南通为未来5年
（2006至2010年）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可比
价）年递增14%左右，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在2005年基础上翻一番。注6 分别达到2900亿元和
39000元。

    1.2.3 投资拉动型增长

    连续5年保持14%的年增长率，能不能够实现？如果能
够实现，又将如何实现？这就有必要对南通经济增长的特
点和方式加以分析。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南通经济出现过两次持续高
速增长时期。一次是1992年至1995年，GDP年增长速度分别
为19.5%、13.5%、18.9%和22.5%。另一次就是最近的2年，
GDP年增长速度均超过15%。

    这两次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属于投资
拉动型的增长模式。投资拉动型增长的突出表现是：投资
占GDP的比重大；GDP对投资的需求弹性高。注7

    2002至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
从34.9%升至55%，说明南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
动。

    在高速增长期，投资需求弹性居高不下，看来与投资
项目的性质、规模有关。2001至2005年，全市较大规模投
资比重由57.9%上升至82.4%。2005年在建2000万元以上的
工业项目完成投资308.8亿元，在建规模827.6亿元，分别
占工业投资项目的62.8%和80.1%。其中亿元以上投资在建
规模545.8亿元，比上年增长46.9%，项目个数比上年增

表2：2005年较大规模工业投资项目情况 注9

 2005 2004 比上年增长（%）

施工项目个数 3182 2160 47.3

其中：2000万元以上项目 933 554 68.4

      亿元以上项目 166 78 112.8

 

表1：南通经济高速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

投资需求弹性

第一次      
高速
增长

1991 22.4 8.22
1992 27.1 2.62
1993 36.8 5.65
1994 36.5 2.21
1995 41.4 2.36

第二次       
高速
增长

2002 34.9 1.81
2003 44.5 3.34
2004 49.4 2.24
2005 5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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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12.82%。注8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不能在短时间内投
产，使得GDP的增长速度严重滞后于投资的增长速度。但
是，当大型工业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并释放后，GDP的增长
速度又会超前于投资增长速度，从而使投资需求弹性系数
降低。

    1.2.4 外生投资

    进一步分析表明，近年拉动南通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
中，大部分属于“外生投资”。

    从表中看出，近年来外生投资急剧增长，占投资总额
的比重也大幅上升。2003年，外生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超
过了50%，而到2005年达到67.3%。

    1.2.5 地区收支平衡

    外生投资大量增长，说明南通在招商引资方面成绩卓
著。2005年南通引进市外民营企业3561家，登记民营企业
注册资本额占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60.4%。2002-
2005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2.38亿美元、7.31亿美
元、11.04亿美元、15.32亿美元，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但是，外生投资大量增长，可能带来一个值得严重注
意的后果，就是导致南通地区收支出现逆差。地区收支出
现逆差，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这种逆差长期得不到弥
补，说明南通缺乏吸收外生投资的能力，经济运行效率低
下。或者是投资迟迟不能形成预期的产能，或者是产能形
成后生产又不能正常进行。无论那种情况，不仅会阻止外
生投资继续进入，而且会导致原有的投资撤出。因此，保
持地区收支平衡十分重要。

什么是外生投资

    外生投资是指某一地区来自外部的投资，主要包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FDI）、国家的重大项目投资、国内其他地区企
业的投资等。与此相对应，在该地区由当地企业、政府或其他实体进行的投资，称作“内生投资”。外生投资完成后形成当地企业，如
果为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投资，应当属于内生投资。
    驱动外生投资的是地区比较利益，即资本输出地与资本输入地之间的利益差异。一般来说，资本输入地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
低是吸引外生投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外生投资大量是生产型投资。
    外生投资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生投资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生产资源得以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配置。同时，外生投资也拓展了当地
市场，把当地产品销往更远的地方，甚至国外。
    二，对于缺乏资本或缺乏资本运用能力的地区，外生投资带来了新的企业、新的税源和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了当地的财富。
    三，在资本输入的同时，也为当地输入了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并培养了人才。新企业可能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链，推动当
地工业化进程。
    四，但是，外生投资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优化，主要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对于资本输入地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五，外生投资的进入是为了获取廉价资源（如土地、劳动力），它天然具有压低当地资源价格的倾向，这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会
产生不利影响。例如，由于工资水平受到压抑，当地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相对缓慢。
    六，外生投资可能通过其内部交易而转移利润。
    七，外生投资进入当地市场后，会加剧竞争，使当地企业遭受挤压以至破产。
    八，外生投资有的是为了规避资本输出地高额的环境成本才转移而来的，对于资本输入地来说，很可能引进了生态环境方面的问
题。
    九，外生投资具有不稳定性，可能出于身处外地的投资人的决策，中止或退出其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不顾及当地的利害。

外生投资的计算方法
    表中数据的测算方法，首先根据1978-1985年
的统计数字，用回归分析计算内生投资占GDP的
比例。因这段时间南通引进外资很少，可近似地
将所有的投资看作内生投资。计算得出，内生投
资占GDP的比例为23%。这个比例数，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南通经济的内在素质，即其内部投资积
累能力。然后再以这个内部积累率将以后年份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解为内生投资和外生投资两
部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测算方法所得到的结
果，只具有近似意义。

地区收支平衡
    地区收支反映着某一地区与外界之间输出输入的交换关系。该地区当年生产的总产品（包括资本、货品及服务）看作收入，该地区
当年使用的总产品则看作支出。
    地区收支平衡可以用该地区“生产的GDP”与其“使用的GDP”之间差额来标记和衡量。所谓“生产的GDP”，是指该地区所有产业部
门在当年生产的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所谓“使用的GDP”，是指该地区所有产业部门在当年最终使用的总产品，包括消费、投资和输
出输入差额。通常，用生产法计算的GDP反映“生产的GDP”，而用支出法计算的GDP则反映“使用的GDP”。如“生产的GDP”大于“使
用的GDP”，表明该地区收支顺差；反之，表明该地区收支逆差。

 

表3：1993~2005年南通投资结构分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内生投资 外生投资 外生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亿元） （亿元） （亿元） （%）

1993 89 56 33 37

1994 126 83 43 34

1995 193 106 88 45

1996 199 129 69 35

1997 222 139 83 37

1998 257 144 112 44

1999 212 181 31 15

2000 240 197 42 18

2001 258 219 39 15

2002 310 230 80 26

2003 448 222 226 50

2004 605 248 357 59

2005 810 264 54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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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对“十一五规划”的模拟

    按南通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要求，地区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长14%。从以上分析出发，对未来5年南通经
济状况进行模拟。

    基本假设：

    第一，南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弹性系数为2。这是根
据南通近15年来两次持续高速增长期的投资需求弹性系数
取其低值设定的。

    第二，2005年是南通地区收支平衡的年份。目前南通
的统计资料，似乎尚无分别用生产法和支出法计算的GDP，
因此无法研判地区收支情况。

    

    

    
    

     模拟结果如下：
    （1）经济结构
     规划提出，到2010年，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94%左
右，注10以此推算届时产业规模及结构：

   （2）投资规模

   （3）劳动力需求
    要实现规划制定的目标，不仅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还需要劳动力投
入。
    根据南通市统计资料，全市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如下图：     以上模拟结果，如下图所示：

    以此推算，到2010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达到1.3万元，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6.8万元，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8.5万元，
分别比2003年增长1.66倍、2.12倍和2.4倍。

    对2010年全市的劳动力需求进行测算：第一产业127万人，
第二产业248万人，第三产业113万人。全市劳动力总需求为
488万人。

    按照南通市“十一五”规划，人口自然增长率努力实现零
增长，2010年全市人口约770万人，其中从业人员410万人，因
此，届时需净输入劳动力78万人。

    以上测算结果也基本符合规划中提出的两项指标，注11 即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数比重提高到74%”和按
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20万元∕人”。

   （4）地区收支平衡

表4：规划期的经济结构

 2005 2010

 产值（亿元） 结构（%） 产值（亿元） 结构（%）

全市GDP 1472 100 2818 100

第一产业 162 11 169 6

第二产业 824 56 1691 60

第三产业 486 33 958 34

表5：规划期的投资规模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外生投资
（亿元）

外生投资比重  
（%）

2006 1037 822 79.3

2007 1327 1094 82.4

2008 1699 1446 85.1

2009 2174 1900 87.4

2010 2783 2486 89.3

合计 9020 7748 85.9

    
    从上表看出，2006-2010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超9000亿元，其
中外生投资占85.9%。而十一五规划预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000亿元
上，两者差距甚大。

表6：规划期地区收支平衡

年份 生产的GDP(亿元) 使用的GDP（亿元） 地区收支逆差（亿元）

2006 1678 1755 77
2007 1913 2105 192
2008 2181 2542 361
2009 2486 3088 602
2010 2834 3774 940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8%；其中第一产业为
7.5%；第二产业为11.3%；第三产业为13.3%。

    由上表看出，在依赖外生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
出现了地区收支逆差扩大的现象。在2005年收支平衡的基础上，
2006年逆差为77亿元，而2010年，增加到940亿元，占当年生产的
GDP的比重，从4.6%上升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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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几点看法

    通过以上分析和模拟，我们在此提出几点参考性的意
见。

    一，要保证生产要素的供给。经济增长一般理解为，
在某种既定生产函数下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长而导致的产
品增长。这些生产要素包括投资、劳动力、能源、原材
料、技术进步等等。而且，所有要素必须按一定比例组
合，才能构成有效投入。经济高速增长，更需要大量要素
投入，而且对要素组织的要求更高。

    在5年时间内，保持14%的年增长率，首先是投资能否
保证。根据前面的模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超过9000亿
元，其中外生投资占85.9%。由于引进外生投资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对外生投资依赖程度越高，则投资供给的可靠
性越会成为问题。其次，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数量巨大，需
净输入78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19%。在5年时间里吸
纳这么多的务工人员，在实际操作上也不是容易的事。

    二，要逐步实现地区收支平衡。对于地区经济而言，
实现地区收支平衡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测量其经济运行
的素质。模拟表明，2006年至2010年，南通的地区收支逆
差从77亿元增至940亿元。实际上，这样庞大的地区收支逆
差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地区收支出现逆差，只能由该地区输出增加部分来弥补。
这意味着，大量引进外生投资，就必须相应地大量增加地
区的输出。

    能不能实现地区收支平衡，实质是能不能实现地区经
济良性增长。所谓良性增长，应当是这样一个过程：引进
外生投资 -- 出现地区收支逆差 -- 增加当地的产能 -- 
大量输出当地产品 -- 平衡地区收支。这一过程，表明当
地经济完成了一轮升级换代，由原来较低的产业技术水平
跃迁到更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在这以后，由于当地新的生
产力已经形成，从而对外生投资的依赖性会下降，本地市
场的容量进一步扩大。

    三，切实考虑经济增长速度。由此看来，规定过高的
增长速度，未必能达到，即使达到也未必能维持下去。制
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增长速度固然是一个重要因
素，但更应关注经济发展的方向，并寻求发展的最佳途
径。

    从历史上看，南通在1996至2002年有过一段持续6年的
快速增长期，经济在年增长率略高于10%的平台上运行。多
数年份的投资需求弹性系数不大于1.5。这样的增长方式，
或许对今天以至未来仍有一些参考价值。

案例：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经济
    
    从上海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一个城市实现经济良性增长的范例。1993至1995年，上海经济曾出现
高增长伴随高投资的浪潮，历年投资弹性分别达到5.6、5.0、3.0的高值。同时，1994至1997年，地区收支连续4年出
现逆差，分别为53.6亿元、174亿元、278.5亿元和76.2亿元。随之，投资增长下降，并维持在每年1900亿元左右。而
本市生产的GDP持续增长。在1998年实现了地区收支平衡，并有186亿元出超，当年的投资弹性已降至-0.06。以后，地
区收支顺差逐年增加。

    上海实现地区收支平衡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先期投资形成的产能爆发性释放，在投资浪潮后的1997年，GDP中消
费和净输出（包括外贸出口和对外地输出）增长了45.5%，之后几年增长率都在25%左右。二是由于产能扩大而产生的
净输出爆发性增加，1998年，上海的净输出增长了111%，以后两年分别增长58.3%和40.6%。这样，就为下一轮更大的
高投资高增长浪潮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上海实现经济良性增长的经验看，招商引资不是目的，而是提高自身素质的手段；经济发展不应单纯追求数
量，而更应重视质量。

1991至2000年上海地区收支平衡

本市生产 本市使用 地区收支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年   份 的GDP 的GDP 平衡 投资 投资需求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弹性

1991 894 726 168 258.3 1.9
1992 1114 964 150 357.4 2.6
1993 1512 1420 92 653.91 5.6
1994 1972 2026 -54 1123.29 5
1995 2463 2637 -174 1601.79 3
1996 2902 3181 -279 1952.05 1.7
1997 3360 3436 -76 1977.59 0.1
1998 3688 3502 186 1964.83 -0.06
1999 4035 3649 386 1856.72 -0.54
2000 4551 4065 486 1869.6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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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至2000年上海地区收支平衡

本市生产 本市使用 地区收支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年   份 的GDP 的GDP 平衡 投资 投资需求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弹性

1991 894 726 168 258.3 1.9
1992 1114 964 150 357.4 2.6
1993 1512 1420 92 653.91 5.6
1994 1972 2026 -54 1123.29 5
1995 2463 2637 -174 1601.79 3
1996 2902 3181 -279 1952.05 1.7
1997 3360 3436 -76 1977.59 0.1
1998 3688 3502 186 1964.83 -0.06
1999 4035 3649 386 1856.72 -0.54
2000 4551 4065 486 1869.67 0.06

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1、注2：《南通区域发展综合规划》
  
    注3：《南通区域发展综合规划》：上世纪之初，随着张謇的出现，南通站到了风光无限的
世界舞台上，成为人们艳羡的焦点。正如胡适所说，“他独立地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
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张謇务实精干，凭借个人的声望
和绝对的影响力在封闭环境下进行垄断操作，遵循“地方自治”的理想，相对完整地建构了南通
城。

    注4：《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03年、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5：《江苏南通在长三角城市中的竞争力分析》浙江投资网2003年6月18日。

    注6：《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注7：投资需求弹性系数表示地区生产总值每增长1%，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

    注8、注9：《05年南通市工业投资投入总量扩大投资质量提高》江苏统计网2006年3月。

    注10：《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注11： 《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第二章
新的机遇和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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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机遇正在到来

    “全球化(Globalization) ”这个词最早由T.莱维特
（Theodre Levitt）于1985年在其《市场的全球化》〉一
文中提出，用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
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贸易已愈益超越国界，在
世界范围内扩张。而此后20年的历史实践更充实了全球化
的含义。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越来越积极地推
动这一进程。借助于现代技术如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生
物技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日新月异地进步，物质要
素以及更多的无形产品（包括文化生活模式）以空前规模
和速度在国际间流动、传播。与此同时，城市也被全球化
了。多少令人向往的伟大都市，如今变成了跨国资本网络
上的一个个节点。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市场化改革加上对外开放，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长江
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增
长极。《财富》杂志排出的全球500强企业的名录中，已有
281家进入上海。注1 国际资本从这里向周边扩散，为东部
沿海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南通而言，由于它所独具的条件，除了上述一般性
的机遇外，近年内还面临着更为特殊更为实际的三重机
遇。

    一是长江口航道疏浚整治工程业已展开，将促成南通
建设长江北岸最大的港口；
    二是中国能源供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将促成南通建
设长三角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南通境内越江交通得到根本改善，将促成南通建
设华东的大型交通枢纽。

    抓住这三重机遇，明确发展方向，加快建设步伐，将
会使南通的面貌焕然一新。

  

   2.2 建设长江北岸最大的港口

    南通虽然临海
滨江，但目前港口
仍偏于长江岸线，
沿海港口尚待开发。 

    南通港（包括
狼山港、天生港等
8个港区）现有泊位
85个，其中万吨以
上30个，最大靠泊

能力为10万吨级。堆场面积54.8万平方米，仓库面积7.6万
平方米。

    2005年，南通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300万吨，集装箱装
卸30.1万标箱。从货物的构成来看，矿产品约占总吞吐量
的60%，工业品约占20%。其中出口主要为水泥、钢材；进
口主要为矿石、粮油、硫磺、煤炭和石化产品。注2

    预计到2006年，南通港的货物呑吐量将达到1亿吨。

    2.2.1 “水下高速公路”开通

    南通港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江口航道疏
浚整治工程。注3

    长江口航道疏浚整治工程的方案要点是：在长江南北
槽天然分流口处建设分流口工程，在主航道北槽两侧各
建长约50公里的导堤和19座丁坝，加以疏浚，形成水深
12.5米，底宽350至400米，全长430公里的深水航道，并
通过维护疏浚保持航道通畅，以满足第四代集装箱船全天
候双向通航和10万吨级散货船满载乘潮通航，同时兼顾第
五、第六代大型远洋集装箱船和20万吨级减载散货船乘
潮通航。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航道水深增深到-
8.5米，第二期增深到-10米，第三期达到-12.5米。2005年
11月，二期工程竣工，计划再用3年，到2008年完成三期工
程。注4

    2.2.2 改造江港和开发海港

    这一工程将在自长江口至南京区间建设一条长达430公
里的“水下高速公路”，从而扩大了南通港的发展空间。
据了解，水深每增加1米，船舶载重量可相应增加1万吨。
由此推算，仅因长江航道从-8.5米加深到-10米，南通港的
货物呑吐量就会增长20%左右。为此，南通的“十一五规
划”提出了“以长江深水泊位的开发建设为重点，加快沿
江港口、岸线等资源的整合、整治和开发”的任务。

    对于南通来说，更诱人的前景还在于开发沿海的洋口
港和吕四港。而沿江港口的改扩建，为进一步开发沿海港
口奠定基础。

    洋口港面对的烂沙洋海域，是古长江的入海口。中有
一条潮汐通道，其深槽海底天然标高-17～-18米，深水区
面积约2.5平方公里。水道顺直，掩护条件良好，不需疏
浚，10万吨级船舶即可进港，是较为理想的深水码头区。
洋口港的问题，一是航道有一处浅点存在；二是岸线属于
滩涂，距深水区尚隔30多公里。如果能用工程消除浅点，
则从岸边修建12公里长的陆桥至近岸港池，即可停靠10万
吨级货船。如果无法消除浅点，则近岸港池只能停靠5万吨
货船。如继续延伸陆桥至深水区，需要很大的投资。

南通在中国及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区位

长江疏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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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四港深水岸线长达30公里，水域土质为平均厚度达
50米砂质粘土，十分有利于工程建设。这里可建万吨级深
水泊位100多个，其中5万吨级泊位40个，10万吨级泊位
20个。不需疏浚，5万吨级的船舶每天可乘潮进港；稍加疏
浚，10万吨级的船舶亦可通航。

    目前，洋口和吕四港的开发尚处于启动阶段，在建的
都属于能源项目。洋口港主要是液化天然气（LNG）进口接
收站和天然气电厂，为此配套的陆桥建设已经展开。吕四
港则是大唐电厂，厂址的围地工程基本完成。

    2.2.3 腹地支撑越来越有力

    从长远看，要将洋口港和吕四港由现在的能源专用港
进一步开发成通用港，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腹地
支撑。过去，这两个港口迟迟得不到开发，腹地经济落
后，未能提供强烈的需求和动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南通港的直接腹地为苏中、苏北的南通、泰州、盐
城、淮安四市，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间接腹地为华东和
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表1中看出，南通腹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对外贸易
相对落后，限制了对港口的需求。

    但是，近年来，苏中、苏北地区工业化、城市化速度
大大加快。

    从表2中看出，腹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有时高于
全省平均增速。随着江苏省内越江交通显著改善，苏北地
区的比较优势愈益明显，苏南地区产业转移以及外资进入
出现北上趋势。处于工业化前夜的苏北地区，在今后10年
左右，很可能成长为中国东部的新兴制造业基地。这样，
对港口的需求就会强烈扩张。

    同时，整个江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已初具规模。与南通
联结的铁路有新长线、宁启线；高速公路有宁通高速和连
盐通高速；干线公路则有204、328国道和334、336省道
等。今后，江北地区交通以及过江交通建设的力度还将进
一步加大，作为这个巨大的网络体系中一个环节，南通港
更具备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2.4 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配套

    可以设想，在10年至15年的将来，随着沿江港口改
造、扩建和洋口、吕四港开发成功，南通港年货物吞吐量
将超过2亿吨，成为长江北岸最大的具有国际地位的江海联
动的港口。

    当前，上海正在建设中国大陆最大的国际航运中心，
即以上海港为中心、以宁波港和太仓港为补充的集装箱枢

纽港。注5随着上海港转向集装箱装卸为主，原来承担的
内外贸大宗散货中转职能将有一部分分流至其他港口。同
时，由于世界各大班轮公司纷纷挂靠上海，原先来自江苏
省及长江上游经南通等港口中转出口的远洋货物，将改从
上海中转，这又会削弱其他港口的货源。

    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南通的港口建设，应
当立足于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配套。一方面，接受上海港
的货物中转分流；另一方面，为苏中、苏北地区服务，与
腹地共生共荣。

   2.3 建设长三角的重要能源基地

    2.3.1 中国能源供给形势发生变化

    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早已结束了能源自给自
足的时代。自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净
进口原油1109万吨。2003年，中国又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当年净进口煤炭604万吨。这是两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注6

    利用进口能源的趋势将会愈益增强。根据预测, 中
国国内能源的缺口量：在21世纪初期超过1亿吨标准煤，
2030年为2.5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为4.6亿吨标准煤。
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达到3.5亿吨，如果国内石油
生产能力维持在目前水平，则其中50%需要进口。到
2020年，石油需求量为5亿吨，其中60%需要进口。注7

    在这样的形势下，加上内地水资源紧张、污染加重等
原因，能源储备、能源生产以及与能源关系密切的工业势
必越来越多地安置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岸线上。

表1：2004年南通港直接腹地发展情况

 
人均GDP（元） 外贸依存度（%） 城市化率（%）

盐城 10928 10.53 40

淮安 9597 10.6 36.3

泰州 14014 14.7 44.1

南通 15806 45.9 42

全省 20700 91.06 48.2

表2：2001~2004年南通港直接腹地经济增长（%）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盐城 10.9 11.6 12.2 14
淮安 10 11.4 13 13.8
泰州 11 11.6 13.4 14.7
南通 10.1 11.1 13.4 15.6
全省 10.2 11.6 13.6 14.9

案例：宁波港崛起

    宁波港由北仑港区、镇海港区、宁波港区、大榭港区、穿山港区组成。
1973年，为上海宝钢配套，在北仑港建成一个10万吨的矿石码头。后来宝钢
自行建造了马迹山矿石码头，拥有4个泊位，从而减少了对北仑港的依赖。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仑港作为国家集装箱试用型港口，由于运输价格高于
竞争对手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一直未见起色。
     然而，最尖锐的矛盾还是腹地交通不畅。宁波港的腹地主要在杭州以
东、以南地区。当时的萧甬铁路线仍是单轨，年通货量为300万吨，只有4个
车道的329国道堵车十分严重。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至1996年，宁波市大
力引进社会资金搞交通建设。到1998年，杭甬高速开通，萧甬线改成复线，
年通货量达到1200万吨。市政府还制定了前往北仑港的集装箱车在杭甬线上
免征过路费的鼓励政策。交通条件改善，促进了腹地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宁
波港发展。近5年来，浙江省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平均年增长21%，而宁波市进
出口贸易也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
     今天的宁波港已发展为集装箱干线港，拥有生产性泊位191座，其中万
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座，包括25万吨级原油码头、20万吨级（可兼靠30万吨
船）的卸矿码头、第六代国际集装箱专用泊位以及5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
位。拥有集装箱航线110条，其中远洋干线50条。月均航班超过480班，与世
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多个港口通航。全球排名前20位的航运公司均
已登陆宁波港。
     至2005年5月，宁波港自年初累计完成货物呑吐量1.1亿吨，比上年同
期增长118%；其中外贸货物5252万吨，增长123%。完成集装箱呑吐量187万
标箱,增长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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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能源基地的理想选址

    在南通建设以火电生产为主的综合型的能源基地，指
导思想就是将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能源供给优势。能源基
地的内容包括：
    一次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运输和储备；
    二次能源生产（煤炭、石油、天然气发电）和输送；
    可再生能源利用，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太阳能发
电、秸杆发电等。

    在火电生产方面，南
南通江海联运的港口
条件非常有利于石油、
煤炭的大量进口，以
及在港区设立将水运、
码头、电厂一体化的
大型岸线电厂。其次，
南通靠海，在西季风
带通过海洋上空排放
二氧化硫等气体将会
减少对内陆地区的污
染。现在江苏的发电厂大量聚集在长江沿岸，对沿江地区
造成大片污染，南通的酸雨频率达62.3%，为全省最高，很
大程度上是西季风带影响所致。

    南通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适于建立大型风力电场。
根据观察资料分析，南通沿海70米高处可利用的3.5-
25.0m/s有效风速每年均在7700小时以上，年平均可利用风
能密度达2980KWh/m2，按10%的可利用率，南通沿海风力相
当于300万千瓦机组的发电量。注8

          风电场占地 
      面积较大，而南 
      通的如东、启东 
      两地海岸土地富 
      裕，且有每年增 
      长的滩涂可供利 
      用。目前国家已 
      规定对风力发电 
      实行优惠政策， 
      按增值税应纳税 
      额减半征收，因 
      此国内新建风电 
      场的电价水平有 
      望降低到0.50元/ 
      千瓦以下，基本 
      上能够保证企业 
      正常运行。

    南通与华东电网的中心上海距离不远，仅有一江之
隔，越江输电在技术上也不难办到。

    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使南通可以承担能源储备任
务。中国为了满足90天的进口原油储备量，需要建设15个
500万吨，总储量达3500万吨的石油储备库，其中国家承担
60天储备，民间承担30天储备。“南通也有条件成为能源
（包括国家级原油和成品油）的储备和中转基地之一”。
注9

    2.3.3 需不需要在南通建电厂

    长三角地区的GDP占全国1/5，进出口额占全国1/3，能
源消费量则占全国总量的1/7。但这个地区一次能源自给率
极低，上海的一次能源需全部调入，浙江省95%以上靠调
入，江苏省煤炭自给率为25%，油气自给率为10%。能源短
缺已严重困扰长三角各地经济发展，自2003年开始出现严
重的“电荒”。2005年虽然电荒问题得到缓解，但并未根
本解决。

    从表3中可看出，2010年，长三角三省市的用电量将比
2005年增加74%。相应装机容量也须增加5200万千瓦。再看
全国：

    2010年，装机容量要比2005年增加1.5亿千瓦；2020年
则比2005年增加4.5亿千瓦。

    现在全国各地在建电厂项目不少，但不等于说已经完
全满足未来长期的电力需求。注12此外，一部分老电厂由
于技术落后或污染严重等原因，可能需要迁址重建。所有
这些因素，说明南通这块建设能源基地的“风水宝地”，
终究会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2.3.4 为长三角腾飞供应能源

    2004年，南通全市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为230.4万千
瓦，最高用电负荷为187.5万千瓦。装机容量大于负荷。当
年全社会用电117亿千瓦时，向区外输电28.4亿千瓦时。

    当今的世界，能源越来越成为一个战略制高点。

    如果南通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每年输出
1500万千瓦；如果南通又建立了原油储备库，并开辟了四
通八达的能源运输通道，则南通在长三角的地位将无可替
代。

    因此，要明确地将建设能源基地作为南通首选的战略
重点，力争更多重大能源项目在南通落地。

案例：国内外的电力基地
    案例⑴
    魁北克省位于加拿大东部，人口约700万，南部与美国纽约州和新英格兰
地区接埌。魁北克省政府将电力工业作为全省经济的龙头行业，不但为本省
的工业生产提供稳定而廉价的电力，并在2002年根据北美电力市场一体化协
议，向美国供电，创收79亿加元，税后利润达16亿加元。截至2005年，全网
装机容量3519万千瓦，输配电线路3万公里。该省规划，2010年增加200万千
瓦装机容量，其中40%为风力发电，进一步拉动本省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

               案例⑵
          浙江省嘉兴市东临东海，北靠 
      上，南接杭州，境内有秦山核电  
      站。现在已成为浙江省和上海市的 
      主要电力供应基地。嘉兴电厂现有 
      2台30万千瓦，4台60万千火力发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为国 
      家一级发电厂。其中由GE-中国东方 
      电机厂制造的60万千瓦机组为国内 
      现有最大单机火力发电机组。嘉兴 
      电厂充分利用海运优势，获得中国
北方稳定的煤炭供应。上网电价为每度电.36~0.38 元。全厂固嘉兴电厂三号
机组定资产32 亿元，每年税后利润达10亿。电力工业已成为嘉兴市的支柱产
业。

表3：长三角三省市电力需求 注10

 2005年用电量 2005末装机容量
（万千瓦）

2010年用电量 新增需求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江苏 2193 3989 3400 1207
上海 874 1337 2200 1326
浙江 1642 1659 2570 928
总计 4709 6985 8170 3461

表4：全国电力需求预测 注11

年    份 用电需求（万亿千瓦时） 装机容量（亿千瓦）

2005 2.5 5.1
2010 3.1 6.6
2020 4.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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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建设华东的大型交通枢纽

    2.4.1 越江交通将有极大改善

    改善越江交通，用桥梁代替船舶，使南通与上海、苏
南地区直接联结，这个几代人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目前，南通与江南地区交通主要靠通常、海太、通沙
及崇海等四个汽渡（另新建有皋张汽渡），情况分别为：
    通常汽渡，南通至常熟，通过能力1万辆/天；
    海太汽渡，海门至太仓，通过能力4000辆/天；
    通沙汽渡，南通至张家港，通过能力7000-8000辆天；
    崇海汽渡，海门至崇明，
    2005年，四个汽渡每天运送1040航次，各类车辆
30830辆。

    根据计划，
南通正在建设或
即将建设的越江
通道项目有（见
表5）。此外，根
据南通“十一五”
交通规划，2010
年以后可能建设
第四条越江通道──崇海大桥。崇海大桥施工难度较小，
一旦开工，可在短期内完成。
    
    到2009年，苏通大桥和崇启大桥先后建成，越江通过
能力将比以前扩大4倍以上，过江时间节约30分钟以上，从
南通到上海只要1小时车程。

    到2010年，沪通铁路通车后，南通的越江交通更会发
生根本性改观。

    2.4.2 交通枢纽即将成型

    新的越江通道建成，打通南北阻隔，南通终于结束长
期以来所处的“交通末梢”状态，而华东地区最东部将增
添一个新的交通枢纽。

    在长江北岸，苏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交通网络。包
括京沪、新长等铁路干线，连徐、汾灌、宁靖盐、徐宿、
宁宿、淮江等高速公路，104、204、205、206、310、
312、327、328国道等干线公路。

    长江南岸，苏南地区的交通网络更为密集，有京沪、
沪杭铁路，沪杭、宁杭苏嘉杭、沪苏浙等高速公路，104、
204、205、312、318、320国道等干线公路。

    在南通至南京400多公里的江面上，已建成5座长江大

桥。但江阴以下的100多公里，目前仍靠舟船渡江。而这
100多公里长江对应的正是长三角精华所在。在南通修建
大容量的越江通道，不仅弥补了这个空白，而且将江北江
南两大交通网络更为有力地联结起来，大大优化了长三角
的交通结构。

    对南通而言，现有的、以及正在建设的江海航线，公
路网络，宁启、新长铁路以及兴东机场所组成的综合交通
系统将得以进一步强化，并逐步发展为一个区域性的交通
枢纽。

   2.5 新的问题：南通的城市定位

    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里，南通能不能抓住上述三重
机遇，关系到南通将建成什么样的城市的问题。

    2.5.1 向北发展还是向南发展

    关于南通的发展取向，曾提出过两种不同的方略： 
    向北发展，又有两个方案，一是“南泰南轴线”；一
是“海上苏东”。这种观点主张南通将注意力投向苏北地
区，优先开发沿江南京 -- 泰州 -- 南通一线，或沿海连
云港 -- 盐城 -- 南通一线。南通居于这两个方案的交
点，无论那个方案，南通都将扮演火车头角色。
    向南发展，目标是融入苏南，接轨上海，将南通建设
成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副中心城市。注13

    苏中、苏北地区是南通的腹地。作为长江北岸最大的
港口，南通必须面向江北，寻求并创造自身发展的条件。
今后，腹地与南通的联系，不会减弱而只会增强。南通可
以为江北地区提供港口服务、工业制成品、投资、技术支
援等等；还可以让出一些产品市场，给江北工业以扩展空
间。而江北地区则为南通提供港口货源、基础产品以及劳
务等等。通过这种互相支持，互相提携而获得双赢。

    上海和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地带。上海对
周边地区的作用，是将人、财、物等经济资源吸纳进来，
转变为更高层次的产品、技术、资本、服务、信息等输
出。投向上海的外资，出于比较利益的驱使，逐步转移到
土地、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周边地区，产生了所谓“溢
出效应”，使江南的苏、锡、常、杭、嘉、湖地区受益非
浅。由于上海将“国际大都市”作为自身诉求的目标，并
且在各方面日益同国际规范接轨，因此上海也就成了中国
许多城市的样本。南通，由于长江阻隔，与上海的经济联
系较为薄弱，也未能更多地分享“溢出效应”。南通向上
海的输出，主要有农产品（约占总量48%）、工业品（约
占总量10%）、生产加工以及劳务，南通在上海长期务工
的有10万多人，其中8.2万为建筑工人（完成的产值相当

表5：南通市越江交通建设

 全长（公里） 通车时间 通车能力（万辆）

苏通大桥（南通-苏州） 7.6 2008 7
崇启大桥（启东-崇明） 4.7 2009 7
沪通铁路（南通-上海） 133 2010  

图：由“交通末梢”向“交通枢纽”的转变

案例：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

    伊斯坦布尔座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博斯普鲁斯海峡长32公里，是划分
欧、亚两大洲的一条水道。历史上，只有渡船航行于海峡两岸。所有发自巴黎和
其他欧洲地区的火车都以伊斯坦布尔为终点，然后把乘客送上渡船运到东岸；而
来自安卡拉和其他亚洲地区的火车也同样如此。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建造了两座跨越海峡的大桥。第一座于1973年完工，第
二座于1988年完工。每座桥长1.5公里，设有多车道的公路和人行道。大桥建成
后，大大增强了伊斯坦布尔与亚洲地区的交通便利。
    尽管伊斯坦布尔城区集中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机构，而且人文历史更为悠
久。但由于社区环境逐渐败落，并缺乏良好的再开发规划，人们还是愿意忍受较
长的上下班时间，选择居住在对岸的亚洲地区。因为亚洲地区有良好的城市规
划，现代化的人居环境，噪音和污染相对较小，而且生活配套设施与服务比较完
备。周边高速公路和海峡大桥的建设使亚洲地区的魅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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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全市建筑业总产值25%）。南通的纺织、服装、机
械、船舶等行业都为上海配套加工，农副产品总体上占上
海市场的份额8%以上。从上海的输入，主要是工业制成
品、投资、技术、服务等等。注14 今后几年，随着越江交
通改善，南通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将愈益频繁和紧密，特别
当能源基地建成，南通在长三角的地位有望大大提升。

    世界著名的资本研究智库“环球观察（Global In-
sight）”在对中国的区域经济进行长期追踪分析后，于
2006年五月发表了中国区域发展未来研究白皮书，其中首
次使用“上海－江苏特大经济（省）体”的概念。据该白
皮书预测，这个相对独立的特大经济体将在未来五到十年
内形成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经济体系。这一
结论，已引起美国及西方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注意和
认同。因此，南通与上海经济社会联系的走向，将在越来
越大程度上决定南通在这个经济体中的角色和作用。（见
附录一：环球观察）

    根据上面分析，南通在发展取向上，过分倚轻倚重均
是不利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某些领域、某段
时间以向北发展为主，而在另一些领域、另一些时段则以
向南发展为主，从而进行现实的、灵活的决策。

    2.5.2 门户城市还是过境城市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过程和趋势，在交通网络发展的基
础上发育起来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
 
 门户城市 (Gateway City)
 枢纽城市 (Hub)
 过境城市 (Passway City)

    三种类型的城市，在功能上有所区别，可用以下简化
模型示意：
  
    门户城市（Gateway City)：输入A，可输出B、C、D等
等；具有输入、加工、转化功能，并在转化过程中追加产
品A的附加值。

    枢枢纽城市 (Hub)：输入A，输出A；通过改变产品A输
入的方向及组合形式，增加城市收入，但不改变产品A性
质。

    过境城市( Passway City)：输入A，输出A；既不改变
产品A输入的方向和性质，也不增加产品A的附加值，并且
要承担其过境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

    作为门户城市，应当具备四个要素：
   一、以港口为中心的交通枢纽；
   二、强大的核心产业；
   三、独立的城市形态；
   四、广阔的腹地后援。

    这四个要素，目前南通或多或少地具备。如果将来切
实完成建设长江北岸最大的港口，长三角的重要能源基地
以及华东的大型交通枢纽的任务，则南通将成为名副其实
的门户城市，起到沟通大江南北、国门内外，吸纳海外能
源惠及城乡，引领江北地区走向世界的作用。

    但是，应当指出，如果南通错过了机遇，将来很有可
能成为不了真正的门户城市，而只能成为枢纽城市甚至过
境城市。

    交通便捷固然有利于南通发展，但也带来各种资源穿
越南通或绕开南通的可能性，即是说，南通完全存在成为
过境城市的可能性。

    首先，虽然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上海、苏南的企业有向北转移的趋势。但实际上，相对人
口而言，南通的土地存量并不富裕，因而其机会成本未必

低廉。虽然南通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相对上海、苏南较
为便宜，但南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使企业生产低成
本的优势打了折扣。注15

    其次，南通投资、经营的软环境比上海、苏南差得
多。如货物的通关服务、国际空运等就达不到上海的效
率，因此对一些外贸加工型企业缺乏吸引力。

    再次，由于包括南通在内的沿江交通建设大规模展
开，江南江北愈益畅通，上海、苏南企业转移的自由度更
大，很可能直达苏北，而不必聚集到南通。

    最后，越江交通改善可能会助长目前南通出现的“劳
动力南下”和“企业南下”现象。南通现有的工业企业
中，有的已向南迁移，大批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也向南
流动，以致全市各地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注16

    因此，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并不等于经济的繁
荣，更不等于自然而然地生成一个门户城市。国际上一些
城市在这方面的失败教训，南通不能不引以为鉴。

    南通未来的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应当是努力建设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门户城市，而避免成为过境城市。

    本文以下三章将根据“建设门户城市”的定位，就南
通经济发展与空间发展战略及其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
析、选择，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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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城市的定义：
     
    “门户城市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类别不同的地区中间；通常位于其从属地区的
终端，侧重于交通和批发业。如果门户城市所从属地区的规模和生产力足够承受一
个大规模中心区域的话，门户城市本身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区域中心。微尼堡的发展
模式与这个假设所提出的顺序条件相符。新辛纳提，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圣
保罗，和克鲁基的案例也都支持这个假设”。
     A.F. Burghart《有关门户城市的假设》, 1971年6月，《美国地理学家年
刊》61卷, 269页

案例：门户城市纽瓦克
     
    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位于哈德逊河
西侧，与纽约市遥相呼应。
    纽瓦克集空运、公路、铁路、船运中心
为一体，是通往纽约大都市地区和美国东北
部的重要门户城市。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是
纽约地区第二大机场，在美国全国范围占客
流量第14位。2004年纽瓦克机场运送了将近
3200万人次的旅客，和100万公吨货物及邮
件。机场东侧，穿过15车道的新泽西收税高
速公路就是世界第十五大港纽瓦克港，也是
美国东海岸最大的集装箱港。
    纽瓦克拥有300种不同类别的商业，包括1800家零售业，540家批发行，8家银
行总部（包括新泽西州最大的三家银行），和12家储蓄信贷所总部。纽瓦克所有
银行的总储蓄额有将近200亿美金。
    纽瓦克交通系统正在不断成长中。1996年受雇于交通行业的有24000人。服务
业也正在快速崛起，慢慢取代了原来作为纽瓦克经济支柱的制造业。

案例:过境城市美国麻省的BEDFORD市
  
    BEDFORD市位于美国东北部麻省的东南角，是麻省的第四大城市。它东临大海，
周边有四通八达的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网，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海港和交通资源。
BEDFORD市与其北部的波士顿都市区相距仅90公里，这与南通和上海在关系上也有很
多相近之处。BEDFORD市曾经是美国的水产捕鱼重镇和制造业基地。吸引了大量的移
      民在此定居和工作。但自70年代开始，伴
      随着国内、国际竞争的加剧，BEDFORD市没
      能适时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建立长远的
      战略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政策，全
      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失去了近11000个制
      造业就业机会，失业率也一度高达12%，城
      市里遗留下大量废弃的旧工业生产基地。
      直到1995年，由于社会经济问题严重，才
      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开始展开对社
      区和工业的重建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1：2004年6月11日《文汇报》。

    注2：南通港务局提供：

   2003-2005年南通港主要货物构成

              2005年南通港主要货物流向

    注3：2005年5月《浙江物流》：在国家投资超百亿元进行长江口整治项目中，南通港无疑是一系列受益
的江苏沿江港口中的突出代表。早在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一期结束时，长江最下游的南通港就成为了受益港
口。随着当时整治后的长江口航道水深从原来7.1米加深到8.5米，航道涨潮时水深超过9.7米，即使是船长
超过205米的船舶进入也能趁着潮水进入南通口岸。

    注4：《世界治河史上的壮举: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新华网2005年1月21日、《长江口深水航
道治理二期工程竣工10米水深航道向上延伸至南京开通　长江下游430公里“水上高速公路”建成》《中国
交通报》讯（刘兴增　毛惠明）

    注5：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全国沿海港口发展战略》称：“充分发挥集装箱枢纽港在区域经济、贸
易、金融活动冲的作用，尽早形成以上海港为中心、以浙江宁波港的深水条件和江苏太仓港的区位优势为补
充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货物名称
吞吐量（万吨）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矿石 1279.3 1753.2 1791.8

粮、油籽 264.9 296 207.6
硫磺 68 72 83
煤炭 758.7 1001.5 1205.3
石化 284.7 376.9 256.8
水泥熟料 84.6 252.7 1062.6
钢材 280.3 415.5 335.6
砂石 904.1 1760 1934.1
集装箱 24.7（万TEU） 28.7（万TEU） 30.1（万TEU）

货物名
称

流         向

备  注
流    入 流    出

矿石
澳大利亚、巴西、印度、
智利等

长江水系各大钢厂
主要为铁矿、铜
精矿

粮、油
籽

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 苏、沪、浙、皖等

硫磺 加拿大、中东、日本等 苏、沪、浙、皖、鄂、渝等

煤炭
北方沿海、东南亚、澳大
利亚等

本地区、皖等

石化 日、韩、台湾地区等
本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苏
南地区等

水泥熟
料

皖、湘、赣等 东南亚、欧洲等

钢材 鄂、湘 韩、台湾地区等

砂石 鄂、赣等 本地区

集装箱 本地区 美、日、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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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6：《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2005年。
    江苏地方商务之窗《2004年江苏能源及重要基础原材料进口情况分析》：2004年，全省年进口总额834亿美元，同比
增长50.4%，其中能源产品进口10.7亿美元，增长77.1%，占全省进口总额的1.28%。由于国内煤电油运供应紧张，2004年
全省能源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1、煤炭：全年进口138.6万吨，占全国同期进口量的7.4%，进口量同比增长10倍以上，
进口金额达9348万美元，同比增长了19倍，平均价格上涨了74%。2、原油：2004年由于国际投资基金炒作、突发事件频
繁出现等原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我国原油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由中石化、中石油等5家公司集中进口，我省
原油进口在全国所占比重较小。2004年我省进口原油31.8万吨，金额7882万美元，同比增长了960.8%和1114%，单价上涨
14.5%。3、成品油：：全年进口61.9万吨，金额27172万美元，同比增长了%和31.1%，平均单价上涨了30.8%。

    注7：《中国能源发展战略报告》

    注8：《江苏如东建亚洲最大风力发电场》：江苏潜在的风力发电量为2200万干瓦，占中国风能资源的近1/10。而经
专家勘测，如东是江苏省内建设风电场的理想场所。

    新华报业网2005年4月24日《苏北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条重要途径把沿海风能优势变成新兴风电产业》：苏北沿海风
力资源丰富，苏北沿海海岸线954公里，完全符合风力发电机的风速要求，在苏滩涂和沿海大规模建立风电场，既能够获
得海上风力发电的高效率，又能够在退潮期间享受陆上施工的便捷条件，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我国的苏北地区具有
这样得天独厚的双重优势。苏北沿海滩涂浅海里建立风电场，不仅风速高，而且湍流低，风力机折旧可延长35%，发电
成本还将大幅降低，完全可以低于煤电发电成本，在长三角这个电力负荷中心完全具备了与火电竞争的条件。同时，苏
北沿海处于长三角的腹地，距电力负荷中心很近。据测算，在现有的技术和施工条件下，盐城沿海（含浅海）已具备了
8000万千瓦以上的风力发电的开发潜力（相当于全省目前发电总量4倍）。

    如东县人民政府《挖掘资源优势开发清洁能源打造全国第一个绿色能源之都》：我们在对县内现有和潜在的自然资
源进行认真梳理、排查、研究和试验，并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立体开发绿色能源的思路：一是
建设风电场。我县海岸线长、滩涂纵深度广，加之地处湿润气候区，具有受南北气候以及海洋大陆性气候双重影响的气
候特征，风力资源十分丰富，海岸带近海海面70米高平均风速在7.2米/秒，适宜建设大型风力发电场。二是新上秸秆发
电项目。我县农作物秸秆年产量达90多万吨，加上大面积的胡桑条和芦柴，年可生成秸秆111万吨，辐射邻县25公里半径
内秸秆生成量123.7万吨，可商品化秸秆量76万吨。同时，我县及整个南通地区水网密布，交通便捷，便于秸秆的大规
模运输和集中。利用秸秆发电，不仅可以有效调整能源结构，替代化石等一次性燃料，而且可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三是建设潮汐电站。据测量，我县沿海滩涂最大潮差达8.4米，且滩涂平坦宽阔，海岸地形利于储蓄大量海水，并可
进行土建工程，是建设潮汐电站的理想场所。四是开发利用太阳能。据气象资料，我县平均年日照时间达2130小时，适
合建设并网型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五是开发生物柴油项目。利用如东棉籽油及沿海垦区50万亩向日葵油料及酸化
油脚、潲水油为主要原料，采用间歇法化学合成，年产生物柴油10万吨，总投资0.6亿元，年产值3亿元。六是利用燃气
发电。我县洋口港是江苏海岸带可建10-20万吨级国际性深水海港的天然理想港址，具备建设大型液化天然气进口泊位的
自然条件，适合布置液化天然气仓储中转和燃气发电项目。与此同时开发沼气、垃圾发电、风能制氢和新能源设备制造
项目。

    注9：《南通建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可行性初探》南通市发改委新闻页面。

    注10：综合华东电网有限公司网站、国家电力信息网资料。

    注11：全国能源需求预测：2004年末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43878万千瓦。其中水电10379万千瓦，比重23.65%，
火电32727万千瓦，比重74.58%，核电683万千瓦，比重1.55%，其他88万千瓦，主要是风电比重很小。全国发电量
21770亿千瓦时，其中水电323亿千瓦时，比重14.85%，火电18010亿千瓦时，比重82.72%，核电504亿千瓦时，比重
2.31%，其他20亿千瓦时，比重只有0.09%。火电特别是燃煤火电仍是电力的主要供给者。

    国家的能源政策仍是以煤为主体，以电为中心，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先进可再生能源。2010年的规划装机容量为
6.6亿千瓦，2020年的装机容量为9.6亿千瓦，发电量为4.2万亿千瓦时。其中，燃煤发电2010年达4.8—5亿千瓦，2020年
达6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降至60%，天然气发电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6—7%，核电2020年达到3600—4000万千瓦，
将建设31—36台百万千瓦级机组，投资4000亿元。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5—6%。风力发电2005年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
2010年400万千瓦，2020年20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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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姜绍俊《中国电力供需情况及展望》：近年来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电力消耗呈增长之势，两者作用的结果使得电力弹性陡增至1.5左右，
见下表：

    预计2006年全社会用电量推荐方案27390亿千瓦时，比2005年净增2500亿千瓦时，相应增长10.7%；2007年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估，全社
会用电量29870亿千瓦时，增长率9.1%，其中华东地区用电量为7561亿千瓦时。根据目前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对2010年大体有如下的认
识，电力需求三个情景方案，即高、中、低方案，用电量分别是38400、36200、34000亿千瓦时，最高负荷分别为52500、50600、47200万千瓦，
按此并考虑合理的备用率，需要的装机推荐方案（中方案）为8.4亿千瓦时。这样计算结果，十一五期间电力消耗平均增长率7.91%，十一五期间
装机增加3.3亿千瓦，平均增长率10.49%，超过电量的增长。

    注12：江苏省2005年110个重点项目中,电力项目单列一项共15个。田湾核电站工程、宜兴抽水蓄能电站等分列其中。2005年,田湾核电站一
号机组,2台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常熟二电厂、华能淮阴电厂二期工程分别有2台装机容量60万千瓦和2台30万千瓦的机组建成投
产；如东风力发电一期工程、夏港电厂三期工程等也已投产；此外,江苏省在建的燃气电厂装机容量达到351万千瓦；苏州、常熟、太仓等地还在
建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到2006年,随着沙洲电厂三期工程、利港电厂三期工程、扬州二电厂二期工程等又一批电力企业建成投产。

    上海市已确定“十五”后期及“十一五”期间，每年将投入50亿元以上资金用于输变电设施和电网建设，年投资规模和力度相当于20世纪
90年代最高峰的2倍。到2010年，上海500千伏和220千伏大型变电站的数量都将翻一番，分别达到13座和130座。

    目前浙江史无前例的大电源项目建设正在展开，浙江嘉兴电厂二期的4台60万千瓦燃煤机组已全面开建；国华宁海电厂的四台60万千瓦机组
建设也已全面启动；百万千瓦级火电机组也将落户浙江﹐华能玉环电厂一期的2台百万千瓦机组已开工建设。而类似于宁波北仑电厂这样的大型
电源项目，已遍布浙江各地。据预测，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浙江要开工建设1000万千瓦的电源项目﹐并排出1000万千瓦电源项目进入前期
工作﹐总装机容量将要超过3000万千瓦。按照目前的规划，到2010年，浙江将拥有500千伏变电所30座，主变容量约5000万千伏安，全省电力电
量将实现基本平衡。

    注13：《投资北上：江苏省实现二次起飞的关键一搏》(华夏经纬网  2005年4月29日)：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为江苏省发改委完成的《沿江八
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提出，江苏省经济未来的发展和沿江开发，最恰当的开发方式，是重点以南京为起点经泰州至南通进行轴线开
发，以此形成一个沿江发展轴——称为“南泰南轴线”。江苏省应该通过对南泰南轴线的开发，鼓励投资北上，促使苏北经济全面起飞，活跃全
局。

    南通市委研究室  黄鹤群  张建华《“海上苏东”：江苏经济再发展的“闪光点” 》：江苏沿海三市，区位条件特殊，海洋资源丰富，实
施“海上苏东”战略，发展江苏海洋经济应当成为江苏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从198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
北”至今，尽管江苏经济发展的重点始终落在苏南，但苏南的高速发展并未给苏北发展带来预期的发展压力。预期的梯度转移设想，却因缺乏适
合的过渡经济区域或有力的“二传手”而失效了。这说明，要实现江苏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务之急，必须寻找合适的折射点，通过其自身的经济
实力，有效地吸收先进区的经济势能，然后再通过梯度差，折射出去。

    南通市紧紧依托滨江临海，紧靠上海的区位优势，确立了努力建成“上海北翼国际化港口、工业、贸易城市”的目标，港口工业成为南通的
主导产业之一；连云港凭藉位于陇海线东端的优势，确立了建成第二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的蓝图，盐城市则规划建成江苏中部沿海港口群，
这三市都以港口建设为核心，规划地方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战略取向的相似性。

单位能耗 单位电耗 电力弹性系数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4.01
3.88
3.54
3.14
2.88
2.68
2.58
2.63
2.75
2.90

3018
2950
2831
2699
2684
2768
2813
2907
3075
3218

0.86
0.74
0.50
0.36
0.92
1.50
1.12
1.38
1.60
1.59

表中均按1990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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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沿海地区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南通市经济总量居沿海三市总和的一半以上。可见，“海上苏
东”战略的实施实质就是通过沿海三市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梯度转移来实现江苏南北经济的优势互补和梯度转移。沿海
三市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将为江苏全省的协调发展提供宝贵的现实基础，这将极大地充实与提高江苏省经济非均衡增长
战略与梯度转移理论。而大梯度转移与小梯度转移的交点——南通正好是实施全省共同发展的支点与契合点，迅速提高
南通经济实力，将成为这盘棋的最关键一招。

    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
省正式提出了“海上苏东”战略，将南通、盐城、连云港的发展提上了日程。

    江苏沿海经济带以“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为主体的对外开放战略，由于缺乏优势产业基础，在近10年中，并
没有带动沿海经济带长足发展。到2005年，江苏沿海经济带建成10个左右的增长极，建设适合企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环
境；初步从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选择约100个具有优势的产业链环节优先发展；培育1000家左右的具有竞争能力和核心能力
的企业，鼓励它们与跨国公司开展广泛的合作，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的环节；鼓励参与到跨国公司供应链环节的企业发
展自己的核心业务能力，将一般工序进行外协，带动约10000家相关企业发展。

   《南通区域发展综合规划》：随着过江通道的加快建设，南通将在硬件上无障碍融入苏南。苏通大桥和沪崇苏过江
通道建成后，在长江口将形成以快速交通网络沟通的大型紧密型城市群——沪苏通城市金三角，这是一个崭新的战略空
间，这三个城市及其围合的区域，有长江下游最优良的江海港口群，有中国最先进的制造业带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群。这三个城市不仅在空间上互为犄角，而且功能互补、资源互通、文脉互缘，是一个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和亲密的
文化一体化区域。南通则是这个城市“金三角”的重要一极。综合考虑空间区位、经济实力及城镇基础，将南通建设成
上海都市圈北翼的副中心城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注14：关于南通与上海、苏南的经济联系，目前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资料，文中数字参见以下文献：《南通区域发
展综合规划》：在上海工作的南通籍人士有10多万人；南通的纺织、服装、机械、船舶、电子工业等，在相当程度上融
入了以上海为龙头的产业体系，为上海配套加工。特别是海门市有50％的工业企业与上海有着直接业务联系，上海各大
商场的床上用品大部分产自海门。南通的建筑“铁军”享誉上海，上海众多标志性建筑记录下南通建筑队伍的业绩。南
通的农副产品总体上占上海市场份额8％以上，某些品种曾达50％以上。海安禽蛋的价格，曾左右着上海市场行情。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南通工业接受上海辐射的现状、问题及思考》：南通的农业，60%是订单农业，这
其中80%又是供应上海的。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关于发展如东食品工业的调查与思考》：如东宝宝集团公司
与上海大润 发等知名超市确立友好合作关系，每月有10-15个产品进入大超市，销售额有望突破3.5亿元，到2008年销售
可达10亿元，利税1.2亿元。金太阳公司和东方明珠公司生产的食用精制油畅销上海、南京等16个省市，两企业今年实现
销售2.5亿元，预计到2008年可销售8.2亿元，利税6000万元。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南通工业接受上海辐射的现状、问题及思考》：关于南通工业与上海的关系，从
调查的106家企业看，在组织工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中，以“来料加工”方式生产的企业占了7.76%，以“来件加工”方式
生产的企业仅占0.84%，以“来样生产”或其他方式自备原材料组织生产的企业占到了91.7%。2001年南通工业产品的销
售收入总量中，仅有10%的份额是来自对上海的销售。

    南通市建设局《实现建筑大市向建筑强市跨越的对策研究》：
                                 2004年度3万人以上规模市场
   -------------------------------------------------------------------------
      地区                上海    北京    南京    苏州    山东    东北    小计
      -------------------------------------------------------------------------
   施工人数（万人）     8.2     6.5     5.7     4.8     3.2     3.9    32.3
   完成产值（亿元）     124     105    81.4    66.2    44.9    55.6   477.1
   -------------------------------------------------------------------------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面称：2005年上半年我市在上海市场的施工面积达1236万平方米，施工人数在6.9万
人，均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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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年鉴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2003年9月，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协议。该协议
确定建设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的南通港三期集装箱码头，合资公司经营期限为50年；开辟南通上海绿色快航航线，开通沪通航班，确
保一天两班，以衔接上海国际班轮航线；组建南通电子数据交换中心，实现南通地区集装箱码头、场站、代理、口岸监管部门之间、与沪宁集装
箱运输单位电子报文的数据交换；投资建设经营物流园区，双方共同投资500万元在南通集装箱码头临港区域建设经营物流园区，承办海运进出
口货物国际运输代理业务进口保税、出口监管及相关配套服务以及物流配送、船舶代理、无船承运人业务；以上海绿华山锚地减载作业进行合
作，畅通长江口超大型船舶进出航道。

    9月，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与南通市燃气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投资2.4亿元在南通成立合资企业，共同经营南通城市管道燃气。

    12月，由航星集团总投资6亿元的江苏海门商业步行街暨新上海休闲购物广场在江苏海门开工。步行街占地约17公顷，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
米，为开放式、围合式和功能岛相结合的大型现代多维步行商业、商务街区。

    据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我市上半年接轨上海工作强势推进》，2005上半年，上海对南通农业投资项目237个，资金近5.35亿
元；工业洽谈项目385个，总投资17.61亿美元；产学研合作项目37个。

    注15：江苏省各市工资水平比较（元/人民币）：

 2000年         排位      2003年     排位     增长       （%）         排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通市         9247        8       13547       8         46.5          6
    南京市        13912        1       22190       1         59.5          2
    无锡市        11985        2       18927       3         57.9          3
    苏州市        11778        3       19790       2         68.0          1
    常州市        11542        4       17259       4         49.5          4
    镇江市        10276        5       15264       5         48.5          5
    扬州市         9732        6       13801       6         41.8          9
    泰州市         7818       11       11424       9         46.1          7
    徐州市         9339        7       13551       7         45.1          8
    连去港市       8006        9       11262      10         40.7         10
    淮安市         7978       10       10804      11         35.4         13
    盐城市         7739       12       10618      12         37.2         11
    宿迁市         6813       13        9284      13         36.3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通区域发展综合规划》：2001年南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为4369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20万元，分别为苏州、无锡的
58.6%和67.8%；劳动生产率为186900元/人，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1000元/人，仅为苏州、无锡的63.8%和65.7%。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南通工业接受上海辐射的现状、问题及思考》：2001年，上海市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50.65%，全员
劳动生产率人均86676元，大大高于南通市的123.4%和50013元。

    注16：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南通工业接受上海辐射的现状、问题及思考》：近年来，南通的投资环境已大为改观，但各地仍有
个别企业在南迁，企业的搬迁并未因苏通大桥的立项和奠基而停止。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更大的优惠、服务不能做到最优，仍将留不住想走的企
业。上海和苏南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无限商机，正吸引着企业的集聚。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关于对“招工难”问题的调研与思考》：南通22个镇区中有18个不同程度地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短缺劳动力的工种主要是缝纫工、挡车工、机械操作工、电子工等。据统计，全市劳动力缺口为
16670人。

    我市目前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850元，上海、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1200元以上，再加上当地企业给外来务工人员办理五项
保险，而在本地务工的很大一部分人享受不到“五项保险”的待遇。因此，两地实际的工资水平月差达到6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就会相差7000多
元。如皋现有职业培训机构24个，每年培训人数在6000人左右，这当中的95%以上去了苏南、上海等地就业。





第三章
产业结构和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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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

    明确了城市定位，进一步需要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根据建设门户城市的要求，可以将南通的产业分为三
大类。
    第一类，战略组成(Strategic Proposition)
    是南通作为门户城市所必须的核心产业。发展这类产
业，对南通的未来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因此，应当对
此类产业加以扶持，促使其超前增长，提升在整个经济结
构中的比重。
    第二类，成长及萌芽产业 (Growing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指有发展前景、或生命周期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产业。
此类产业是推进南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样应当予以
支持，促进其增长。
    第三类，关注产业 (Industries in Debate)
    指由于市场需求萎缩或资源供给不足或对环境有危
害，而发展空间有限或不宜继续发展的产业。对此类产
业，须依照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调整。

    表1中，2001至2005年，南通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是：
第一产业份额下降；第二产业份额迅速上升；第三产业份
额基本不变。第二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是建筑业（同近年
投资大幅增长有关），其次是工业。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
比，南通第一产业的份额明显偏高。注1为此，南通的“十
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将第一产业额降至6%左右。

    从表2中看出，南通工业中份额最大的四个行业依次
是：纺织服装、机械、化学及制品、金属冶炼加工。这四
大支柱行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2%以上。其中，份额增
加最快的依次是石油加工、电子仪表、制药和机械等；相
反，份额缩小的只有建材一个行业。
以下，讨论南通产业结构调整的几个重点。

   3.2 战略组成（Strategic Proposition）

   3.2.1 能源

   发电

   至2005年底，全市500千瓦及以上机组装机总容量为
近300万千瓦，比2004年增长29.7%，完成发电量158.2亿
千瓦时，增长8.6%。全社会用电量138.83亿千瓦时,增长
18.6%。
   
   南通2006-2015年电力发展规划如表3和表4所示：注3

   总计，新增火力发电和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515万千
瓦。

表1： 南通的产业结构（%）

产业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份额变化

第一产业 16.8 15.9 13.8 12.1 11 -34.5
第二产业 48.5 49.4 51.4 54.2 56 15.5
        工业 42.8 43.3 45.1 47.1 45.7 6.8
      建筑业 5.7 6.1 6.3 7.1 10.3 80.7
第三产业 34.7 34.7 34.8 33.7 33 -4.9

表2：南通的工业结构（%）注2 
 

行    业 2002年 2003年 份额变化（%）

食品 7.7 8 3.9

纺织服装 32.5 32 -1.5

造纸 0.3 0.3 0

印刷及文教用品 1.9 1.6 -1.6

石油加工 0.2 0.7 250

化学及制品 15.1 14.3 -5.3

制药 1.1 1.3 18.2

建材 4.1 3.2 -21.9

金属冶炼加工 8.5 8.1 -4.7

机械 16.1 17.9 10.8

电子仪表 4 5.8 45

电力 4.9 4.3 -12.2

合计 96.4 97.5  

表3：火力发电规划项目

    时间 项目 装机容量（万千瓦）

“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大唐吕四港电厂一期工程 4×60
华能南通电厂三期扩建工程 2×90
海门国电项目一期工程 2×90
天生港电厂技改二期工程 2×100

“十二五”期间 
(2011-2015)

大唐吕四港电厂二期工程 2×90
海门国电项目二期工程 2×90
如皋华电项目 4×60

合计  1400

表4：风力发电规划项目

时间 项目 装机容量（万千瓦）

“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如东风力发电项目一期 10
如东风力发电项目二期 15
启东吕四南北风电厂一期 10

“十二五”期间 
(2011-2015)

如东风力发电项目三期 60
吕四南北风力发电二期 10
启东吕四大唐风电项目 10

合计  115

    案例：美加东部的发电巨头加拿大魁北克省

    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加东和美国东北部地区最重要的电力基地和枢纽。
其主要供电方向是美国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区。有关魁北克省输配电线路
和输电能力见下表：

    魁北克电网大量应用柔性输变电 FACTS (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s) 技术和设备以提高现有输电线的输电能力，增强电网稳定性及考
虑风力发电的并网问题。

输变站电压 输变站 
(个数)

输电线长度 
(km)

765 kV and 735 kV 38 11,422

±450 kV DC 2 1,218

315 kV 61 5,013

230 kV 50 2,976

161 kV 40 1,875

120 kV 215 6,594

69 kV or less 100 3,389

总计 505 32,487
December 31, 2004

表1：魁北克省电网输配电线路配置

输电方向 输入模式 
(MW)

输出模式 
(MW)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5,200 0

New Brunswick 785 1,200

Ontario 720 1,295

New England 1,870 2,305

New York 1,000 2,125

December 31, 2004

表2：魁北克省电网输电能力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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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还有如东洋口港LNG电厂240万千瓦。

    到2015年，全市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将达到1755万瓦。

    加上现有的300万千瓦，已经超过了预期2000万千瓦的
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按现有统计数字估算，南通电
力行业销售收入将达350亿元，利税总额达120亿元，就业
人数约8万人。围绕电力生产和输送，还将衍生出水陆管道
运输、仓储，及电力设备、器材、配件生产制造等一系列
关联行业。

    技术改造

    南通现有火力发电的设备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为了
提高同比量煤的发电效率，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技术改
造势在必行。

    大单机容量、高效率发电机组，已成为当前火力发电
技术设备的主流。美国通用电气最新研发的H-System 是目
前世界上单机装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火力发电系统。
其中应用于50Hz电力系统的109H-System 已被成功安装和
运行在英国威尔士的 Baglan Bay 电厂(见表5）。其单机
容量为 55万千瓦，发电效率达到 60%。这意味着每千瓦时
的工业排气量大幅度降低。对于已签署《京都议订书》，
未来需持续大力发展电力行业并同时大量减少工业污染的
中国而言，是尤其可贵的技术支持。

    风力发电方面，发电机选型十分重要。目前双馈风机
DFIG (Double Fed Induction Generator) 和高压直流输
电HVDC (High Voltage DC transmissions) 是国际上最为
流行和成熟的风力发电和输电技术。并在欧洲和北美得到
广泛应用。沿海风力发电单机可达2千瓦至5千瓦。主要制
造商包括美国GE公司和丹麦Vestas公司。

    输变电

    高压输电线作为电力传输的主要途径，其传输能力是
衡量一个地区电力工业发达的标志。2004年，南通全市
共有500kV变电所1座，220kV变电所16座，110kV变电所
67座，35kV变电所92座（见表6）。

    根据南通市电力发展规划设想，2006-2020年，全市
500kV变电所将新增5个；220kV变电所新增36个。将实施新
建和改扩建项目65个。具体见表7。同时，全市新建、扩建
110kV/35kV变电站项目总计119个。

    为提高电力外送能力，“十一五”期间，力争在长江
下游南通河段（东部、西部）规划建设2个500千伏电力过
江通道。

表5：南通华能与Baglan Bay 电厂火电设备技术水平比较

               华能南通发电有限公司机组 英国威尔士 Baglan 
Bay 电厂109H-System 

机组
机组编号 1、2号机组 3、4号机组

锅炉

制造商 加拿大DW公司 美国DW公司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

型号 CAROLINA燃煤辐射锅炉 CAROLINA燃煤辐射锅炉 三层再加热型

主要技术
参数

额定蒸发量：1085T/H   
主蒸汽温度540.6℃  压力
3.16MPa

额定蒸发量：1085T/H主蒸汽温
度540.6℃   压力3.8MPa

额定出力 480 MW 蒸
气流速：1510 lbs/sec  
主蒸汽温度: 1430℃  
NOx释放量: 25ppm   
燃烧效率: 60%

汽轮
机

制造商 美国GE公司 美国GE公司
美国GE公司, 日本
Toshiba公司

型号 D5TC2F33.5 D5TC2F42 1x MS9001H

主要技术
参数

额定容量：352MW主蒸汽温
度538℃  压力17.46MPa

额定容量：350MW主蒸汽温度
538℃  压力16.67MPa

单轴再加热型

发电
机

制造商 美国GE公司 美国GE公司 美国GE公司

型号 AGB-2极－50Hz AGB-2极－50Hz 550 MW LSTG－50Hz

主要技术
参数

额定出力379.1MW 额定容
量446MVA 额定电压23KV 
额定电流11196A

额定出力350MW 额定容量
412MVA 额定电压23KV 额定电
流10342A

额定出力550MW 额定
容量600MVA 额定电压
33KV

投产时间 89.9.8/90.4.1 99.4.11/99.7.12 2003.9

美国大型火力发电机设备制造商：
GE Power Systems: http://www.gepower.com
Pratt & Whitney: http://www.prattandwhit-
ney.com

2006年重要国际会议追踪最新技术发展：
Electric Power 2006: http://www.elec-
tricpowerexpo.com, Atlanta, GE, May 2-4, 
2006
POWER-GEN International 2006: http://
pgi06.events.pennnet.com/fl/index.cfm, Or-
lando, FL, November 28-30, 2006

表6：2004年南通电网35KV以上变电、线路

电压等级
变   电   所 线   路

数量
（座）

其中主变
（台）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条数
长度

(公里）

500KV 1 1 75 1 46.262

220KV 16 27 301.3 32 955.452

110KV 67 109 347.7 105 1042.698

35KV 92 164 137.42 199 1521.132

合计 176 301 861.42 337 3565.544

表7：南通500/220kV变电项目建设规划

年  份 500kV变电所数（个）220kV变电所数（个）

2006-2010 1 14

2010-2015 2 21

2015-2020 2 25

总  计 5 60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
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据预测至2010年其进口依赖
程度将达到70%。美国的石油储备全部由国家承
担，并根据美国国会批准的能源政策和储备法进
行建设和操作，其储备量为90天原油进口量，在
上个世纪末储量约为1.6亿立方米。美国的主要战
略储备库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
西哥湾沿岸，几个著名的储备库如BryanMound、
BigHill、WestHackberry等均为盐穴库，这种库
投资少且安全，但必须有地质条件。

美国专营LNG和石油储存、海岸运输、定点系泊技术及设备的公司：

Chicago Bridge and Iron (CB&I): http://www.cbi.com
Halliburton/Kellog Brown and Root (KBR): http://www.halliburton.com/kbr/
index.jsp
Black and Veatch: http://www.bv.com/
INTEC Engineering: http://www.intecengineering.com/
CH2M Hill: http://www.ch2m.com/corporate/

国际海上石油技术展

    是目前国际范围内该领域最大的展会，每年五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举
行。2004届展会吸引了来自57个国家的2000个公司参加。会上，还举办了318场技
术讲演，吸引了众多的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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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石油储备库

    目前，中国首批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初步确定，宁
波镇海、浙江岱山、山东黄岛、广东大亚湾入选。建设一
个500万吨的石油储备库，可引进投资5至10亿元，并带动
许多相关行业发展。第二批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的选址
即将进行，南通应积极抓紧机会，开展工作，将这个国家
项目争取到手。注4

    3.2.2 现代物流

    现代物流，据美国物流协会解释：为配合顾客之要
求，以计划执行、管制等管理流程，来对貨品、服務及相
关资讯等，由生产地点与消费地点间，有效率、效益的流
通及儲存。注5

    2005年南通货物运输总量超过1亿吨，另有集装箱30多
万标箱。具体如表8。

    南通正处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的起步阶段。现
代物流之区别于传统物流，关键在五个方面：一是系统
化，将参与物流的各个环节，当作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而不是孤立的。二是专业化，在物流供应链中的各个单
位，都有确定的专业分工，而不要面面俱到。三是合理
化，通过优化管理，推动整个物流过程快速便捷，实现低
成本、高效益。四是标准化，对设施和工程、机械、器
具、工作和服务等活动规定统一的标准，并贯彻到社会相
关部门。五是信息化，运用现代电子技术和网络平台，以
信息流来控制货物流和资金流。南通的物流产业，应当朝
着这个方向发展。

    根据南通市2003-2020年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见右
图），提出三项主要措施：

    一，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基本形成水陆空配套的集疏
运骨架网络，建立与上海及长三角腹地便捷的交通联系，
构筑港口、公路、铁路、内河水运、航空运输综合配套发
展的大交通格局，形成立体式网络型的对外物流大通道。
大力推进（以物流运输为起点的）空港建设。

    二，建设物流园区与物流中心组合的物流网络。
    南通港口综合物流园区设立在狼山港区的后沿。其功
能是以国际物流、区域运送物流为主，兼顾市域配送物
流，从事大宗散货的水水中转、农副产品加工、配送及国
际集装箱中转型多式联运，为企业提供或代理运输、仓
储、配送、拆箱、拼箱、包装、定船、定仓、增值、信
息和海关等全程服务。这个物流园区，有10万吨级泊位
1个，5万吨级泊位3个，2.5万吨级泊位4个，1.5万吨级泊
位1个。并将建设一条港口铁路支线。

    同时，设立一批涵盖全市的物流中心，包括：

港闸物流中心、运河桥物流中心、开发区物流中心、海安
火车站物流中心、如皋港物流中心、兴东机场物流中心、
海门叠石桥物流中心、如东洋口物流中心、启东吕四物流
中心等。

    三，重点培育南通港口集团等10家现代物流企业，并
注意培育第三方、四方物流企业。注6港口建设是南通发展
物流产业的重要一环。2006年，南通港将有7个万吨级以上
泊位建成投产、7个万吨级泊位开工建设。其中狼山港区三
期工程建成的2座10万吨级泊位，是目前长江上吨位最大的
散货泊位。长江口航道疏浚整治工程三期完工后，南通港
可实现10万吨级海轮的全天候直接进出，25万吨的海轮在
进行减载后乘潮进港。预计2015年南通港口吞吐量将超过
2亿吨。

    在港口建设中，应注意吸取上海洋山深水港的经验和
教训。洋山深水港一期为适应水陆联运需要，建造了全长
32.5公里，连结南汇芦潮港与港口码头的东海大桥。该大
桥按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双向6车道加紧急车道，最高时速
80公里。开港10天，通过车辆已近5万辆次。现在，随着
大型集装箱卡车流量激增，形成了交通瓶颈。所以，南通
在建设洋口港、吕四港时，要充分考虑陆桥的交通流量问
题。

   3.3 成长及萌芽产业（Growing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3.3.1造船

    目前，南通约有船舶工业企业120家，其中修造船企业
50家，已形成以南通中远川崎、中远船务和中远钢结构为
龙头的船舶制造、修理及其配套企业群体。2004年，全市
造船完工量100万载重吨，占全国12%，占全省70%。其中出
口船舶40条，修理远洋船舶150条。劳务输出也是南通造船
业的特色，在国内十多家大型船厂工作的南通工人有1.7万
人，其中上海有5000多人，南通工人还承包了大连船厂制
造的VLCC超级油轮上50%的焊接工作量。

    南通造船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大部分靠国外定单生
产。船的档次低，吨位小，无发动机。配套产品技术含量
也不高，主要是甲板机械、门窗、锚链、船用小五金、电
缆等。

    根据南通造船工业发展规划：注7

    2010年实现年销售额180-200亿元。民船建造量达到
300万载重吨，修远洋船舶能力达到200艘，船舶配套产品
年销售额达到80-100亿元；

    

案例：信息技术在现代物流业中的重要性

    美国WhereNet集团是全球首家在港口物流方面应用单位无线定位及通信系
统的公司，并拥有该项技术的专利。该公司已有近100年历史，现在总部设在
加州的Santa Clara，并在全美及欧洲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它运用自己的专业
技术，成功地帮助如APL、BMW、福特等跨国企业管理供应链，降低操作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
    WhereNet与APL集团的合作经验：
    APL是全球集装箱运输业巨头。每周在亚洲、欧洲、中东及南、北美洲之
间运营60条航线，近300艘远洋货轮。APL在洛山矶长滩港设有占地292英亩的
全球集装箱专用码头。该码头在应用WhereNet集团的RFID和RTLS技术后，将以
往定位集装箱标箱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几分钟，大大提高了码头装卸
的劳动生产率，改进了服务质量，并使收益大幅增长。2006年，该码头被加州
运输协会评为洛山矶长滩港“最快最好的码头”。

表8：2005年南通货物运输量及增长率

运输方式 货运量（万吨）比上年增长（%）

公路（交通系统） 641 0.2

民航 1640.8 21.8

铁路 23 12.2

港口 8326.9 15.4

其中

进港 4811.2 12.7

出港 3515.8 19.3

集装箱 30.1万标箱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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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销售额300-350亿元。民用船建造量为400万载重
吨，占全国的20%，占全省的60%以上；修远洋船舶能力为
250艘，名列全国前茅；船舶配套产品销售额为150-200亿
元；船舶劳务输出为每年4-5万人。

    重点发展内河标准化船型和渔船等特色船舶，建成内
河船和渔船生产基地。

    南通的造船工业，将来可能遇到来自上海的有力竞
争。上海的造船工业正处于空前大调整过程中，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原来位于黄浦江两岸的的各大船厂将整体搬
迁到距南通不到100公里的长兴岛，在那里建立中国最大、
最先进、最具竞争力的船舶工业基地。长兴岛基地拥有8公
里长的优质岸线，计划建设７个大船坞，其中最大的长
580米、宽120米。整个工程分两期进行，2015年二期工程
完工后，年造船能力将达到1200万载重吨，居于国际领先
地位。注8 届时，长兴岛和南通两地造船量总计为1600万
载重吨，已占去据预测的全国产量的80%，再加上其他各
地的船厂，总产能显然过于饱和，竞争将趋于白热化。因
此，南通的造船工业对今后10年的严峻形势，应当有所估
计，有所准备。

    3.3.2 机械

    2003年，南通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电器机械材制
造业实现总产值166.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8%。
但平均每个企业的产值仅5000万元，可见多数企业规模偏
小，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偏低。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影响的
产品，更缺乏著名品牌。

    发展南通机械工业，关键在于开发新产品。

    南通航天万源安迅能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制造的
1.5兆瓦风力发电机值得重视。这家公司是由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西班牙纳瓦拉能源水电集团公司（EHN）和西
班牙英莎集团三方出资成立的。该产品技术先进，国产的
其他风力发电机无法相匹，所以投产前用户已排队订购。

    据预测，每台1.5兆瓦风力发电机售价为700万元人民
币。计划首期产量450台，产值31.5亿元；以后年产量逐步
增至1350台，产值达94.5亿元。注9

    到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为2000万千瓦，所以风
力发电机市场前景格外看好。注10 

    2005年，中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并实施了国家
风电特许权示范项目，规定风力发电机国产化率不低于
70%，而且总装必须在中国完成。注11因此，如该项目进
展顺利，将在南通延伸其产业链，带动起一批关联配套行
业。注12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成为南通机械工业中新的增
长点。

   3.3.3 化工

    2003年，南通化学工业总产值为182.7亿元，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16.3%。其特点是，基本形成一批合成材料、高效
低毒农药、新型食品饲料添加剂、新型医药农药中间体、
基础化工、生物化工制品等产业群。企业逐步进入化工园
区。

    按照南通发展石化工业的设想，注13建成1000万吨/年
炼油，100万吨/年乙烯及油品、联合芳烃的生产能力，再
沿着乙烯和联合芳烃生产路线生产十多种下游产品。

    在南通建设大型石化工业的计划，有其必要性和合理
性。问题是可能性如何？首先，原油的来源没有渠道，中
央政府不予批准。其次，在既定的大型石化工业布点中，
南通似乎已经出局。南通上游，正在建设的南京扬-巴工
程将形成80万吨乙烯生产能力，而下游上海石化又在着手
100万吨乙烯的前期工作。面对原油资源短缺的形势，近期
内南通很难再上大石化项目。

    如果今后南通建成能源基地，有相当大量的进口石油
储备和天然气储备，到那时也许有条件大踏步地发展石化
工业。

    3.3.4 农副产品加工

    农副产品加工业，包括相关的食品及饲料生产，在南
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该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长迅
速，2002年至2003年，其总产值增长26.9%，比全市工业平
均速度12.5%高得多。因此，该行业在全市工业中所占比重
由6.4%上升至7.1%。二是效益提高显著，同期在销售产值
增长40.7%的情况下，利税总额增长了47.0%。

    南通的农副产品及制品，国内国外市场均有销路，全
行业总产品中出口占20%左右；上海又是南通农副产品的传
统市场。特别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海产品，需求更是旺盛。
注14

    南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实是得天时地利之举，全市每
年可提供农产品资源：
 粮食    300万吨
 油料     40万吨
 肉类     30万吨
 禽蛋     40万吨
 水果     14万吨
 水产品   60万吨

    除就地取材外，苏北广阔的平原和绵延的海岸，可作
为南通的原料基地。而南通的初级产品加工业，也可向苏
北转移，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南通本身将会因腹地发展
起来而获得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例如，随着农副产品加

案例：美国马里兰州Queen Anne郡农业转型的成功经验

     Queen Anne郡位于美国马里兰
州Chesapeake湾的东部，距离华盛顿
特区和巴尔的摩市大约各80公里，其
间有高速公路网络连结。Queen Anne
郡土地面积约900平方英里，以农业
生产为主。1990年，Queen Anne郡在
马里兰州23个郡的玉米、黄豆及麦等
农作物产量中位居第二。借助与大都
市之间交通便捷，当地农民不断开辟
高附加值农产品市场，从传统农作物
向家禽业、蔬菜水果业、园艺业、水
产养殖业等转移。到2002年，高附加
值农产品销售额达3200万美元，超过
传统农作物的2300万美元（当年，该郡传统农作物产量居全州第一）。Queen 
Anne郡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的经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闪光点和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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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扩散，南通就能腾出手来，从事相关的服务业，包括
农副产品及制品的交易服务、航运服务，以及资信、技
术、管理服务等。

   3.4 关注产业 (Industries in Debate)

    3.4.1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工业是南通最大的支柱行业，在全市经济社
会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003年，南通纺织服装工
业总产值为359.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2.0%；职工
19.51万人，占工业职工总数44.4%。注15

    据2002年、2003年统计报表分析，南通的纺织服装工
业出现两个趋势。

    第一，在空间布局上，有“梯度转移”趋势（见表
9）。

    将表中的数据整理后发现：
   企业数   工业总产值  
 市区            ―        -0.1
 海安           -0.5       +0.3
 如皋           +0.6       +0.1
 如东           +0.6       -0.6
 通州           +1.2       +2.4
 海门           -1.6       -2.3
 启东           +0.9        ―

    在一年时间里，南通增加了147家纺织服装企业，其
中市区、海门的企业数增加得慢，相应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也下降。企业数增加快的依次为通州、启东、如东和如
皋。说明纺织服装工业从相对富裕的市区、海门趋于向次
富裕的周边地区聚集。这反映了劳动密集型工业易“迁
徙”的特征。

    第二，在经济效益上，有“滑坡”趋势。

    从表10看出，在产品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利润税金
和出口交货值虽有所增长，但出现两个下降，即在总产品
中所占比重下降和在全市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

    应当看到，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利于出口加工型的
纺织服装行业继续发展。欧美市场对中国的纺织品仍然层
层设限，从而加剧了国内纺织业的自我竞争。南通纺织服
装业的总资本中，境外投资占55%，而出口绝大部分面向
日本，可能目前遇到的困难不太严重。注16但纺织服装业
属于“迁徙型”行业，较易随着生产经营条件改变而转
移。在国际国内竞争压力下，这种不稳定性会更加明显。

如果南通纺织服装业经济效益“滑坡”趋势得不到有效遏
止，以致某些骨干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发生萎缩，就会带来
影响全局的后果。

    南通的纺织服装工业要在自我改造中寻求出路，加大
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加紧产品创新，同时，还要采
取措施，对各行业进行整合，对重点企业加以扶持，从而
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打出更多更响的名牌，使自己立于不败
之地。

    综上所述，列入战略组成的能源和现代物流，为门户
城市构造产业核心，所以要尽全力重点发展。列入成长及
萌芽产业的造船、机械、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由于近
期内投资、市场等多方面因素较为有利，要侍机加快发
展。而列入关注产业的纺织服装等，由于市场前景不太乐
观而又牵涉大量就业，则应根据国内外市场动向有选择地
发展并有选择地逐步加以压缩、转型。

    以强大的战略产业为核心，以一大批健康活跃的产业
群体为支柱，南通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门户城市，以巨大
的引力，发挥集聚效应，做到近悦远来，而不致变成过境
城市。

    3.5 2015年的南通经济
 
    通过以上对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大致描述未来10年
南通经济的轮廓。

    3.5.1 经济规模和结构

    假设：
    一，2005-2015年南通市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
其中第一产业平均增长3.5%、第二产业平均增长11%、第三
产业平均增长11%。
    二，第二产业中，主要工业部门发展情况如下：
    电力：设想2015年南通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能源基地
业已建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比目前装机容
量299万千瓦增长近7倍。
    船舶：按照南通船舶行业规划，2010年GDP达150亿
元，设想2015年增至200亿元。
    化工：未考虑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如考虑该因
素，则化工部门GDP还须再增加200亿元。
    造纸：考虑王子纸业项目第二期生产规模达到120万
吨，形成GDP约20亿元。
    纺织服装：按照南通“十一五”规划，纺织服装工业
增长速度为12%。但考虑市场前景及其它因素，将其增长速
度设定为9%。
    三，第三产业中，主要部门发展情况如下：

表9：2002-2003年纺织服装工业分布 

年份 项目 全市 市区 海安 如皋 如东 通州 海门 启东

2002

工业总产值（亿元） 288.2 79.4 27.8 19.7 19 62.6 50.9 28.9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100 27.6 9.6 6.8 6.6 21.7 17.7 10

企业个数（个） 705 223 72 85 72 88 86 79

占企业数比重（%） 100 31.6 10.2 12.1 10.2 12.5 12.2 11.2

2003

工业总产值（亿元） 359.6 99.5 35.9 24.7 21.3 86.6 55.6 36.1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100 27.7 9.9 6.9 6 24.1 15.4 10

企业个数（个） 852 269 83 108 82 117 90 103

占企业数比重（%） 100 31.6 9.7 12.7 9.6 13.7 10.6 12.1

表10：纺织服装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年  份 总产值 
(亿元)

利润税金（亿元） 出口交货值（亿元）

总额
产值利税率

（%）
利税占全市
比重（%）

总额
产值出口率

（%）
出口占全市比重

（%）
2002 288.2 28.4 10.1 31 129.9 46.1 52.7
2003 359.6 30 8.6 25.7 154.2 44 48.2

增长率（%） 24.8 5.8 -1.4 -5.3 18.8 -2.1 -4.5

图2： 世界纺织业制造基地迁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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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纺织服装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年  份 总产值 
(亿元)

利润税金（亿元） 出口交货值（亿元）

总额
产值利税率

（%）
利税占全市
比重（%）

总额
产值出口率

（%）
出口占全市比重

（%）
2002 288.2 28.4 10.1 31 129.9 46.1 52.7
2003 359.6 30 8.6 25.7 154.2 44 48.2

增长率（%） 24.8 5.8 -1.4 -5.3 18.8 -2.1 -4.5

    物流：设想到2015年，洋口港和吕四港建成并投入使
用，全市港口吞吐量超过2亿吨；并且铁路新长线和宁启
线、专用支线建成投产；高等级公路、内河航道建成和改
造完成。
    房地产：考虑到2015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方
米，及城市人口增加等因素，新增住宅和商业用房共1.4亿
平方米，城市房屋保有量为2.2亿平方米。

    在上述假设的前提下，2015年南通经济可能出现的格
局见左表11。
 
    劳动力供求：
    假设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7.5%；第二产业递
增11.3%；第三产业递增12.0%。到2015年，三次产业劳动
生产率分别达到1.9万元、11.7万元和13.8万元。则当年劳
动力需求为：第一产业119万人，第二产业193万人，第三
产业95万人，总计407万人。
    假设2015年南通全市人口仍为770万人，其中从业人员
由于老龄化影响而较2010年减少1%，即为406万人。届时劳
动力需求与供给基本平衡。

    3.5.2 增长路径

    这是一个快速、平衡的增长模式。假设10年间经济增
长速度保持10%不变；而投资需求弹性系数逐年下降，则地
区收支平衡状况如表12。2006-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累
计约1.5万亿元。

    如将表12中所示变化用图3表示：

    2006-2015年，地区生产的GDP以10%的速度持续增长
10年，由于推动这一增长速度起初需要大量外生投资，造
成地区使用的GDP高企不下。地区收支连续6年出现逆差。
这一期间，新增的生产能力逐步发挥效益，经济增长对投
资的依赖程度渐行减弱，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400亿元较高
的平台后即逐年降低其增长率。随着生产能力扩大，地区
输出愈益增多，从而，在第七年即2012年实现了地区收支
平衡。从第八年开始，出现了地区收支顺差（净输出）。
在货品或资本输出继续增长的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性，就是扩大本地消费，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共消费，兴
办各种公益性事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本市居民收入水
平，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表11：对2015年南通经济的模拟

   比重（%）

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年均增速（%）  占行业比重（%）

第一产业 229 3.5 6%  100%

 总计 2253 11  100% 

  电力及能源 310 20  14%

  船舶修造及配套 200 26  9%

第 制造业 纺织服装 380 9  17%

二  电子 212 16  9%

产  化工 335 12  15%

业  食品 238 16 59% 11%

  造纸 20 26  1%

  机械 323 12  14%

  其他 155 11  7%

 建筑业 390 11  17%

第 总计 1336 11  100% 

三 物流 198 15  15%

产 金融保险 142 11 35% 11%

业 批发零售 369 11  28%

 房地产 195 12  15%

 其他 432 8.5  32%

总计 3818 10 100%

表12：2006-2015年南通经济增长路径

年
GDP 

（亿元）
使用GDP 
（亿元）

差值 
（亿元）

固定投资
（亿元）

投资弹性

2006 1619 1728 -109 1010 2.4

2007 1781 2031 -250 1253 2.4

2008 1959 2296 -337 1403 1.2

2009 2155 2498 -343 1488 0.6

2010 2371 2638 -267 1532 0.3

2011 2608 2736 -128 1563 0.2

2012 2869 2869 0 1579 0.1

2013 3155 3045 110 1626 0.3

2014 3471 3268 167 1707 0.5

2015 3818 3510 243 1793 0.5

图3：2006-2015年南通地区收支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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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1：长三角及各省市产业结构比较

    注2：表中，根据《南通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作了归并，具体如下：食品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
业、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包括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印刷及文教用品包括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及制品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
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冶炼加工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
包括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仪表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注3：南通市发改委《南通市电力现状及“十一五”电力发展规划设想》

    注4：《南通建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可行性初探》南通市发改委新闻页面。

    注5：《生产力论坛》澳门生产力暨技术转移中心。

    注6：南通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南通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纲要》、南通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港口设施》。

    注7：《南通市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15）》南通市经贸委。

    注8：《南通市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15）》南通市经贸委。

    注9：2005年6月9日科技日报《中国航天抢滩风电市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韩树旺副院长介绍说，从中国的
风电市场来看，到2010年中国的装机容量大概500万兆瓦。那时该院将争取拿到国内20%甚至40%的市场，即在5年内拿到
100个亿的市场份额。

    注10：2005年7月15日经济日报《风力发电 做成蛋糕谁来吃》：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透露，按照规划，到
2010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达400万千瓦，2020年达2000万千瓦。

    注11：2005年7月15日经济日报《风力发电 做成蛋糕谁来吃》：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公告称，我国决定在2005年到
2007年间实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重点选定五大领域，其中包括风力发电主要开展1.5兆瓦变速恒频
风力发电机组和1.2兆瓦直接驱动永磁式风电机组的产业化。

    注12：连云港中复联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网站（2006年2月21日）《中国复材与中国航天进行高层会谈》：目前
国内配套设备、尤其是风机叶片的发展水平，是中国风电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复材将充分抓住目前新能源事业快速
发展的机会，在连云港打造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强大竞争力的风电叶片制造基地，与中国各电力集团及主机商进行
全面合作，为中国风电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13：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南通港洋口港区2005-2010年石油化工发展规划纲要及长远发展设想》。

    注14：综合海关、商检、外贸、农业等部门的资料，2004年，南通市农产品出口创汇额达1.22亿美元，名列全省第
二。产品销往日本、韩国、东南亚、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口产品中，既有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初级产
品，也有附加值比较高、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深加工产品。上海是南通农副产品的传统市场，2005年有超过150万吨农畜

产业 长三角 上海 江苏 浙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4.1
55.3
40.6

0.9
48.9
50.2

7.6
56.6
35.8

6.5
53.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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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直销上海，销售额达50亿元以上，占农产品总产值17%。

    注15：《南通区域发展综合规划》：（南通）制造业占全省的份额在下滑，从1995年的9.9%下降到2001年的6.6%。其中，曾在全省居龙头老
大地位的纺织服装，2001年占全省比重仅为12.67%；而苏州、无锡的纺织业占全省的比重已分别达到26.27%、19.69%，且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原
在全省占据较大比重的建材、电力和化学工业在同行业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南通市纺织工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南通纺织工业）存在问题：一是行业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前道初级产品比例偏高，与消费者直接见
面的最终产品比例偏低。目前，我市高档服装面料主要依靠进口，出口服装的面料自给率约为30％，年需进口面料1.5亿米。二是产品结构档次
偏低。纺织品中广阔应用领域产品开发不快，名牌拳头产品不多，特别是纤维研究开发能力不强，化纤的差别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资源
配置结构不合理。虽已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但仍存在生产规模小、集中度低的情况，一大批小型纺织企业技术水平低，原料消耗多，经济效益
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四是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目前全市应用全自动气流纺等先进生产设备的比例还较小，拥有先进无梭织机仅
占10％，印染后整理装备达90年代水平的仅有7％。特别是印染后整理设备陈旧落后。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页《对重组南通纺织产业结构布局的思考》：南通纺织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受到越来越大的双重挤压力。
市区纺织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散两低”：“一散”就是生产力布局散，企业规模不大，实力不强，与南通作为全国的纺织名城已不
相称。以棉纺织业为例。原通棉一、二、三厂的主业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于这几年分属两大纺织公司，尽管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一些好处，但
现在看来这种格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明显，离当初预期相差较远。到目前为此，大生集团未能改制上市，年销售收入也刚超过10亿元。纺
织控股公司的局面更是不尽人意。同时，市区纺织企业还是原先的格局，零零星星地分布在城区各处，既限制了产业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妨碍了
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功能提升。“两低”就是装备水平低和创新能力低。纺织产业生产技术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就是与苏
南地区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也存在许多差距。以棉纺织业为例，发达国家清梳联合机占有率达50%，江苏为30%，而我市还不到20%。自动络筒机占
有率为90-100%，江苏为33%，而我市仅为20%。装备水平的落后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部分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低，主要
表现为在国际国内买方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下，至今还没有一个在国内叫得响的品牌，对新技术、新理念接受慢，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掌握时机
的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

    注16：江苏省统计局《国际贸易争端升级江苏纺织业如何应对》：对于以日本、东欧和韩国等原非设限国家为主要市场的企业产销比较平
稳。江苏南通等地存在很多以这些地区为主要出口地的服装生产企业，如对南通进行调查的8家大企业中，有80-90%的产品销往日本，部分企业
销往日本的比重达到95%。
 





第四章 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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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设成为一个门户城市，南通应当具备什么城市形
态？确立了其经济发展战略后，南通在空间发展上又应如
何规划呢？

    在一个城市中，环境资源和基础设施是城市空间框架
的最基本元素。它们要满足人类生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不断提出的各种要求；同时，正是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
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具体项目上，又影响并制约着经济活
动的实现、保障并限制着人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其作用
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地点、规模和时间。

    地点──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现有的以及规划中的
基础设施条件及对这些条件的运用，规定了南通经济的性
质、形态，以及发展方向等等；
    规模──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容量，制约了南通经济增
长的速度、可能发展的重点产业及其他特殊要求；
    时间──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造的进度，影响南
通各种具体建设项目的日程安排和先后次序。

    本章将以建成门户城市为战略目标，着重分析南通对
基础设施和环境应有何要求？包含那些内容？可运用那些
发展管理手段和方法？

    4.1 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理念

    4.1.1 “灰色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基本原理是：最有效地运用现有技术为城
市发展服务。一方面，基础设施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创造直
接的经济效益，譬如，高速公路和高速公路交接口因为交
通便利可以提升相关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另一方面，基础
设施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譬如，同一条高速公路，
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提高他
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所谓“外部经济”。

    以现代规划理论看，基础设施分为两类。

    “灰色基础设施”通常意义上是指以传统工程方法建
造的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则是指在尽量不改变环
境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建设的基
础设施，两者共同构成维系人类生存的物态框架。在世界
经济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
求的同时，又能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并使其正常持久地循
环，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命题，每个国家，每个城市，
每个人类成员对此责无旁贷。

    绿色基础设施的中心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就是积极主
动地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来复制或替代传统的灰色基础设
施，达到保护环境，同时节省市政投资的目的。

      

    “绿色基础设施”是生命的自然支持系统──通过对野生
动植物、公园绿地系统、山川水流、土地等生态要素的规划和
管理，来保障生态过程正常运作，为城市和社区居民提供高品
质的生活。“绿色基础设施”是21世纪初期才萌生的新理念。
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反省和回归体现。

    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原则包括：
    原则一：在开发建设前识别和保护绿色基础设施。
    原则二：在推动“绿色基础设施运动”中，寻求多元
化群体和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原则三：识别自然体系和人类生活功能需要之间的联
系是关键。
    原则四：规划设计绿色基础设施时，要确保这些设施
可以在各个尺度、在多元化的地质地貌中，跨行政区域地
发挥作用。
    原则五：地面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要与土地利用
相结合。
    原则六：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首先是一项重要的
公共投资，政府应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融资手段和资源。
    原则七：强调绿色基础设施对人类和自然回报的经济
性。

    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先决条件，是该城市具备一定
的、天生的自然资源，并且这个资源体系已经得到一定程
度的保护，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可利用潜能。

    目前，绿色基础设施的实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基本上还处于尝试阶段。南通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还
是基于灰色基础设施，而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尚未提上议
事日程。但是，南通完全有条件加入实践的行列，在中国
迈出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第一步，为南通“中国现代规划
第一城”的称号赋予崭新的内涵，谱写新的篇章。

美国300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历程
历史时期 面临的发展问题 基础建设作为解决办法
19世纪中、后期 公共健康和社会保障系统 卫生、医院、公园、学校
 通信 电报
 工业化 社区规划、工业园区
 能源 煤、石油、天然气、电
 交通 水路和铁路运输
20世纪初期 汽车工业 公路
 农业生产 休耕、农业新实践
 通信 收音机、电话
20世纪中期 能源 水利及核电
 政府对私有财产的管理及使用权问题 区划法规、城市规划
 环境污染 水、空气等的污染控制和处理
 交通 州际高速公路网、机场建设
 大规模通信 电视
20世纪后期 垃圾处理 可循环使用
 交通阻塞 公共交通；交通选择的多元化
 防洪 雨水管理及过滤
 信息管理 计算机、互联网
21世纪初期 城市的无序蔓延；全球一体化 合理的土地利用；“有智成长”
 可持续性发展 绿色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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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南通交通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分析

    一个城市的交通体系和它的发展模式是相互依存，相
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不涉及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交通设
施分析和规划是没有意义的。以下分析演示南通现有以及
规划中的区域交通体系和城镇发展模式间的关系，进而提
出南通未来的集约型“有智成长”的空间发展战略。在南
通下一轮的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以及在更为具体的分区
规划的编制中，市镇内部交通网络的规划都应围绕这一概
念展开。

    南通目前的交通体系(见图1），导致了以南通市区和
若干个主要城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见图2）。整个市域
内，发展方向相对分散，而且发展不平衡，有的城镇规模
较大，其他城镇则较小。市域的南部和北部出现显著差
距。

    在今后的5到10年的时间里，南通的交通条件将大为改
观，从长期以来的“交通末梢”变成华东地区最东部一个
新的区域交通枢纽（见图3和4）。

    必须在此提出注意的是：区域交通体系的改善和优化
是一个城市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保证条件。交通
体系改进后，若得不到合理的控制和管理，很有可能加剧
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刺激无序蔓延的状态。目前，南通即
趋于形成这样的状态。若以南通现有城镇分布状况为起
点，以2015年区域交通体系（见图5）为前提，按照目前发
展趋势，对2015年南通的城镇分布做模拟（见图6）。随
机、无序地发展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回报，但从长远来
看，会引发土地资源的浪费，基础设施效率降低，增加政
府市政服务的负担和困难。显然，这种局面不利于南通可
持续的成长。 

    一个城市能否持续、合理地发展，应当从绿色基础设
施的原则出发，以土地集约为城市政策重点，在土地利用
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基础上引导、控制、和实施。借鉴
国际上先进的“有智”管理城市的成功经验 （见下页图
7，详见第五章5.2节），实行受控的、有序的成长，是南
通必然的选择。

    为此，南通必须进一步加强统一综合规划，并制定相
应的政策和措施，来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开发。

    4.1.3 推行“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是指包含和审视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
系和相互影响的建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新
概念应运而生并发展日趋成熟。目前美国建设专业市场上
已有对绿色建筑综合性的评估标准和认证机制。

图3

图4

图1： 南通区域交通系统，2004年

图2：南通区域城镇发展状况，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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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南通区域交通系统，2005-2015年

图6：南通区域城镇发展状况模拟（2015年）

图7：集约型的“有智成长”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制定了领先能源环保设计标准，简称LEED。目前有6200个组织加盟这
个委员会。2005年，华盛顿州率先通过绿色建筑的立法，规定所有超过450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的
新建或翻修工程都必须达到或超出LEED标准。

案例：福特汽车厂的“绿色”改造工程
    全世界有许多老工业基地占据宝贵的土地，并对空气、水质、和地表造成大量污染。对这
些基地应该进行修整来提高生产率。修整的方法之一就是绿化。绿化是糅合了科学与艺术，把
景观设计和能源节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再开发过程。
    靠近底特律的密西根州德尔堡的胭脂河汽车组装厂的改造工程，可能算是最成功的绿化例
子。胭脂河是福特汽车公司1917年建成的第一个汽车组装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在
1930年代有员工10万以上。到了1990年代，由于空气和水质污染严重，福特公司开始考虑放弃
这个厂址。
    但是，2000年，福特公司投入20亿美金开展“胭脂河遗产工程”来挽救这个厂址。准备在
这个厂址上试验先进的环保理论。福特招募了世界闻名的创新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来负责设
计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新厂。他设计了一个绿色屋顶来处理下水和阻止污染元素流入胭脂河，屋
顶上种植的是覆盖型植物，而土壤则采用一种吸水率特别高的自然材料，可以吸收大约一小时
左右的降雨量。这个绿色屋顶还可以调节厂房内的温度，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其他方法包括利用洼地和浅沟的土生植物来调节水流，以及利用近100万平方英尺的草地清
除几十年来的污染。
    路面和停车场用3─5英尺厚的多孔材料铺设，使得雨水可以自然过滤，流入大地。
    这个环境工程在经济和环保上取得了双赢效果。要达到美国政府有关下水处理的规定，如
果采用传统方法需要花费5000万美金，而麦克唐纳只花了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
    在这个厂址上还种了无数的树木和植物来改善环境。周围市民都积极参与这个工程，包括
胭脂河地区环保联盟等组织都和福特公司官员会面，讨论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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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通的城市建设中，适时引入“绿色建筑”的概
念，并建立一套引导机制来推行绿色建筑，是一个有利有
义的课题。这有助于南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建设高品质
的自然与人居交相辉映的城市环境，从而在长三角各大城
市中展现自己的特色。

    4.1.4 城市管理走向信息化

    现代城市，管理和决策离不开现代信息工具。传统的
文书、蓝图、手册和表格等，逐步被数据库和计算机及网
络技术所取代。在南通，及早建立先进的信息平台，以提
高决策水平，优化规划设计，加强市政管理，并推动居民
生活信息化，这既是“数字城市”建设的要求，也是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议南通在政府工作中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GIS)，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工
具之一。建立完善的城市信息系统需要大量投入及长期积
累。先从建设以地理信息为核心的综合性数据库着手，在
这个基础上，进而全面推广使用GIS，进行市域或社区各类
问题分析研究，为城市日常决策与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4.2 环境保护的新思路

   南通拥有丰富的沿海湿地和长江沙洲湿地，总面积超过
200平方公里。动植物种类繁多，全市野生脊椎动物600多
种，其中哺乳动物30多种，爬行动物20多种，两栖动物
10多种，近海鱼类130多种，长江水域鱼类57属93种，鸟类
17目54科348种。还有白鳍豚、中华鲟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0多种。

    但是，南通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赤字，人口对生产性
土地的需求已经超过全市的供给能力，形势相当严峻。注1

    环境资源是未来发展之本。环境是一个自然生态系
统，对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应与土地、城市、基础设施的规
划紧密联系，相互整合。环境保护又是一项经济活动，应
建立在成本与效益分析之上。从事这项工作，需要一套严
谨的科学程序和严格、合理的管理措施。注2同时，也需要
打开思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使环境保护工作找到一
条多快好省的途径。

    4.2.1 水的供给和处理

    南通拥有广大水域，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18.5条，
水面积1509平方公里，占市域面积18.86%。此外，尚有
642.86平方公里的长江水域和7400平方公里的近岸海域。
2004年，南通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100％达标，近岸海域水
环境质量100%达标，工业重复用水率62%达标，均符合国家

环保局的考核标准。这表明南通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下了功
夫。应当注意的是，随着南通及上游工业发展加快，污染
的威协万不可轻视。

    南通政府在改造或新建水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可以探
讨利用水源及水系周围的自然缓冲带，如：湿地、运河和
溪流等，形成生态过滤和供水体系。这个办法，能收到几
方面的效果。

    通过保护水源而保护了水源周边的生态环境；通过严
格的管理措施，保证了城市居民用水的质量；通过自然净
化取水，节省了可能用来建造污水处理系统的昂贵费用。

    这正是是绿色基础设施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自
然资源和自然力量来替代灰色基础设施的工程，是21世纪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必然趋势。

    4.2.2 垃圾处理

    南通计划在长江中的开沙岛扩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
场，用以处理市区全部生活垃圾。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和注意事项：

    ⑴ 区分“有害垃圾”和“无害垃圾”。尽管国家对
这两类垃圾各有定义，但其区分界线往往很难掌握。生活
垃圾中也经常含有“有害”成分。

    ⑵ 对“有害垃圾”的处理应坚持减少使用、再使
用、再循环、转变能源、焚烧、最后才是填埋的的顺序。

    ⑶ 通过媒体、广播、互联网等各种宣传手段在院
校、机关、企业、政府、社区等全面开展公民对垃圾进行
分类丢弃（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纸、塑料、普通的有毒
物质：如电池、油漆和溶剂）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建立政
府的垃圾分类收集体系。

    ⑷ 建立对有机垃圾（如落叶、土壤等）的收集和回
收制度，使其有效转换为能源。

    ⑸ 对垃圾中的建筑材料进行填埋前，首先应用压缩
和能源转换等先进的技术加以处理。

    ⑹ 在大区域范围设立大型垃圾设施的规划和论证程
序。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程序。保证设施选址的合理性，
促进政府间建设成本和收益上的共享。

    ⑺ 垃圾填埋场的规划应与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相结
合。

    ⑻ 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对垃圾的处理标准应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提高。

地理信息系统(GIS)简介
    GIS是以电脑技术为手段，将各类具有地理特征的数据用电子地图形式
直观地表现出来的一门信息技术，从萌芽到逐步推广运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
史。它的运用覆盖了规划、人口、工农业、交通、环保、治安、救灾、军事
等社会经济众多领域。在西方国家，政府部门采用这一技术，使许多与地理
相关的政务处理实现自动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减少人为误差，节约运营
费用（见图1）。

 
     

     图1：洛杉矶市居住地块与洪水区域自动检测应用软件

    运用桌面和网上GIS，可以方便地进行市域与社区经济社会分析研究，生
成各类主题地图。以下作两个简单演示： 

     

     图2：2003年南通各县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
 
     

     
     图3：2003年南通各县三次产业的产值的分布
    
    以上，仅是GIS应用的简单例子。只要地理信息库内有相应的数据和图
层，就可以进行大量更复杂的（包括动态的）分析研究和制图工作。GIS与网
上服务相结合，还能给政府提供网上宣传和办公的强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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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⑼ 通过政策扶植，鼓励工业界使用可循环的工业原料
进行生产。

    ⑽ 鼓励探讨对建设和管理垃圾处理设施的公私合营的
伙伴关系。

    ⑾ 对“棕色地带”的工、商业地带，即带有轻度污染
的已废弃的地带进行积极的清理和回复使用工作。

    ⑿ 对已关闭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污染清理后，实施“回
绿”工程（转变为绿地、公园、公共空间等）。

    现代化的大型垃圾处理场面对的往往是一个跨行政区
划的区域市场。同时又是一个环境敏感型的基础设施建设
问题。处理得当，可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处理
不妥，则会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健康和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4.2.3 咸潮问题

    由于近年来上游长江三峡建坝和南水北调工程陆续实
施，导致长江水位下降，出海口地带海水倒灌形成咸潮。
据有关资料显示，咸潮严重时已抵海门。而启东沿江全线
水质下降，已无法饮用，特别为此修建了一条80公里长的
管道，通往上游水厂引水，以解决居民日常饮用水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三峡和南水北调工程竣工，长江入海
口地区的咸潮可能更加严重，需要及时加以研究并采取治
理措施。

   

纽约市的供水系统图

案例：纽约市的绿色供水系统
    
    十九世纪末，纽约市在分析了水处理成本后，认为如
果政府购买自然水库周围的土地以保证水质的纯净，就不
必花巨资兴建需要耗费大量资源保养维修的污水处理厂。
长远看，可以节省市政府千百万美金的财政预算。
    现在纽约市的供水系统由3个位于纽约上州的水库系
统组成，共包括19个水库和3个受控淡水湖。总储水量约
5800亿加仑。这三个储水系统相互连通，可以很方便地将
水从一个水库引到另外一个。这样可以减小地方性干旱的
压力，同时充分利用任何一个流域多余的水量。
    与其他公共供水系统相比，纽约市的供水系统充分利
用和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既经济又富有弹性。
目前供水系统中大约95%的供水依靠天然的地心引力输送到
客户，只有剩下的5%需要用水泵来输送。因此纽约供水
系统的运作受能源成本影响很小。只有在遇到干旱时，
才需要进行额外的泵压。
    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也运用了同样的系统。这些都
是绿色基础设施的应用范例。

     目前美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法大致分以下几种（
按使用的重要性依次排列），实际操作中经常综合使
用。
    -污染预防Pollution Prevention
    -减少垃圾产生量Reduce/Waste minimization
    -垃圾循环/再使用Reuse/Use it again
    -垃圾循环/弥补资源Recycle/Resource recovery
    -转变为能源/焚烧/化肥Waste to Energy/In  
 cinerate to reduce bulk/sterilize
    -填埋Landfill

案例：美国的咸潮问题

    咸潮在美国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并随着人口和供水需求压力增长而日益严重。下图
即是目前美国东海岸受咸潮困扰地区的分布情况。

            南佛罗里达地区的咸潮：
        发生原因：19世纪初，人口膨胀，大量水井应运而生。到了
    1960年代，由于取水持续过量造成蓄水层严重侵蚀且压力变小，导
    致海水倒灌。对应办法：南佛罗里达各地咸潮的产生机理各不相
    同，对应办法比较复杂。以Ft. Lauderdale市为例，在40年代将未
    受污染的取水井渠向内陆迁移。其他几个沿岸城市也放弃了海岸附
    近的取水井渠，转而同内陆地区的城镇签约，共享供水系统。
    Hallandale市则采取灵活的税收政策，在旱季用水紧张时，向市民
    征收35%的附加税，促使市民节水。自60年代以后，众多社区开始
    改造用来排水的内河，在河道中增设闸门，以控制水系压力。但这
    种方法，会随着周边开发建设压力增大而失效。目前治理咸潮最成
    功的Hollywood市走多元结合的道路：1、建立广泛的水资源再利用
管道网络；2、积极寻觅开辟新的水源以建立多元化的水资源体系；3、使用深度水井，跨过污
染层取水，微咸的水经处理厂逆渗透作用处理后，再供应到消费者手中。
    结论和建议：
    咸潮问题是人类不慎使用水资源的一种负面结果。一旦发生，很难通过技术改造来根本解
决。
    建议南通将政策与技术相结合，走多元化的对应道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解决城市的用
水问题。
    考虑制定特殊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增强市民和工业的节水意识。
    采用先进技术，分类处理污水，建立水资源的再循环使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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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开发导则 -- 叠加系统的应用

    叠加系统是指运用信息叠加的手段来决定最适宜开发
的区域。叠加系统发源于苏格兰，并由世界著名景观建筑
师和规划师伊恩.麦克哈格发扬光大。麦克哈格在他的经
典著作《用自然来设计》一书中作了阐述。

    以叠加系统为基础制定开发导则（同时还可跟踪发
展）的系统分析和规划方法意义深刻，多年来指导了众多
国家的城市发展。它在创建良好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同
时，保证了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得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希
望这一先进的规划和城市管理系统能与南通的现代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详见上文4.1.4），在南通下一轮的
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得到应用和扩展。运用这个体系的条
件是增加数据的收集密度和范围；提高数据的准确度；增
加数据的叠加层次。

    我们在此以海门为例,演示叠加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应
用。由于目前缺乏有关海门市较精确的社会、经济和土地
数据，因此下面是一个演示性的模拟练习。

    首先，我们把自然资源叠加到现有和规划中的交通网
络上去，用以了解、分析自然生态系统与基础设施建设之
间的内在关系（见图8）；

    再叠加现有的工业生产布局位置（见图9），来进一
步观察分析规划地块及周边的现有状况和相互可能产生的
正、负两方面影响；

    根据对叠加系统的科学评估，对现有的土地利用性质
和开发密度做相应修改和调控，以体现开发的最大经济和
社会效率，即实现土地的最大利用效率并确保与周边地块
在使用性质和密度上的平衡。

    在确定开发最适宜位置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绿色空
间的延伸和规划中的基础设施的实施时间问题。利用绿色
过渡区（带）可缓冲不同地块在性质和强度上的矛盾，同
时保障环境的整体质量；协调与基础设施的实施，是确
保合理的开发位置和规模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发生（见图
10）。居住区的规划应尽量靠近城市核心（包括优先利用
市区内的空闲土地和进行老城再开发工作），从而充分利
用现有的城市资源，并在同时平衡处理与工业布局的关
系。

    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发建设是一个
城市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的一把钥匙。

   4.4 结论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努力做到：
    重视基础设施和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以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规划为工具，有效控制、引导
城市走上有智发展的轨道。
    鼓励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即绿色基础设施来替代传统
的灰色基础设施，保护环境，节省政府的市政服务成本。
推广绿色建筑的概念和标准，扶持工业绿色建筑在南通应
用。
    加快城市管理信息化进程。

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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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1：《南通生态市建设规划》指出：南通市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南通市生态足迹状况具有如下特
点：（1）供需总量非均衡特点明显，生态赤字严重；（2）供需结构存在不对称性，区外输入成为维持系统均衡发展的必
需；（3）区域生态空间的生产潜力较高。

    生态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1）人口密度大；（2）能源资源短缺，供给总量有限；（3）较高的生产、生活消
费水平。

    注2：根据《南通生态市建设规划》，南通生态市建设期限为16年，分三个阶段：初级阶段：2005—2010年；达标阶
段：2011—20l5年；提高阶段：20l6—2020年。以下是生态城市达标时间表：

    上表中，2004年达标共4项，占总项数的23.53%，以红字标示； 2010年达标共6项，占总项数的35.29%，以褐色标
示； 2018年达标共7项，占总项数的41.18%，以绿字标示。

    南通生态市建设项目包括生态产业、生态文化、水环境综合治理、能源结构调整及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声环境综合整
治、固体废弃物处置、生态保护和建设。至2020年，共需要投资约368.87亿元。

1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2 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3 工业重复用水率（%） 62 70 85 ≥50

4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90 95 100 ≥80

5 城市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2
级标准的天数／年） 323 329 335 ≥330

6 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70.8 100 100 100 

7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千克/万元
（GDP） 6.6 3.2 2.5 <5.0

8
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
（千克/万元（GDP） 5.6 2.0 1.4 <5.0

9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25.1 75 95 ≥60

10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1.5 100 100 100

11 森林覆盖率（%） 6 10 15 ≥15
12

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8.82 12 17 ≥17

13 退化土地恢复率（%） 40 60 90 ≥90

14 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60 70 95 ≥95
15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6.8 9 12 ≥12

16 旅游区环境达标率（%） 70 80 100 100
17 应当实施清洁生产企业的比例 30 60 100 100





第五章
空间发展战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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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矩阵分析──整合型的经济与空间分析方法

    无论是一个区域的，城市的，甚至社区的空间布局，
都不应是人为机械的功能分区，也不应是故弄玄虚的几何
拼图游戏。真正具有规划意义的空间布局，应建立在该区
域，该城市，该社区的内在结构（underlied structure): 
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的经济生活。
    
    矩阵分析是西方国家区域规划中较常使用的一种方
法。其关键在于全面发掘规划范围内所有可能发生的经济
发展方向和空间发展方向，寻求经济数据与空间布局之间
的内在关联，并考虑各种组合的可能，加以统筹分析，最
终筛选出一个相对优化的也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因此西方
规划界也将矩阵分析称作“规划模拟演练”（A Planning 
Exercise）。在美国，“规划模拟演练”的过程往往也是
公众参与过程，特别是在对涉及本社区、本城市、及其所
在区域发展方向的规划进行决策时，经常制度化地伴随着
上百场公共听证或讨论会，由此表现政府的公正透明，体
现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同时保障公众自始至终对规
划从形式到内容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决策权。本规划试图
使用矩阵分析的方法探讨南通的区域规划空间战略，尝试
这个常用的西方规划理念与手段在中国的实践可能。

    运用矩阵分析来研究南通的空间发展战略，首先要确
定南通的经济发展方向和空间发展方向各有哪些可能的选
择。

    5.1.1 经济发展方向的三种选择

    在本文第二章，对未来南通应当向北发展还是向南发
展，已作过基本评估分析。现在即以这两种取向作为两种
选择，另外增加一种选择，即自我成长式的发展。

    选择一：服务上海、苏南 ── 在上海和苏南地区的
壮大中寻找互补性的发展机会。

    选择二：带动苏中、苏北 ── 作为带动苏中和苏北
地区振兴的发动机，重点发展那些能够为苏北工业化输送
资源和动力的领头产业。  

    选择三：自我成长 ── 凭借交通设施改善，吸纳从
上海和南京周边转移出来的工业。这些工业具有短期性和
低附加值的特点，通过发展这类工业，取得近期经济利
益。

    应当指出： 这三种选择相互间并不矛盾、不相互排
斥，可混合使用。

    5.1.2 空间发展方向的三种选择

    选择一：按比例分配式 ── 经济资源以现有城镇的
发展水平和规模按比例分配。

    选择二：核心与轴线式 ── 以城镇和节点(如：机场
等重要基础设施)为核心，以核心之间的连线为轴线，有重
点地发展。

    选择三：中央集中式 ── 以现在的南通市区为核
心，其他城镇相应发展。

    5.1.3 空间战略规划草案的分析

    我们将以上经济发展方向和空间发展方向组成一个
3×3的矩阵，得到9种相应的空间布局，即构成空间战略规
划的9种草案（见表1和表2）。在此基础上，分两个阶段对
草案分析评估：

    ⑴可行性评估。是决定草案能否采用的必要条件，
如：有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或是不是依赖于不可能
实现的假设等。通过这一关的草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⑵经济效益评估。是决定草案能否采用的充分条件，
运用比较法，找出对南通更具经济效益的草案。通过这一
关的草案所引发的政策建议可以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

    通过两个评估阶段的草案，在收集和听取各方面意见
后，转入深层次的研究和提炼，最终形成正式的空间发展
战略规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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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х3矩阵分析 - 草案的形成与分析

 

空间发展方向的选择

 

 
按比例分配式 --经济资源以现有城
镇的发展水平和规模按比例分配。

核心与轴线式 --以城镇和节点(如：
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为核心，以核心
之间的连线为轴线，有重点地发展。

中央集中式--以现在的南通市区为核
心，其他城镇相应发展。

经
济
发
展
方
向
的
选
择

服务上海、苏南 --在上
海和苏南地区的壮大中
寻找互补性的发展机会

草案1： 服务上海、苏南+ 按比例分配式发
展：面对上海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市场，
这种将工业、住宅、农业开发全面按比例分
配的空间布局不相匹配。

草案4：服务上海、苏南+ 核心与轴线式发
展：将城市核心及其连接轴线作为发展重心，
近期内可以充分发挥南通市区的潜力。公路和
铁路网将开辟新的交通走廊，创造新的机会。
苏通大桥及其他过江通道建成，将加强南通与
上海、苏州、无锡及长三角其它城市的经济纽
带。但是，核心与轴线式的空间框架难于最大
限度地优化以服务上海苏南为方向的经济策
略。

草案7：服务上海、苏南+ 中央集中式发展：集中
式的空间布局对利用上海、苏南提供的市场和机
会的经济策略是可行的，使大量外生投资聚集在
南通市区。但是，可能会忽视南通作为苏北地区
门户，以及开发沿海港口的任务。

带动苏中、苏北 --作为
带动苏中和苏北地区振
兴的发动机，重点发展
那些能够为苏北工业化
输送资源和动力的领头
产业。 

草案2：带动苏中、苏北+ 按比例分配式发
展：在按比例分配的空间框架下，无法将资
源集中用于特定的方向。

草案5：带动苏中、苏北+ 核心与轴线式发
展：如前所述，这种空间框架有助于将新的增
长点集中在市区及其延伸轴线范围内，推动南
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同时具备高度的可操
作性。

草案8：带动苏中、苏北+ 中央集中式发展：在集
中式框架下，政府施政难度较小，但造成市域内
资源分配不均，南通市区获益较多。此外，除非
政府致力于交通走廊建设，以扩大中心城区的辐
射面，否则带动苏中、苏北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
的。

自我成长 --凭借交通设
施改善，吸纳从上海和
南京周边转移出来的工
业。这些工业具有短期
性和低附加值的特点，
通过发展这类工业，取
得近期经济利益。

草案3：自我成长+ 按比例分配式发展：带
硬性的空间发展战略与随机性的经济发展战
略从本质上自相矛盾。由上海和苏南它市场
外生出的机会不可能在南通按比例分配。

草案6：自我成长+ 核心与轴线式发展：核心
与轴线式框架难于对南部和西部随机衍生的机
会作出快速反应。而随机性发展经济的政策也
无法与目标明确、主次有序的空间格局相符。

草案9：自我成长+ 中央集中式发展：如前所述，
这一空间布局的倾向是重市区、轻周边，会给未
来区域整体成长带来一定风险。随机性的经济策
略要求南通也关注周边，不排除一定程度地按比
例分配资源。举例来讲，东部沿海的专用港口就
应与市区作同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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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х3矩阵分析 - 草案的空间表现

 

空间发展方向的选择

 

 
按比例分配式 --经济资源以现有城
镇的发展水平和规模按比例分配。

核心与轴线式 --以城镇和节点(如：
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为核心，以核心
之间的连线为轴线，有重点地发展。

中央集中式--以现在的南通市区为核
心，其他城镇相应发展。

经
济
发
展
方
向
的
选
择

服务上海、苏南 --在上
海和苏南地区的壮大中
寻找互补性的发展机会

带动苏中、苏北 --作为
带动苏中和苏北地区振
兴的发动机，重点发展
那些能够为苏北工业化
输送资源和动力的领头
产业。 

自我成长 --凭借交通设
施改善，吸纳从上海和
南京周边转移出来的工
业。这些工业具有短期
性和低附加值的特点，
通过发展这类工业，取
得近期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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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分别分析南通的9个草案。

   草案1：
    服务上海、苏南+ 按比例分
配式发展：面对上海日益增长和
不断变化的市场，这种将工业、
住宅、农业开发全面按比例分配
的空间布局不相匹配。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Tulane Regional Urban Design Center                           Rivkin Associates                           The Matrix Group June 2006    

    草案2：
    带动苏中、苏北+ 按比例分
配式发展：在按比例分配的空间
框架下，无法将资源集中用于特
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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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3：
    自我成长+ 按比例分配式发
展：带硬性的空间发展战略与随
机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本质上自
相矛盾。由上海和苏南它市场外
生出的机会不可能在南通按比例
分配。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Tulane Regional Urban Design Center                           Rivkin Associates                           The Matrix Group June 2006    

    草案4：
    服务上海、苏南+ 核心与轴
线式发展：将城市核心及其连接
轴线作为发展重心，近期内可以
充分发挥南通市区的潜力。公路
和铁路网将开辟新的交通走廊，
创造新的机会。苏通大桥及其他
过江通道建成，将加强南通与上
海、苏州、无锡及长三角其它城
市的经济纽带。但是，核心与轴
线式的空间框架难于最大限度地
优化以服务上海苏南为方向的经
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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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5：
    带动苏中、苏北+ 核心与轴
线式发展：如前所述，这种空间
框架有助于将新的增长点集中在
市区及其延伸轴线范围内，推动
南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同时
具备高度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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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6：
    自我成长+ 核心与轴线式发
展：核心与轴线式框架难于对南
部和西部随机衍生的机会作出快
速反应。而随机性发展经济的政
策也无法与目标明确、主次有序
的空间格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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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7：
    服务上海、苏南+ 中央集中
式发展：集中式的空间布局对利
用上海、苏南提供的市场和机会
的经济策略是可行的，使大量外
生投资聚集在南通市区。但是，
可能会忽视南通作为苏北地区门
户，以及开发沿海港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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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8：
    带动苏中、苏北+ 中央集中
式发展：在集中式框架下，政府
施政难度较小，但造成市域内资
源分配不均，南通市区获益较
多。此外，除非政府致力于交通
走廊建设，以扩大中心城区的辐
射面，否则带动苏中、苏北的目
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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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9：
    自我成长+ 中央集中式发
展：如前所述，这一空间布局的
倾向是重市区、轻周边，会给未
来区域整体成长带来一定风险。
随机性的经济策略要求南通也关
注周边，不排除一定程度地按比
例分配资源。举例来讲，东部沿
海的专用港口就应与市区作同步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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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全部9个草案分析评估
之后，进行类比推敲，筛选优
化，重新组合，形成两个“理
想”方案。

    方案A
    方案A的要点是：南通未来
的发展重点为三个功能区：南通
市区、沿江工业扩展区和战略发
展区，并对这三个区域间的交通
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进行集中的大
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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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B
    方案A形成后，再根据将南
通建成门户城市的要求，并征询
了南通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意
见，进一步完善和精炼，形成方
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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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方案A比较，方案B更能体现南通人民大胆进取精
神，更能展示一个门户城市应有的格局和特色。从资源合
理配置利用出发，方案B将南通划分为三个功能区：

    能源产业集聚区：以如东洋口港的LNG项目、风力发电
场以及启东吕四港的大唐电厂为中心，建立面向长三角和
华东地区，以电力生产和输出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基地。这
将会有力推进东部沿海掘港镇、吕四镇及周边的城市化。
由于能源产业劳动力密集度不高，相应对城市服务业和房
地产市场的需求有限。

    大南通市区：范围包括现在的南通市区、通州和海
门。在机场、沿江港口、越江通道和其他交通设施的支持
下，成为南通市域内的居住、商贸、科技、文化中心。这
个全新的市区将提供与上海、苏南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例
如：高技术含量、洁净型的纺织工业，较上海、苏南廉价
的住房，等等。

    门户型工业走廊：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区位及土地、
劳动力资源，建设工业走廊，吸引更多的制造业落户。同
时，在现有农林牧渔业的基础上，建立各类生态农业区，
向国内外市场供应高附加值的绿色食品。这个区域还将起
到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之间隔离带作用。

    在以上三个功能区之间规划快速城际轻轨为主干的公
共交通网络。在交通轴线的规划上，货物主要沿江、沿
海、及沿高速公路和铁路流动，人则集中在大南通市区的
三个城市核心之间，以及与上海和苏南地区之间流动。

   5.2 空间发展和管理的新策略

    5.2.1 知识与信息空间

    21世纪的城市应当是知识的城市，信息的城市。知识
和信息对于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影
响。

    南通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显示：经济增长虽然
会因外生投资追加而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这种投资也可能
逐渐减少。增长速度会不会因此放慢呢？并不一定。如果
一个城市具备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由于劳
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就会遏制速度下降，甚至维持原来的
速度不变。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工业与商业的支柱，也是城
市最可宝贵的财富。这不仅针对专业市场的开发，也体现
在与周边城市长远的竞争当中。

    仅仅基于经济原因，南通也必须继续强调高等教育及
科学研究体系的投资、配套、拓展与增长。

“有智成长”的发展原则：
    规划应该指导社区的设计、发展振兴和建
设。一个良好的社区应该具备独特的社区意识和
社区空间，保护发扬宝贵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合
理分配开发的成本和效益，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合理扩展公共交通，增加就业机会和住房选
择，提倡长远的、区域性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
仅着眼于地方性的近期发展。同时注重公共卫生
工作。

案例：“知识省”——乌特列支
    乌特列支省位于荷兰的中心，地理位置非常
优越，邻近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和商业中心阿姆
斯特丹，是荷兰乃至北欧的重要交通枢纽。乌特
列支拥有的资源，还包括一大批高学历、高技
能、能讲多种语言、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劳动力。
    乌特列支曾一度是罗马人的营地，在中世纪
地位显赫。但16世纪由于失去独立自主权，开始
衰败为一个二级城市。到了19世纪，运河和铁路
的建成给乌特列支带来了新的商贸发展契机。
20世纪初，大批企业纷纷落户乌特列支，经济得
到进一步繁荣。
    此时，乌特列支政府对乌特列支大学进行大
规模的投资和扩建，通过各种政策倡导新思想、
新技术，鼓励创新和交流，培养商业知识基础，
将乌特列支发展为“知识省”和现代化的知识服
务中心。
    今日的乌特列支遍布世界级的大学和研究中
心以及一流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在高新科技，特
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化技术研发、生产方面居于领
先地位，享有独特而强劲的竞争力。

案例（1）：美国波特兰市如何通过建设城际轻轨实现城市“有智成长”

    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人口近40万。距波特兰以东30公里有Gresham市，
以西30公里则有Hillsboro市，以北15公里还有华盛顿州的Vancouver市。这“一核三
城”，加上周边众多的小城镇，共同构成半径跨越约60公里，覆盖190万人口的大波特兰
都市区。

    在二战后期到来的汽车时代，私人轿车大行其道，卫星城镇飞速发展。然而，到了
70年代，交通堵塞日益严重，令波特兰人重新审视城市和交通发展的模式，建立一个大
都市快速轨道交通网络（MAX）的构想由此产生。

    遵循相同的规划理念，连接中心城区和Hillsboro市的西线也于1998年完工。两年
后，原来经济发展趋于不振的Hillsboro市和中心城区西部均有了明显改观。到2001年和
2004年，两条连接机场和Vancouver市的北线也分别建成，区域的出行效率进一步提高。
这个案例中，MAX系统的建设不仅为大波特兰都市区的市民提供了便捷的，可替换的公共
交通工具，它还引伸出一套市政管理和土地利用政策，来控制、引导城市发展方向。

案例（2）“同步增长”模式

    198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佛罗里达发展管理法案》。这项
法案要求全州各地政府在确保基础设施及其他市政服务(如道路、上下水、垃圾处理、能
源供应、公园、学校、公共交通等)到位前，不得批准新的开发项目。
    法案产生的背景是：过去几十年里，佛罗里达州人口膨胀，经济增长迅猛，大批开
发项目应运而生，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滞后，带来大量社会经济矛盾。新法案要求在
全州范围内执行“同步增长”(concurrency model)的发展模式。把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规
划、建设、维护作为控制和管理城市的工具，确保两者同步协调地增长。
   “同步增长”的发展模式迫使政府从市政服务成本的角度，评估城市无序蔓延的后
果。在批准任何一个开发项目前，必须对该地块未来20至30年的人口增长及基础设施需
求做预测。并在每年实施规划（规划期限五年）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执行，确保增长的
同步性。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捆绑式的管理，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得到
保护，政府的市政服务成本降低，城市发展开始从“无序蔓延”向“有智成长”转变。
二十年来，“同步增长”在佛州取得了显著成功。法案经过几次修改和扩展，作为模范
案例被其他州和地方政府效仿学习。

商业的协调与合作，可以为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南通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外生投资拉动，扶植
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将有助于减少对外生投资
的依赖性。实现这种转轨，是南通未来面对可能发生
的任何危机时，仍可保持健康稳定成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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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建设“大南通市区”

    大南通市区是指以现在南通市区为基础，向东（海
门）和向北（通州）扩展而形成。南通市政府目前考虑南
通─通州或南通─海门这两种空间发展模式。大南通市区
则建议两者并行。南通老城区的改造和建设与海门、通州
息息相关。应当充分利用位于海门越江通道和位于通州的
兴东机场，进一步激活这些设施的功能和效率。

    建设大南通市区的意义在于：这一概念直接支持门户
城市的定位，为门户城市创造了清晰独特的形象。

    大南通市区的开发，应该严格采取集约型模式。历史
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城市较容易过度扩
张，引发土地开发失控，造成道路围绕着市中心呈放射状
使城市无序蔓延。其后果，或者导致旧城区“空心化”，
使土地价值丧失，使基础设施投资浪费。或者，引发配套
的市政设施供不应求，直接加剧政府的财政困难和管理难
度。集约型的开发模式可尽可能避免上述两种倾向发生。
由于距离得到控制，就为土地使用者和政府提供了共同分
担成本和享受收益的机会。

    下图中，开发强度较大的地区用红色表示，包括：
一，沿江地区，特别是港区和老城区之间的地块；二，老
城区与通州、海门之间的轴线地区，特别是新的卫星城
镇，城市化速度将加快。在轴线上开辟新卫星城镇，体现
开发弹性和节奏，而非简单呈“带状”排列。

    我们进一步建议在大南通市区开发中，运用“同步增
长”（Concurrency Model)的规划及城市管理办法，实现
城市的“有智成长”。

图1：未来的”大南通市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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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中心城镇

    遵循“有智成长”的发展模式和集约化原则，南通市域
内的中心城镇应集中并有侧重发展。

    以如东为例（见下图），是未来区域发展中重要的能源
和港务中心。洋口港和掘港镇之间的区域城市化速度很快，
要注意防止无序发散的现象出现。新的工业基地（图中红色
大圆点处）应集中在港区附近，而居住、服务等配套设施（
图中小圆点处）则应向掘港镇靠拢。

    与此类似，启东的吕四港镇作为全国重点中心镇，既是
渔场，又是大型居民点。今后的功能将进一步得到扩大，随
着大唐电厂建设和吕四港开发，这里又会变成一个繁忙的港
口工业城市。

    海安和如皋，目前在南通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但就其
潜力而言，可说潜力无限。这里将是南通联结腹地的南北大
通道，也是公路、铁路和内河航运的节点。在这条通道两
侧，会形成工业走廊，南通未来的制造业中心。

    由于历史原因，南通北三县(如皋、海安、如东)相对落
后于南三市（通州、海门、启东），在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
下，这种差距是能够缩小的。洋口港和沿海风力电场的开
发，南北大通道和工业走廊的建设，正是为缩小南北差距创
造了前提条件。

5.3 结论

    空间战略规划的制定，应将多维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多维
的空间发展框架结合起来，从中选出最优的方案。

    作为门户城市的南通，需要建立大南通市区。

    

图2： 集约型“有智成长”的发展模式

    大南通市区建设，应当采用集约型模式，通过运用“同步增长”的方法，实现“有智成长”。

    发展重点城镇，注意因地置宜，并为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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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沿江开发战略中的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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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沿江开发初见成效

    2003年，江苏省实施了“沿江开发战略”。范围包括
长江沿岸的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泰州、南通6个城
市的市区和句容、扬中、丹阳、江阴、张家港、常熟、太
仓、仪征、江都、泰兴、靖江、如皋、通州、海门、启东
15个县（市）。2001年，这一地区面积2.46万平方公里，
人口2409万，生产总值4548亿元，分别占全省的24％、
32.7％和47.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8874元，是全省平均
水平的1.46倍。

    沿江开发的宗旨，是要加快沿江地区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建设一个国际制造业基地，并缩小长江南北两岸的
经济社会差距。

    计划到2010年，沿江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2800亿元左
右，年均增长12%左右，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53：43，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调整为21：39：40，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5万元左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在2000年基础上增长2倍，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条
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注1

    经过两年多时间，沿江开发战略已经收到明显成效。

   从图1可以看出，与沿江开发有关的苏南、苏中8市，
2003年GDP超过1万亿元，2004年超过1.2万亿元，2005年又
超过1.4万亿元。沿江地区与非沿江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差距
出现扩大的势头。

    6.2 建设长江下游的航运枢纽

    沿江开发战略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
在沿江地区建设一个国际制造业基地；二是在长江下游建
设一个组合式、综合性的航运枢纽。

    这个航运枢纽，是由江苏省沿江两岸一字排开的8个
港口，南京港、镇江港、常州港、江阴港、苏州港、扬州
港、泰州港、南通港组合而成；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腹地
的国际制造业基地提供国内外贸易的港口服务；凭藉临海
滨江的优势，承接江海转运、换装业务；既有散装货运，
又有集装箱货运，还有能源、工业原料的专业储运和中
转。它位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作为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承当集装箱干线港的任务，注2 

而且能够承当上海洋山港的后援基地。注3

    从形势发展来看，建设这样一个航运枢纽，条件越来
越成熟，几乎成了呼之欲出的事。

图2: 江苏沿江港口分布图



71

    6.2.1 长江变成江苏的深水港池

    如前所述，长江口航道疏浚整治工程第三期将于
2008年完成。届时，自南京以下430公里的长江，将形成一
条深达12.5米，底宽350至400米的深水航道。5万吨的货
轮，可以全天候直达南京。这条深水航道，相当于一个深
水港池，周边分布的所有港口都将从中受益，注4 而受益
最大的，非江苏莫属。

    6.2.2 上海港“跳出”长江口 注5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了适应大型集装箱船作
业，上海港的重心从黄浦江向东迁移。

    2000年实施二期工程，新建码头吞吐能力80万标箱。

    2001年、2003年、2004年先后建成三期、四期和五期
工程，吞吐能力超过300万标箱。

    本世纪，上海港又进入新一轮改造。将集中于黄浦江
下游一带老港区腾作它用，重点发展洋山深水港。规划目
标是：2000年至2009年改建和新建集装箱深水泊位达23个
以上，新增能力635万标箱，使上海港的集装箱总吞吐能力
达1845万标箱。

    洋山港位于杭州湾口，距上海约30公里，港址自然水
深达15米以上，可建50多个满足第5代以上集装箱船靠泊要
求的现代化深水泊位。注6

    洋山港建设工程分三期完成：
    第一期（2005年完成），建设5个集装箱泊位，岸线长
1600米，码头年通过能力220万标箱，同时建成长度为总长
约31公里的东海跨海大桥和芦潮港海港新城的配套设施。
总投资约160亿元，其中跨海大桥投资49.5亿，港区投资
70亿。另外的辅助工程有：集疏港公路，投资50亿元；浦
东铁路，投资30亿元；以及内河航道建设等。注7

    第二期（2010年完成），重点提高泊位等级，形成
350－400万标箱能力。
    第三期（远期规划），将建成码头岸线18公里，共
有50多个超巴拿马型集装箱泊位，集装箱通过能力可达
2000多万标箱。

    6.2.3 上海港应提升为国际中转港

    重心将迁移至杭州湾的上海港，应当逐步发展成东亚
地区的一个国际中转港，主要开展集装箱国际转运业务，
即承接由境外启运，经上海港换装国际航行船舶后，继续
运往第三国或地区指运口岸的集装箱及其货物。
 
    国际中转港的重要标志是国际集装箱的转运量，这项
业务至少应占其总吞吐量的20%。但目前上海港的集装箱吞

吐量中，国际转运量不到1%。85%至90%都是来自长三角的
箱量。对上海港的前景，国外十分看好。注8而上海港自已
也有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注9

    这意味着，上海港将同大阪、釜山、新加坡及香港等
国际港口角逐东亚航运中心的地位，而让出国内进出口散
装货物和集装箱的业务，使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两翼即宁
波港和江苏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否则，如果今后长时期上海港仍同江苏、浙江以至长
江中、上游的港口争夺货源，那么不仅对这些港口不利，
而且对上海港也是不利的。注10

    6.2.4 抓紧时机，建设航运枢纽

    长江航道的改造，上海港的重心转移和功能提升，都
是江苏建设航运枢纽的契机。为此，在积极打造国际制造
业基地的同时，还要以更积极的措施来落实“沿江开发战
略”规定的发展沿江港口的任务。注11

    这里补充两点建议：
    一，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大力吸引国内外各种资源
投入港口建设。船公司是港口的客户，不仅要吸引他们来
经营业务，而且要吸引他们以投资或其他合作方式参预港
口建设。把集装箱码头与外资合营，从单纯经济观点看也
许并不合算，但从开辟国际航线，巩固和加强与腹地的联
系，提高港口的竞争力的要求看，则具有难以估量的价
值。

    二，因地置宜，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江苏沿江
有八个港口，存在“结构不合理，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必须加以整合。首先，规划工作要统一，由一个权威机构
来编制全省港口发展规划，规划完成后坚决严格执行。其
次，对沿江港口采用集中管理体制还是分散管理体制，要
根据具体情况，综合短期的以及长期的各种因素，权衡利
弊，再作出决策。

图3: 改造前的上海港区

图4: 改造后的上海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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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沿江开发战略中的南通

    将南通建成门户城市，是沿江开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
一。

    沿江开发两年多来，沿江地区与苏北地区的相对差距
趋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当然，缩小地区差距，至今还是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决非短时期就能自然而然地见效。要
使沿江地区的高速增长，对苏北地区产生强劲的拉动和传
导效应，就需要沿江的中心城市特别是江北的中心城市进
一步发挥吐纳作用，促进苏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
苏北地区开辟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的渠道。从各方面
条件看，南通就是这样的中心城市。为了加强南通的吐纳
功能，应当加大力度，把南通港的建设搞好。注12

    南通港和对江相望的苏州港，互为犄角，扼长江入海
口两岸，是开展江海联运的良港，也是长江下游航运枢纽
的起点和重点。尤其是南通港，如果将来洋口、吕四两个
沿海港口开发成功，就可泊靠10万吨乃至20万吨的货轮，
比苏州的太仓港更具优势。

    6.3.1 赋予南通特殊政策

    1984年，南通已列入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相比其
他城市，南通长期来未能脱颕而出，政策不到位，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

    凡国际化港口，几乎都有自由港政策支持。自由贸易
区在中国翻译成“保税区”，中国加入WTO文件中，又称
为“特殊经济区”。中国保税区始建于1990年，现在已有
13个。12年來，由于保税区实施进口延迟纳税的保税政
策，从而挖掘了港口潜力，促进了外资引进和国际贸易，
但在发展加工贸易、转口貿易为主的国际物流业方面尚未
收到预期效果。

    苏州的张家港已经享受保税区政策，而一江之隔，作
为沿海开放城市的南通却没有享受这样的政策。

    现在，南通港的货物吞吐量已超过张家港，并接近苏
州港，而且发展后劲更大。因此，赋予南通保税区政策，
或比保税区更开放的政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不
仅会有力地促进南通自身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进沿江
开发和苏北振兴事业。

    6.3.2 港区联动：从保税区到自由港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港口城市的发展
中，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00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外高桥区港联动试

点正式封关运作。主要内容是投资28亿元人民币，在原
有的体制不同的保税区与港口之间设立“外高桥保税物
流园区”（现面积为1.03平方公里），享受保税区和出
口加工区的相关政策，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
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从事国际中转、国际分拨配送、
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业务。

    港区联动是上海港向自由港做的一小步尝试。这一
试点，打破了港口和保税区相互隔离，简化了海关监管
手续。就现状来看，其优点主要在于方便了国内企业享
受出口退税政策。客户的货物进入园区后立即进入退税
程序，而不必按过去的规定，一定要等货物实际离境后
再办理退税。注13

    规划中与洋山港配套的上海深水港物流园区，将以
外高桥保税区的监管方案为蓝本，融港口、保税物流园
区、出口加工区为一体，实现更高起点上的区港联动，
向自由港再跨进一步。

    南通也应当争取享受上述自由港政策，并且最终成
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港。真正的门户城市，必然是
一座富裕、文明之城，一座自由、开放之城。

案例：美国的港口管理体制
     
    在美国，港口大多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州或市管理。各地都有明确的港区界线
和管理规章，港区内的水、陆域无偿交给港务局管理，甚至归港务局所有，港区
土地只租不卖。港务管理委员会──港口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定期审议港口的
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针政策。组成人员包括地方政府官员、港务局领导及有关人
士，他们均为兼职，不属于政府编制，亦不在政府支薪。

    港务局──地方政府管理港口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港口的规划建设，港
口公用设施维护，港内安全保障，装卸质量及环境保护等。港务局不直接参与码
头装卸作业，港口作业完全由专业装卸公司负责。港务局与装卸公司签订码头租
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和有关规费。港务局自收自支，不向政府纳税，也不上交利
润，获利部分全部用于港口的发展。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

   位于哈德逊河两岸的纽约港和新泽西港，原来分别由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政府
管理。为解决长期以来两州争夺港口和航道管理权的矛盾，1921年，经美国国会
批准，成立了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统一管理两个港口。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是
经济独立的公共组织和管理机构，不向任何所在州市纳税，也不具收税权。港务
局合并后，实现了港政管理的统一，岸线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港区规划和
建设的效率大大提高，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80年来，纽约—新泽西港务局为纽约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管理着全美最大的港区及基础设施网。不仅经营港
口，拥有大量的港口土地及码头设备，还拥有4个机场、4座桥梁、2座隧道及铁
路、公路客运站、商贸大厦等一些重要城市设施的收益权。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2006年总财政预算是50亿美元。2005年的总收益达30亿
美元，较2004年上涨1.36亿美元。

    美国纽约－新泽西港合并的成功经验，说明统一设置港政管理机构有其优
越性。

    图：纽约—新泽西港务局2006年管辖设施及服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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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江苏省沿江开发总体规划》。

    注2：交通部《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重点发展以上海为中心、浙江
宁波和江苏苏州为两翼的集装箱干线港，连云港、南通、南京、镇江、温州为支线港，其它港口发
展喂给运输的集装箱运输体系。

    注3：2004年11月02日工行特约报道《长三角港口群变局》：洋山深水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一年中经历大风大雨气候的时间通常长达1个月左右，实际作业天数为270天，这个数字并不低。但
是，不可作业天数都集中在外贸出口旺季。众所周知，8月至9月为台风多发季节，同时也是冬季服
装及辅料出口旺季。

    注4：2004年12月9日解放日报《长江口筑水上长城 南北长堤守护百余公里深水航道》：经测
算，航道吃水能力增加1米，第四代集装箱船可加载1000标准箱，每个航次可增加直接经济效益
1500万元。

    注5：2002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上海港“跳出”长江口》：上海已经启动洋山深水港
工程，并加快长江口的外高桥港区建设。这意味着上海港建设跳出了黄浦江，走到长江口，并开始
向近海拓展。

    注6：《关于考察广州、深圳、上海、大连港口发展和建设经验的情况报告》：箱位3700至
5250的第4、第5代集装箱船，已成为洲际干线班轮的主体船型，载箱6000标箱的集装箱船发展迅
猛，8000箱位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已投入运营（吃水16米以上），箱位10000、12000标箱的超大型集
装箱船正在研发中，所以各大港把发展集装箱的目标瞄准全天候可以接纳第5、第6代以上的超大型
集装箱船。

    注7：上海港口管理局《为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撑腰” 上海内河航道建设发力》：上海市
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编报告）》。根据《规划》，上海将
在2010年初步建成以三级为主、四级为辅的高等级内河航道网。

    国外集装箱枢纽港的内河集疏运量达到20%以上，如鹿特丹港集装箱内陆集疏运量中的36%是由
内河承担的，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到内陆的集装箱27%为河运，预计上海内河分流上海港集装箱集疏
运的量可达400万标准箱，占内河集疏运量的19%以上。

    注8：2005年4月29日联合早报《摩根士丹利预测： 深圳港5年后取代香港成为全球最繁忙集装
箱港》：全球最大集装箱港排名今后将出现“四头马车”发展情况，分别是深圳、上海、香港和新
加坡。报告认为，到2010年深圳港吞吐量会达到3350万标准箱，荣登首位。香港和上海港的吞吐量
则将分别为2790万和2583万标准箱。

    随着新加坡在未来5至6年将增添15个泊位，该港在2011年货柜吞吐量可能会达到3100万标准货
柜，这显示到时能够威胁深圳霸主地位的，竟然并非港沪，而是近年积极推动航运业发展的新加坡
港。但报告明言，以长远发展而言，香港和新加坡将会落后于深沪两港。

    到了2020年，上海港会超越所有对手，一跃成为全球首位。

    注9：《“区港联动”进行时》：相较新加坡港国际中转量达到总量的70%和釜山港达到40%的数
字，上海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仅有0.7%的国际中转量亟待提高。

    2004年11月02日工行特约报道《长三角港口群变局》：上海港今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转业
务。洋山港将作为上海港的外港，原来的旧港作为内港，在外港中转的速度非常快，因为不必进内
河，

    甚至不必引航，很适合国际中转。对于上海的出口货物，到外港出运需比往日承担更多的油费，
而中转货则丝毫不受影响。目前地中海航运正逐渐将国际中转货物从韩国釜山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港
有价格优势，在速度和技术上也很完善。上海港口协会秘书长何业钢对此充满信心：“原来从韩国釜
山港中转的我国北方港口每年约200万TEU的集装箱货源，只要海关政策允许，就有可能改从上海港中
转；而原来从香港、新加坡中转往美国的东南亚港口的部分集装箱货源，也有机会选择上海港作为其
中转枢纽港。”

    注10：2004年11月02日工行特约报道《长三角港口群变局》：在拥有巨大的吞吐能力之后，集装
箱货源已经成为未来上海港发展的紧要问题，如今上海港务集团已在长江水道频频投资布局，抢占货
源。

    注11：《江苏省沿江开发总体规划》：充分发挥现有港口能力，调整沿江港口结构，积极发展集
装箱码头，适当发展公用码头和专业码头，根据运输量和货种控制货主码头的建设。重点建设苏州
港、太仓港区的集装箱码头和南京、镇江、南通、苏州等主枢纽港，配套建设江阴、扬州、泰州、常
州等地方性港口，形成专业化分工合理的沿江港口群，积极开辟近洋航线，加强挂港合作，成为长江
中上游大宗散杂货的中转港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的组合港。

南京港：提升集装箱运输功能，积极建设石油化工专业化码头，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内河中心枢纽
港。
镇江港：积极发展钢材、粮油等专业化码头功能，建设长江沿京杭大运河南北水运物资中转港。
南通港：重点发展江海联运，建设长江中上游地区和苏北地区大宗货物内外贸物资的集散港，成为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江苏—翼的重要港口。
苏州港：加快太仓港区的集装箱码头建设和功能提升，联合张家港港区和常熟港区，重点发展外贸集
装箱、木材、钢铁等大宗物资和能源原材料等专业化码头，成为沿江主枢纽港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
重要组合港。
江阴港：建设为临江工业及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化码头，成为江海河换装、多式联运
的地方港口。
扬州港：以海、江、河水中转为主，建设为扬州临江工业及苏北地区物资中转服务的地方港口。
泰州港：积极争取和江阴港的分工协作，建设为泰州及苏北地区物资进出服务的地方港口。
常州港：充分利用周边地区资源，承担大部分货物运输，建设为常州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地方港口。

    注12：《关于考察广州、深圳、上海、大连港口发展和建设经验的情况报告》：美、日专家研究
证明，港口效益的95%属社会效益，港方仅占5%；辽宁省政府研究室对丹东港单船调查，社会效益占
92%，港口仅占8%。

    注13：《“区港联动”进行时》：为了尽快实现退税，不少企业选择了先将货物出口到香港，然
后复进口下游企业的“香港一日游”。如此绕道而行，形成了保税区物流服务进口多、出口少的局
面。以前保税区的物流形式，进口占95%，出口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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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形成与实现，一般有四个步
骤：
    1. 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2. 战略分析与评估
    3. 战略形成与提炼
    4. 战略实施（与总体规划接轨）。

   《南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完成了前三
步。在这个阶段，研究了未来十年南通在长三角地区城市
定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基础设施建设和城
市空间布局等问题，从而为进入第四步编制或修编南通的
总体规划提供了依据。

    下一步，将是把战略规划的研究成果层层分解，纳入
各市县的规划、分区规划以及项目发展计划中去，形成可
以审批，可以执行，可以监督，可以检验的具体的实施方
案。

    应当说明，由于条件所限，在《南通在长江三角洲地
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中，一些结论主要还是带有启发性
的，与实际操作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在美国，规划的制定是在公众参预下进行的。一个城
市的规划集中体现了全体市民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愿景。在
规划制定过程中，往往广泛地激发起市民群众关心、爱护
和建设家园的热情和智慧。因此，我们建议将《南通在长
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作为一份征求意见的材
料，以某种方式交由南通的市民们讨论。在这个基础上进
一步加以完善，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南通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战略规划》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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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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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环球关注》的最新研究成果:  上海-江苏大经济体

China’s Shanghai-Jiangsu “Mega-Province” will be 
Asia’s third Largest Economy by 2017 According to 
forecasts by Global Insight’s China Regional Service

Waltham, MA, 3 May 2006 - Analysis by the China Regional Ser-
vice just launched by Global Insight, the world’s leading company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shows China’s 
“mega-province” of Shanghai and Jiangsu surpassing South Korea 
to become Asia’s third largest economy by 2017, behind only Ja-
pan and India (China excluded). Two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are 
forecast to surpass South Korea by 2021.

The China Regional Service long-term forecast provides analyses 
and projections for key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out to 2025.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Insight forecast:
 
 -The Shanghai-Jiangsu mega-province will leapfrog Bel-
gium, Switzerland, Sweden, and Taiwan in 2006   to 
become the world’s 18th largest economy; 

 -Subsequently, Shanghai-Jiangsu will surpass Turkey (in 
2007), the Netherlands (2011), Australia and    
Brazil (2014), Mexico (2016), Korea (2017), Canada (2019), and 
Spain (2023); 

 -By 2025, Shanghai-Jiangsu will be the 9th largest econo-
my in the world, following closely by China’s    
two coastal provinces, Guangdong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In 2005, the Shanghai-Jiangsu mega-province’s GDP was $335 
billion, making it the sixth largest in Asia and 22nd largest in the 
world. Guangdong’s 2005 GDP was $265 billion and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mega-regional GDP was $251 billion, ranking them 
the 7th and 8th largest Asian economies, respectively. All three 
regions ar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or, in the case of Guangdong, 
bordering Hong Kong.

These coastal regions are where China first establishe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early 1980s, encourag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y contrast, the interior mega-
province of Chongqing-Sichuan falls behind in market reforms and 
subsequently its GDP falls two-thirds below that of Shanghai-Ji-
angsu. Additionally, sharp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degree of open-
ness between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rest of China.

For example, about 80% of the coastal regions’ GDP comes 
from merchandise trade. However, the rest of the China regions 
have a trade-to-GDP ratio average around 10%. The disparity of 
concentra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etween coastal and 
interior regions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2004, the coast 
attracted about 85%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China, 
while central China attracted about 12% and western China 
about 3%.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in economic openness, however, is 
Guangdong province. Because of its proximity to Hong Kong, 
Guangdong has been able to attract vast inflows of export-ori-
ented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since the outset of China’s 
market reform. Merchandise trade accounts for about twice 
Guangdong’s annual GDP, with nearly 17% of FDI into China 
in 2004 going to Guangdong.

In addition to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forecasts, Global 
Insight’s new China Regional Service assesses the business 
climate in China’s 31 regional economies, providing Same-Day 
Analysis of ke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individual provincial risk ratings, and quarterly regional 
forecasts and reports. Regional profiles are also included that 
cover economic conditions, investment climate, operational 
issues, infrastructure, and politics and security. China’s regions 
are divided into 31 administrative units comprised of 4 provin-
cial administrative level municipalities, 5 autonomous regions, 
and 22 provinces, with each of the units covered in detail by the 
China Regional Service.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Global Insight’s China Regional 
Service, forecasting, analysis, and same-day commentary can 
be found at: www.globalinsight.com/china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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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南通在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中期成果汇报会会议纪要

    2005年12月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南通在长
三角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中期成果）》（以下简称《战
略规划》）汇报会，南通市委罗一民、副书记、市长丁大
卫、市委常委、副市长蓝绍敏、副市长宋飞、吴晓春、市
委副秘书长黄卫东、沈雷出席了会议，南通市发改委、规
划局、经贸委、交通局、建设局、开发区、崇川区、港闸
区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专业人员参加了会议，在听
取规划编制单位美国规划协会（APA）的规划汇报过程中，
双方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增进了共识，罗书记、丁
市长对《战略规划》的取向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认为罗
书记、丁市长指导性意见是《战略规划》修改的主要依
据，并吸收其它市领导和专家意见，使规划更臻完善。

    罗书记认为美国APA做地区性的《战略规划》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完善“十一五”规划、贯彻落实市
委全委会精神，规划好南通，为长三角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将更具深远和现实意义。

    我觉得美国APA的很有特点：

    一、美国APA派出了代表美国最强的技术力量，投入的
人力，精力大，工作非常认真，苏解放先生比他在美国做
规划还要认真，在他的感召下，其它同仁也非常认真敬
业。

    二、《战略规划》中期成果交流，运用了最新的规划
理念、方法，注意跳出常规狭隘的思维，把城市放在更宽
广的背景下考虑，不是简单建筑物的堆砌，不仅注意物质
因素，更注重非物质因素，包括综合运用社会、历史、文
化、经济因素，研究南通发展定位，把美国近几十年遇到
的经验与教训融入南通规划当中，与中国倡导的科学发展
观、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加快城镇发展等有共同之
处。矩阵分析方法，精确多角度选择最佳方案对我们最有
启发。

    三、规划占有大量资料分析，战略定位与思考建立在
客观基础之上，对下一步规划的深化工作提供了比较好的
基础。为完善规划我提三点希望：
    1、美国APA应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沟通讨
论，突破思维定势，互动启发，开展不拘形式，畅所欲言
的讨论一研究。
    2、双方应更紧密地配合合作，在资料研究成果上共
享，南通曾做过不同形式的战略规划，请过国内的专家，
同时积累了很多资料，我们在本地生活、工作，对本地更
了解，中国有句古语：“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希望本地
的“鸭”，美国的“鸭”能预先感知“水”的温暖，这是
双方共同的大事，本地应更主动地配合服务。
    3、《战略规划》最好能与本地已基本形成的战略思
考融合形成结合点，APA要与南通的实际相吻合，通过不
同的探讨思考，殊途同归，最后得出共同的结论，如市委

全委会提出“十一五”的主题是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已
体现了与APA不谋而合的想法。在如何利用区位优势，潜力
优势等方面，希望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南通的基本战略构想是“依托江海、崛起苏中、融入
苏南、接轨上海、走向世界”，与APA的规划都有吻合的地
方，但有些还需作进一步深入讨论。依托江海，南通具有
独特的江海优势，APA更多的重点放在接轨上海方面是对
的，但如何让上海有求于南通要作进一步探讨。与苏南、
苏中还需要强化，南通在苏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融入苏南
经济板块，苏南与我们一江之隔，过江通道建成后，一方
面经济关联度、互补性更强，苏南是长三角最先进、最发
达的地区，在新的起点上，南通的发展水平要达到苏南的
水平，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工业化途径问题，甚至包括城
市的功能、空间布局，希望作进一步探讨。走向世界，要
利用南通现实的基础，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来发展
自己的城市。总之双方的一些研究思路与想法，要进一步
取长补短，找到共同点，使它真正成为今后行动的方向指
南，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

    APA在中国城市的规划中，做得最早、投入最大的是南
通《战略规划》，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把《战略规划》
做成一个范本和精品，帮助南通的发展，帮助APA在中国打
开一个新的局面。要使本来不想请你们(APA)做的，看到南
通的范本，现在请你们做，实现这一点要靠方方面面和大
家的共同努力。提出上述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在座的
各位多提意见。

    在下午继续进行的《战略规划》汇报会上，丁大卫市
长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发言：

    衷心感谢美国APA为我们所作的精彩指导，听了以后很
受启发，对下步“十一五”规划很有帮助，APA的专家权威
都是世界级的，新本子凝聚了APA专家、教授与南通的心
血，也是经验智慧的体现，提供了2个方案的比较选择，很
有质量，吸收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比上一次大大进了一
步，具有前瞻性。时期也很好，正值“十一五”规划定稿
之前，下一步要在今天的基础上，搞得更好。

    双方合起来是一个团队，APA各位专家具有对世界、
全球经济的眼光，同时非常专业，这些长处正是我们所需
要的。我们的长处是对地方和国情更了解一些，团队组合
起来，可以搞出更好的东西。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放在一
个更大的区域层面来研究，中国的发展有两个问题是要解
决好，一是中国的人口2030年进入高峰后往下走，人口基
数非常大，这么多的人口要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并把世界
上的事情办好。二是资源的问题，自身的资源需求大而有
限，又不给世界造成负担。中国的国土区域有三个台地：
青藏高原、黄土高坡（河南中原一带）、沿海及长三角地
区（与世界经济发展融合的地区），这个题目与我们所讨

论的似乎比较远，但不可缺少，中央要求东部发展得更
好，它又是城市、产业发展的理想区域，南通地处长三
角，是中国东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南通的责任是要对
区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规划对南通的优势讲得还不透彻，上一次我系统讲
过一次，这一次把一些新情况介绍给APA，可以用二句话
概括：

    第一句话：“巨大的现实优势在沿江”。

    1、最近交通部传来信息，长江口治理区从过去的
-8.5米提高到-10.5米，-10.5米有6个小时，加2米潮差，
12.5米水深可以从长江口到南通，到2006年底或后年初，
长江口水深将达到12.5米，加潮差2米，可达到14.5米，
14万吨船可以直达南通港，25万吨船减载1/3可达到南
通，连云港最多可达到14.5米，这非常有意义，上游至
江阴大桥，再大船就不能进入，真正意义的大船只能到
达南通（狼山、通海、如皋港）。

    2、长江以北东部铁路将修建沪通铁路大桥（位于苏
通大桥以东约7公里），国家铁道部将南通的铁路功能定
位为：上海北部的客运中心、物流中心和维修中心。铁
道部已与江苏省政府这成协议，明确提出加紧推进，争
取2006年开工。   
      
    3、连盐通高速提前一年通车，明年盐城—连云
港—山东半岛高速将建成。2006年沿江高等级疏港公路
（南通—南京）双向四车道将全部贯通，相当于西欧的
莱茵河。

    4、省委李源朝书记现已正式确定，崇启、崇海大桥
2006年6月正式开工。

    第二句话：“巨大的潜力空间优势在沿海”。

    1、沿海土地资源非常充沛（滩塗不断生长），地
质结构比较稳定，可以发展产业与制造业，风力发电、
直接在滩塗上，既是风景、又是能源，这是南通独特的
优势，确定研究与上海的关系，以前讲了更多的依赖关
系（靠上海），但南通也有它自身特有的优势与特点，
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毕竟是一个更大的国际平台，
“南通”南面要通，是一个关键因素，与上海是一种优
势互补，我考察了上海大小洋口港，对南通的发展是一
种促进，与上海联系最快捷的地区肯定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地区。上海有两种趋势，城市拥挤，土地昂贵，人往
外跑，上海商务成本过高，产业外移（不一定是低端产
业），上海想要舒展，就必然给我们带来机会。 

    2、南通与上游苏北的关系，这几年苏北基础设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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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发展都比较快，这要寻找交流的窗口和与世界交流
的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南通吞吐量三年翻一番的原因，
2002年南通港吞吐量3-4千万吨，今年达到8千万吨，明年
将过亿吨。8千万吨中有1/3通过运河进入苏北，1/3从长江
至上游，1/3是本地消化。集装箱运量，南通今年是50万标
箱，其中有一半走上海。

    3、南通的未来将有几个发展趋势：（1）产业密集
区：基础产业制造业，今年实际达到帐外资已达11亿美金
（老口径统计16亿），已超过省会南京，在手投资工业项
目超过1千亿（人民币），产业集聚是大趋势。（2）人口
密集区。（3）城镇密集区：需要研究南通会不会形成象日
本九州的海湾区域成为产业、人口密集区，与世界市场融
合在一起。南通会不会是中国的东京湾？这个比喻是否恰
当，为什么前面提到三个盆地，正如有些专家提出的“与
其将水往上游输送，还不如在丰富的地方配置”，我们能
不能顺应这种 趋势？下一次希望看到南通与日本、美国城
市带及世界城市群案例分析比较。

    4、南通的定位：（1）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基础
产业的国际工业走廊。（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组合
大港和物流中心（大量的集装箱走上海，大量件杂货走南
通）。（3）上海都市圈北翼江海交汇的国际化港口城市。

    5、下一步《战略规划》深化完善的重点区域：(1)启
东地区大片的生态农田与现实发展不符，要细化。(2)“大
南通地区”是否带状一直延伸到海门，还是组团式的？带
状主要是长距离的交通，我考察过莱茵河区域，生态很
好，城市与生态，产业分段结合得很好，我在美国学习期
间，接受的“滨水城市”的概念，都是人居与生态，产业
结合得较好的城市，沿江开发并不是全部排满。(3)沿海组
团需要研究。(4)如皋沿江岸线，潜力非常大，南通与如
皋连起来就更长，中间生态如何运用？这几个城市之间应
有机联系，以生态相隔，今后如皋主城区与长江镇（如皋
港）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化研究。(5)南通中心城区与洋口
港、吕四港如何联系应进一步细化。(6)深化研究南通中
心城区与沿海港口、吕四港的空间地带的重点中心镇、一
般乡镇的发展问题，苏南乡镇与苏中的差距在于，苏南中
心镇发达，比较繁荣，苏中比较稀疏，中间有许多结点（
工业、居住）必须有机联系，现在农村建房比较散，中心
镇弱，图中重要的中心镇结点必须体现。(7)建议研究一
下南通的水系（陆路联系比较充分），重点要规划梳理与
大海长江联系的河流，它对南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通过
规划，把长江与大海连接起来。我到过德国的一个城镇拜
德，它45%依靠水运，南通有这样的基础。(8)上海方面的
专家提出在长江北支（崇明岛北侧）筑坝建淡水湖，另一
部分专家提出反对意见，这将使长江继续往南偏移，对南
通的港口及长江岸线构成威胁，我们希望保持现有稳定的
生态。松花江事件警告我们，长江上游放化工对城市不安
全，应分布在沿海一带。怎样使一个地区的资源优势放大

到最大，并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这是我在美国老师那里
学习的体会。我希望借助于APA《战略规划》能更好地体现
和谐使用资源（即一方面得益，不能损害另一方面）、可
持续规划好资源（码头、岸线），使规划更富有特色。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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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丁大卫市长在《南通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战略规划》评审会上的讲话纪要

    2006年5月20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南通在
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规划》评审会，市长丁大卫、市人大
副主任陆兴达、市政协副主席杨伯林出席了会议，南通市
发改委、规划局、交通局、经贸委、国土局、科技局、旅
游局、港务局、铁路办、环保局、建设局、崇川区、港闸
区、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和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名单
附后），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美国规划协会（APA）的汇
报，认真审阅了文本、图纸，会议认为编制单位对中期成
果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深化完善，从全新的视角对南通的
发展机遇、城市定位、城市形态、空间布局、政策环境等
方面进行系统分析，为南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思路。

    最后丁大卫市长作了总结性发言，会议要求编制单位
（APA）按丁市长讲话精神和市各部门意见进行修改和协
调对接，使规划更臻完善。

    丁大卫市长首先感谢美国规划协会（APA）为我们提
出了一个高质量的规划方案，令人振奋，规划对上一次讨
论会意见作了更深刻的研究，总体是比较满意的，很有启
发，我想要很好地借鉴吸收，在中期、远期发展中有很好
的指导作用，经过2年的共同努力工作证明中美之间的合
作比较成功，这一次既是一个机会，又面临一个新的发展
机遇，它是南通自身发展与江苏发展、中国发展、全球化
产业接轨的战略机遇，很大程度上与规划对南通未来的定
位有密切的联系，这次南通市委、市政府对“十一五”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非常重视，这两个规划重点是管战
略的，城市建设当中有三句话：总体规划讲战略、分区，
详规讲管理、建设过程重项目，在战略层面上，通过在美
国的学习考察，知识更上了一个新层次，从过去的三维空
间向四维转变（时序开发），这一次在与美国合作过程
中，APA有两个方面的突破：1、对城市资源最有效地利用
与和谐利用；2、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规划手段，对社会各
利益进行了平衡，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这就是城市三维规
划的理念。

    要把一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的用好，主要是通
过规划手段把局部、全局、短期、长期、阶段性、连续
性、潜在、现实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我的体会是阶段
性、现实、局部优势往往看得比较清楚，但在战略角度
讲，全局、长期、潜在优势将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这就
是2年来为什么要与美国APA合作的原因。我们不仅与APA，
还与清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进行合作，同时还与上
海发改委进行合作，试图从不同层面分析未来的南通，把
握历史发展的机遇。美国APA规划使南通对外开放与世界
经济能更好地融合，因为南通是沿海城市，未来更开放，
可以从一个新的视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当中，南通
应该注意什么？发展什么？这就是请APA的目的之一。现
在看来，通过双方合作已经达到了三个基本目标：

    第一目标规划从全球、从长三角、从上海的角度，提

出了建议，经过几次交换意见，这个本子已经越来越成熟
了，是一个很有质量的研究报告，我在清华大学与北京规
划专家交流的时候已注意到他们已经在运用APA的规划成
果，在几个方面形成共识，这一次研究成果将发挥更大的
作用。

    第二目标APA是全球性规划组织，对资源的了解非常
充分，通过合作双方可以把南通推介给全世界，你们有你
们的优势和权威，你们对南通比较优势的理解，在对世界
各投资商进行推介时可能会更管用（比南通自我推介），
不会让外商把南通当作南京或上海的一个城区。南通在全
球经济中应该有它自己的位置，杰夫先生在不同的场合提
到了南通的优势，我在中央党校的图书馆、资料室找到杰
夫先生的报告和对中国规划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杰夫
先生是南通的好朋友，让我为看看这本报告有没有南通灿
烂前景的推介,我注意到世界许多中介组织为投资商提供
咨询，把城市分为最具价值，最具潜力城市推介，今后还
会有许多机会到美国学习考察，南通应该是中国大陆最具
价值的城市之一，2年前讲可能是过分要求，但今天APA对
南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包括在全世界重要的会议上推介
南通。这次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破天荒的到中央党校作报
告，讲到中国许多城市，但没有讲到南通，下一次我希望
听到有关南通的介绍。

    第三目标继续与美国APA保持长期的信息交流，双方在
合作过程中学到世界许多城市的经验、教训以及给我们的
提醒，已反映到规划文本里，如集约化、环境、适应比较
优势发展的产业等，非常重要，明确了各城市的布局、发
展方向等，我想不能把短期的当成长期的，把局部当成全
局的，我们要认真消化吸收。APA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平令
人敬佩，我再次代表南通市政府表示衷心感谢。

    下一阶段，要在今天这个文本基础上继续修改完善，
深化方面的具体事宜请与会的各专业部门提出的意见对
接。APA三个重要概念，尤其是“门户城市”概念对我们很
有帮助，大桥，港口与长三角一体，南通与上海的关系，
南通是不是上海的后花园？沪通之间的互动，不是简单的
被动接受辐射，而是互动，这一点与上海后面的一些其它
城市是有区别的，这是下一阶段深化方向性的课程，上海
大小洋山港对南通究竟意味着什么？上海是中国经济龙
头，一举一动对长三角的影响巨大，在龙头城市上海层面
上，要把南通的优势定位好，争取更大的作为。

    APA修改完善后的报告必将对南通总体规划修编，“十
一五”规划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最后我
代表与会各部委办局再一次对APA表示衷心地感谢。

（以上根据丁大卫市长讲话记录整理，未经丁市长本人审
阅）。
    南通市规划管理局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