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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基础条件优越
胶东经济圈率先发力

2020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
东半岛城市群。出台省会经济圈、
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三大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指导意见。

1月1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发布，“胶东五市”一体化顶
层设计出炉，意味着胶东经济圈
一体化走在了省会经济圈、鲁南
经济圈前头。

为什么胶东经济圈一体化率
先启动？这主要源于优越的基础
条件和难得的战略机遇。

胶东五市同处胶东半岛，地
缘相接、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
化相通，具有人口和经济体量的
优势。据统计，2019年，胶东经济
圈5市人口占全省的31 . 6%，生产
总值占全省的42 . 2%（占黄河九省
区的13%），对外贸易占全省的
64%，利用外资占全省的67 . 3%，财
政收入占全省的43 . 3%。

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三核，胶
东经济圈占了两核——— 青岛、烟
台，山东自贸试验区三片中胶东
经济圈占了两片——— 青岛片区、
烟台片区，中日韩自贸区还与半
岛城市群交汇在一起。

此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
为胶东一体化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

但也应看到，从省内看，胶东
5市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2019
年基本与2009年持平，一直维持
在42%左右。也就是说胶东5市虽
然拥有优越的条件，但发展速度
与全省相比，没有显示出优势，没

有快于省内其他地区。
从全国看，北有京津冀，南有

长三角，西有中原城市群，山东想
破解区域发展“孤岛”困局，就应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单打独斗变融合互动
避免同质化竞争

目前胶东5市围绕基础设施、
产业整合、工作机制等方面做了
不少有益的探索，但与先进城市
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在错
位发展、协同发展方面，仍然需要
下很大的功夫。

串珠为链，握指成拳，如何避
免同质化竞争的怪圈，发挥胶东
五市叠加优势？

“胶东经济圈现在的同质化
比较严重，但是你要观察到三个
现象。”泰山学者、山东社科院二
级研究员张卫国提醒，看起来都
叫海洋产业，但实际上产业分工
是可以实现非常明细的。

“像港口整合，以前烟台、
日照、青岛、潍坊都在搞同质化
港口经营，现在整合了以后，发
挥青岛枢纽港、支线港、干线港
的作用，让其他港分工和专业
化协作，行政壁垒就不会存在
了。”张卫国举例说，青岛可以
搞高端的智慧的，烟台搞海洋
装备制造，威海搞海洋食品加
工和深海捕捞，潍坊有潍柴，搞
动力设备、高新技术产业，“都找
到自己的定位。”

《指导意见》也为胶东经济圈
指出了几大路径：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产业创新协同共进、对外开
放携手共赢、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

“条块分割，关起门来过自己
的小日子，特别可怕，这是未来需
要打破的。”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
长陈华认为，行政区划容易造成

“各自为战”，胶东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阻碍胶
东地区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
障碍。

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着
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
机制障碍。

陈华认为，区域一体化要发
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作
用，更重要的是发挥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
用。

《指导意见》专门就此提出推
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从统筹
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土地海域三
大资源配置入手，同时完善资源
要素交易平台。由青岛市牵头建
立胶东五市联席会议制度，定期
召开会议，研究推进一体化发展
的重大事项。

青岛当好“带头大哥”
五市共谋“圈”发展

经济圈必须要有核心城市，
各个城市需要分工协作。

5月7日的推进会提到，要坚
持优势互补、点面结合，发挥好青
岛的龙头作用，各市要立足优势、
分工协作、主动作为，努力在一体
化过程中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
展。

青岛作为胶东经济圈的核心
城市，必须当好“带头大哥”。

要扮演好这一角色，青岛必
须跳出原有的城市定位，以都市
圈的思维和视野，提升自身城市
能级，把一般要素往外疏解，辐射
带动胶东经济圈发展，最终形成
相互依存、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推进会两天后，先是5月9日
潍坊党政考察团来青考察。5月14
日这一天，烟台、威海、日照三市
党政考察团同日来青考察。无论

是签署合作备忘录还是发展框架
协议，胶东5市目的很明确——— 完
善合作机制，发挥各自特色，加快
推进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潍坊动作最快。“现在，区域
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势在必
行，我们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
上，携手发展恰逢其时。”潍坊市
委书记惠新安表示。

2007年，两市提出“青潍一体
化发展”，近日潍坊将出台《潍坊
市推进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行
动计划》，聚焦关键领域推进一体
化，努力在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先
行探索、努力破题。

“三核”之一的烟台在胶东经
济圈一体化中作用非常关键，这
也是烟台自己争先进位的机会。

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表示，
烟台研究确定了104项年度重点
任务，下一步将主动参与、积极融
入，重点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完
善、海洋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协同
发展、区域社会风险联防联控四
个方面力求有大的突破。

威海与其他各市的距离较
远，但推动半岛区域协同的力
度并不小。“胶东经济圈一体化
思路清晰、路径明确，必将极大
改变各市单打独斗的格局，加
快一体化发展进程。认真学习
兄弟市经验，全面启动胶东经
济圈一体化建设。”威海市委书
记张海波说。

2 0 1 6年，日照与潍坊一起
与青岛签署了合作协议，就共
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青潍
日城镇组团发展达成共识。

要融入胶东，必须首先突
破交通瓶颈。日照正联合推动
青岛至日照高铁纳入国家、省

“十四五”铁路规划，争取京沪
二通道东线方案、日照至京沪
二通道连接线、青岛 1 3号地铁
线南延日照等项目尽快落地。

5月7日，胶东经济
圈一体化发展工作推进
会以六地视频连线形式
举行，山东省政府在济
南会场，青岛、烟台、潍
坊、威海、日照在五个分
会场。会议标志着胶东
经济圈一体化各项工作
全面启动。

“一体化”和“高质
量”是推动胶东经济圈
一体化发展的两个关键
词，破除行政壁垒和体
制机制障碍也是区域一
体化最大的难题。如何
发挥好青岛龙头带动作
用，烟潍威日4市在龙头
带动下如何实现错位发
展、协调发展、有机融
合？这些都有待于在谋
划推进中明晰与破解。

从城市到城市群，新的时代
已经到来。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规律，都
是圈化和城市群化发展，围绕着一
个中心城市去发展。”张卫国表示，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竞争力的提
高，更依赖城市群在有序竞争中的
合作。

从省内看，区域协调发展一
直是山东的着力点之一。

山东省会、胶东、鲁南这三大
经济圈，通过高铁、高速公路、
铁路骨干交通网络联系，一体
化发展趋势明显。从目前实际
情况看，省会和胶东经济圈的

发展比较充分，鲁南经济圈整
体还处于欠发达状态，是山东
发展的短板地带。

张卫国分析认为，三大经济
圈各自有不同的功能，有着差异
化定位。省会经济圈以济南为核
心城市，近年来随着首位度不断
提高，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泰
安、德州、聊城、滨州等纳入济南1
小时圈。

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承载着
建设海洋强省的任务，张卫国
认为，这个作用没人可以取代。

去年 1 2月，山东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鲁南经

济圈”的概念。“我认为主要是
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南
北差距问题。”张卫国建议，可
以考虑把临沂作为核心城市，
无论人口还是面积都是最大
的，还是国家规划的物流节点
城市。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冰认为，经济布局事关一个地
区长远发展，城市圈是承载人口
的主要区域，山东必须加强内部
互联互通建设，搞好差异化定位，
可以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
验，从更高层次产业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省内三大经济圈

形成区域发展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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