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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又一项国家战略来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这份总计 3 万字的纲
要，将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全景清晰
地勾勒了出来。
《纲要》显示，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 35.8 万
平方公里）。以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
州、宁波、合肥等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
《纲
要》规划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公
开资料显示，这片国土面积仅占全国总面
积 2.3%的地区，拥有 2.25 亿人口，贡献了
全国 1/4 左右的 GDP，进出口总额、外商直
接 投 资 、对 外 投 资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37% 、
39%和 29%，全国约 1/4 的“双一流”高校、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布
在这里，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
数均占全国 1/3 左右。
既然长三角已经如此发达，那一体化
的长三角又将是什模样？
《纲要》给出了解
答。
看点一：关于上海
提升上海服务功能。面向全球、面向
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围绕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
建设，着力提升上海大都市综合经济实
力、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枢纽功能、航
运高端服务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有
序疏解一般制造等非大都市核心功能。形
成有影响力的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
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推动上海品
牌和管理模式全面输出，为长三角高质量
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服务。
看点二：关于江苏
发 挥 江 苏 制 造 业 发 达、科 教 资 源 丰
富、开放程度高等优势，推进沿沪宁产业
创新带发展，加快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
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看点三：关于浙江
发挥浙江数字经济领先、生态环境优
美、民营经济发达等特色优势，大力推进
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整合
提升一批集聚发展平台，打造全国数字经
济创新高地、对外开放重要枢纽和绿色发
展新标杆。
看点四：关于安徽
发挥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制造特色鲜
明、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
推进皖江城市带联动发展，加快合芜蚌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
色发展样板区。
看点五：
关于区域联动
建立城市间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共商
共建机制，推动跨地域跨行业商品市场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统筹规划商品流通基
础设施布局；加强长三角中心区与苏北、
浙西南、皖北等地区的深层合作，加强徐

州、衢州、安庆、阜阳等区域重点城市建
设，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持续有
序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加强沿江港
口、高铁和高速公路联动建设。
看点六：关于都市圈
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卡
通为着力点，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
常、宁波都市圈建设，统一规划建设都市
圈内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实现都市
圈内教育、医疗等优质服务资源一卡通共
享。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
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加强南京
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推动杭州
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的紧密对接和分工
合作，实现杭绍甬一体化。加强淮河生态
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环太湖
生态文化旅游。
看点七：关于城乡融合发展：
关于加大苏北、浙西南、皖北等城乡
基础设施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大别山革
命老区对外联通通道建设，实施农村基础
设施补短板工程，提高区域交通通达能力
和其他基础设施综合配套水平。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构建城乡居民身份地位平等的
户籍登记制度，完善适应上海超大城市特
点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南京、杭州特大城市
的积分落户制度，提升中心区其他城市人
口集聚能力。
看点八：关于跨区域共建共享
推动宁波前湾沪浙合作发展区、嘉兴
全面接轨上海桥头堡建设，打造上海配套
功能拓展区和非核心功能疏解承载地。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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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港口协同发展。
看点十一：关于“数字长三角”
加 快 推 进 5G 网 络 建 设 ，深 入 推 进
IPv6 规模部署，加快网络和应用升级改
造，打造下一代互联网产业生态；统筹规
划长三角数据中心，推进区域信息枢纽港
建设；加快量子通信产业发展，统筹布局
和规划建设量子保密通信干线网，开展量
子通信应用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
基于人工智能和 5G 物联的城市大脑集
群；建设南京位置服务数据中心；全面推
行长三角地区联网售票一网通、交通一卡
通，打造国际领先的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
看点十二：关于生态保护
加快长江生态廊道、淮河－洪泽湖生
态廊道建设，
加强环巢湖地区、崇明岛生态
建设。以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浙西－浙
南山区为重点，
共筑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
完善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
全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
探索建立污染赔偿机制。
看点十三：关于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医疗方面，完善住院费用异地直接结
算，开展异地就医门急诊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试点工作；教育方面，促进教育均衡发
展，
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
研究发布统
一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协同开展监测
评估，
引导各级各类学校高质量发展，
鼓励
长三角区域图
沪苏浙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到安徽设立分
支机构；
文化方面，
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
续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域特色文化品牌，推出“高铁+景区门票”
、
连云港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江苏沿海 “高铁+酒店”
等快捷旅游线路和产品。
地区发展。
看点十四：关于就业创业
看点九：
关于创新产业体系
制定相对统一的人才流动、吸引、创
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和资源共享，
业等政策，构建公平竞争的人才发展环
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打造
境。实施有针对性的项目和计划，帮助高
全国原始创新策源地。研究制定覆盖长三
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
角全域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建立一
就业创业。联合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
体化人才保障服务标准，实行人才评价标
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成立区域
准互认制度，允许地方高校按照国家有关
公共创业服务联盟，开展长三角创新创业
规定自主开展人才引进和职称评定。推动
大赛，
打造公共创业服务品牌。
互联网新技术与产业融合，
发展平台经济、
看点十五：关于对外开放
共享经济、体验经济，
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
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领
动能。
率先开展智能汽车测试，
实现自动驾
域对外开放，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强跨
驶汽车产业化应用。率先建立区域性工业
境电商国际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制度创
互联网平台和区域产业升级服务平台。
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加快大通关一体
看点十：关于交通
化，深化口岸合作，加强协调对接，提升通
轨 道 交 通 方 面 ，共 建 轨 道 上 的 长 三
关一体化水平；稳步开展外国人永久居
角，加快沪通铁路一期、商合杭铁路等在
留、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出入境便利服
建项目建设，推动北沿江高铁、沪苏湖等
务、留学生就业等政策试点。
规划项目开工建设，推进沿淮、黄山－金
华、沪甬、甬台温福、宁杭二通道的规划对
■延伸阅读
接和前期工作，积极审慎开展沪杭等磁悬
27 个中心区城市
浮项目规划研究；公路交通方面，对高峰
它们分别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
时段拥堵严重的国省道干线公路实施改
上海，江苏省的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
扩建，加快推进宁马、合宁、京沪等高速公
苏州市、南通市、盐城、泰州市、扬州市以
路改扩建；机场方面，合力打造世界级机
及镇江等 9 个城市，浙江省的杭州、绍兴、
场群，支持苏南硕放机场建设区域性枢纽
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和金华、湖州、嘉兴
机场；加快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
等 9 个城市，以及安徽省的合肥、滁州、马
淮安航空货运枢纽建设，规划建设嘉兴航
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和安庆等 8 个
空联运中心；港口方面，鼓励各港口集团
城市。整个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区总面积为
采用交叉持股等方式强化合作，推动长三
22.50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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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将同城化通勤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提出在
轨道、高速公路、航空及港口等交通领域共建长
三角。到 2025 年，交通等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一体
化发展。
积极审慎开展沪杭等磁悬浮项目研究
《纲要》提出，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集
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现代轨道交通运输体系。
具体来看，加快沪通铁路一期、商合杭铁路
等在建项目建设，推动北沿江高铁、沿江高铁武
合宁通道、沪通铁路二期、沪苏湖、通苏嘉甬、杭
临绩、沪乍杭、合新、镇宣、宁宣黄、宁扬宁马等
规划项目开工建设，推进沿淮、黄山－金华、温
武吉铁路、安康（襄阳）－合肥、沪甬、甬台温福、
宁杭二通道的规划对接和前期工作，积极审慎
开展沪杭等磁悬浮项目规划研究。
省际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对高峰时段拥堵
严重的国省道干线公路实施改扩建，形成便捷
通达的公路网络。加快推进宁马、合宁、京沪等
高速公路改扩建。完善过江跨海通道布局，规划
建设常泰、龙潭、苏通第二、崇海等过江通道和
东海二桥、沪舟甬等跨海通道。滚动实施打通省
际待贯通路段专项行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
实现都市圈同城化通勤
根据《纲要》，到 2025 年，跨界区域、城市乡
村等区域板块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比如，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推动都市圈
同城化通勤，加快推进城际铁路网建设，推动市
域铁路向周边中小城市延伸，率先在都市圈实
现公交化客运服务，构建快速便捷都市通勤圈。
支持高铁快递、
电商快递班列发展。
加强都市圈间大通道、大枢纽建设，提高城
际铁路、高速公路的路网密度。到 2025 年，铁路
网密度达到 507 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密
度达到 5 公里/百平方公里。
城乡融合方面，推动中心区农村公路提挡
升级，加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联通通道建设，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提高区域交通
通达能力和其他基础设施综合配套水平。
规划建设南通新机场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编制实施长三角
民航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高区域航空国际竞
争力。规划建设南通新机场，成为上海国际航空
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提升杭州、南京、合
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增强宁波、温州等区域航
空服务能力，支持苏南硕放机场建设区域性枢
纽机场。加强航空货运设施建设，加快合肥国际
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淮安航空货运枢纽建设，规
划建设嘉兴航空联运中心。
各港口集团可交叉持股开展合作
《纲要》提出，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形成
世界级港口群。加强沪浙杭州湾港口分工合作，
以资本为纽带深化沪浙洋山开发合作，做大做
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枢纽港，加快推进
宁波舟山港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建设。
同时，在共同抓好长江大保护的前提下，深
化沪苏长江口港航合作，苏州（太仓）港建设上
海港远洋集装箱运输的喂给港，发展近洋航线
集装箱运输。推动长江淮河干流、京杭大运河和
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提高
集装箱水水中转比重。
记者注意到，为加强沿海沿江港口江海联
运合作与联动发展，
《纲要》特别提出，鼓励各港
口集团采用交叉持股等方式强化合作，推动长
三角港口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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