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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长江上游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整体创新发展能力弱尧环境污染治理压力大尧四大中心城市发展差距大和
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尧不充分的现实困境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五大发展理念,
进一步从整体上明确其发展指导思想,在区域层面建立健全协同发展机制,在四大中心城市层面
着力产业体系尧市场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在城市群内部应着力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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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 把握高质量发展
新态势袁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遥 更高质量尧更有效率尧
更加公平尧更可持续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袁质量第一尧效益优先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袁质量
变革尧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的手段遥 应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
新问题需要持续深化体制改革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咱1暂遥 立足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一方面袁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袁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咱2暂遥 另一方面袁高质量发展是资源配置效率高尧

资源环境成本低尧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袁这客观上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袁必须重视
资源的合理配置尧生态环境保护袁降低社会风险的过度积聚等问题咱3-6暂遥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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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首先袁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尧打好三大攻坚战尧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等措施来推
动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咱7暂曰其次袁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不断深化野放尧管尧服冶改革尧优化地方政府管
理尧加大产权保护力度等方式咱8-9暂曰再次袁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尧建立健全利益共
享机制尧推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咱10暂遥 总的来看袁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等多个领
域的改革和创新袁具有系统性袁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其发展水平和实施结果遥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战略部署遥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具有内容多样性尧空间差异性的典型特征袁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区域内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遥 野建立

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尧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袁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冶既是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袁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发展方式遥 总体上袁城市群是
城市聚集发展和扩散发展在区域层面所呈现出的一种空间发展形态遥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将城市
群的形成和演化划分为孤立分散尧城市弱联系尧城市群雏形尧城市群成熟四个渐次递进阶段袁城市群
内各城市之间联系紧密尧分工明确尧优势互补的关系格局是城市群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遥 城市群协
同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袁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袁广大学者赋予了城市群
协同发展不同的内涵遥 在协同学理论框架内袁城市群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系统袁城市是城市群的
活动主体袁城市群协同发展依赖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链接关系和相关要素流动袁依赖于系统整
体协同和交互作用袁经过无序到有序尧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系统演化袁实现城市协同发展的增
值效应

曰基于野网络结构冶理论袁城市群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袁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干预下袁

咱11暂

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大尧中尧小城市通过中心城市的引导和带动袁城市之间形成协同合作尧共生演化
的系统结构袁城市群协同发展最终将形成以城市之间的紧密互动尧产业的相互关联为主要特征的网
络结构咱12-13暂遥 总的来说袁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具有地缘关系的各大尧中尧小城市之间的生态协同尧市场
协同尧城乡协同尧体制机制协同袁是以一定区域为空间尺度袁内部外部等多个层面的均衡发展为最终
目标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袁其最终发展结果必然表现为区域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遥
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上尧中尧下游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袁必须重视长江上游城市
群的高质量发展问题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由成渝城市群尧滇中城市群尧黔中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组成袁涵
盖了重庆尧成都尧贵阳尧昆明四大区域性省会城市遥 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
略为时代背景袁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袁而且关
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袁推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长远历史
意义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高度袁立足于整个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袁也需要立足于其自身发展的客观现实袁实事求是地选择具有自身特色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咱14暂遥 因此袁认识清楚现阶段其高质量发展的客观现实是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道
路选择的基础和基本前提袁涉及问题认识的角度和标准等问题袁是整个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遥 本文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导袁以区域整体尧四大中心城市和城市内部三个维度构建起长江上游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现实困境的整体分析框架袁在进一步明确其发展整体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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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尧不充分现实矛盾的化解袁提出具体的高质量发展策略遥
二尧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现实困境认识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由多个增长极带动尧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合作尧内部一体化协调发展
的新趋势袁多极化尧扩散辐射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正在形成袁高质量均衡发展目标正在变成客观现
实咱15暂遥 城市群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袁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遥 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袁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为指导袁通过技术创新尧产业优化尧
资源合理配置等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袁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遥 受国家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
性改革和自身发展基础的影响袁长江上游城市群正处于区域生命周期的现代化前期阶段袁区域竞争
力明显不足不仅制约着其高质量发展袁而且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咱16暂遥 以城市群的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去审视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现状袁我们不难发现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遥
1.长江上游城市群整体创新发展能力弱

长江上游城市群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发展需要依赖于长江水系尧依赖于沿江港口城市
航运系统尧依赖于配套的综合交通体系遥受长江主航道通航条件的限制袁原有的长江上游产业体系以
航运产业为支撑袁沿江形成了以重庆钢铁尧攀枝花钢铁为主要代表的钢铁冶炼产业集群咱17暂遥随着西部
大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袁 依托于航运产业体系和综合交通体系而衍生的生物医药尧 装备制

造尧电子通信尧计算机开发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商贸尧服装纺织尧轻工食品等新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袁长江上游城市群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遥 然而袁经济新常态对发展方式转变尧经济结
构优化尧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提出了新要求袁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袁而且也需要改变原有
的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咱18暂遥 也就是说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袁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袁而且也是区域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遥 如果将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区域层面
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袁那么我们不难发现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不足遥
理论上袁区域创新是一项复杂的投入产出系统袁涉及创新要素投入到创新产品产出袁是多阶段尧
多要素的价值链增长传递过程袁包括创新总投入尧中间产出与最终成果咱19暂遥 其中袁创新投入是一种创
新资源的流动形态袁 创新产出是一种创新知识的凝结形态袁 创新的最终成果是创新成果的实现形
态袁受经济发展尧政府扶持尧教育等多个要素的影响遥 总体上袁区域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区域创新投
入水平尧区域创新产出水平和区域创新环境水平 3 个层面上袁如果选取 砸驭D 经费支出代表区域创

新投入水平袁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代表区域创新产出水平袁人均 GDP 代表区域创新环境水平袁那么
与京津冀城市群尧长三角城市群相比袁长江上游城市群创新产出大幅度落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
角城市群袁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淤渊图 1冤遥
淤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尧2018 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尧2019 年中国统计
年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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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1 410.2 12136 187.3 1870.8 492.4 499.7 1359.2 2504.4 1445.7
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渊亿元冤 410.0 216.91 75.75 59.53 4069.51 553.19 128.67 1034.59 819.54 490.24
488.83 659.33 412.44 371.36 1402.11 1207.11 477.72 1349.82 1151.68 986.43
人均 GDP渊百元冤

图 1 2018 年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能力指数

2.长江上游城市群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压力大

长期以来袁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袁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袁其总体生态环境十
分脆弱袁综合生态环境质量差袁沿江地区水环境污染尧城市大气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咱20暂遥
据 2015 年公布的叶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曳中全国重点城市工业野三废冶排放的数据显示淤袁虽然长江上
游城市群工业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占总产生量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袁 但就一般工业固
体废弃物利用率而言袁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主要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均在
80%以上袁而长江上游城市群中昆明尧贵阳的利用率仅有 36.4%和 48.1%袁是全国利用率较低的城

市遥长江上游城市群主要城市工业废水直接排入环境的比例均在 50%以上袁贵阳市的城市工业废水
直接排放比例为 100%袁直接导致沿江流域水质安全度降低和水体达标率下降渊图 2冤遥 由于环境污
染治理的外部性和区域间协作治理机制的缺乏袁 环境污染事件应急行动与跨区域的污染纠纷处理
难以协调和落实袁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违法事件频繁发生袁进一步加剧了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生态
环境治理的难度遥 目前袁滇池水污染治理和沱江流域治理仍然是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环境治理面临着
的两大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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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 年我国主要城市群工业野三废冶排放情况

淤叶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曳于 2015 年后不再统计全国重点城市的环境数据,故选取 2015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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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大中心城市之间发展差距明显

长江上游城市群主要以成都尧重庆尧昆明尧贵阳三省一市的省会城市为中心袁四大中心城市之间
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明显遥 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袁而且也体现在民生福利
上遥 一般地袁人均 GDP 反映了一个地区创造社会总财富的平均水平曰进出口总值反映了一个地区的
对外贸易情况和经济外向程度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值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创新发展水平袁三者的
结合可以充分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遥 教育支出尧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尧社会保障与就
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是重要的民生指标遥 以三大城市群的成都尧重庆尧昆明尧贵阳四大
中心城市为比较对象袁 我们不难看出四大中心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均有一定的差距淤
渊图 3尧图 4冤遥 从整体来看袁成都和重庆为长江上游城市群的野双核冶城市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增长极袁

其经济尧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昆明和贵阳曰从经济指标来看袁重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大袁人均 GDP
较低袁且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产值与成都相差较大袁其 GDP 总值和进出口总值与其区位明显

不相称袁充分表明了重庆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袁充分反映了其内在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曰从民
生指标来看袁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尧就业尧教育三个方面袁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却相对不足袁 虽然重庆在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方面排名前列袁 但教育支出方面却显不
足袁且与贵阳相差 5 个百分点袁类似情况也反映在成都的教育支出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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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 年四大中心城市部分经济指标比渊以成都为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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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年四大中心城市部分民生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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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数据来源于 2019 年成都尧重庆尧昆明尧贵阳统计年鉴及 2019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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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明显

以中心城市的城乡关系为基本尺度袁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了中心城市的空间形态遥 纵观中心城
市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袁我们不难发现袁长江上游城市群四大中心城市内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
仍然较为严重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十分明显袁集中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三方面遥 首先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遥 以成都尧重庆尧昆明尧贵阳四大中心城市为例袁从 2012要
2018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看淤袁虽然各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均有平缓下降的趋势袁

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差距仍很明显袁昆明的城乡收入差距保持在 2.9 的高位袁四大城市之间的城乡
居民收入绝对值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渊图 5尧图 6冤遥其次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均衡遥近年来袁在国
家的大力支持下袁长江上游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袁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袁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受制度安排和供给能力的制约袁设施陈旧尧老化尧落后等
问题仍然存在袁这种现象在一些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遥 从 2017 年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可以看出于袁长江上游城市群各省市城镇的投资高出乡村 40 倍以上袁重庆甚至达到 100 倍以上袁与

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极为不相称渊图 7冤遥 再次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遥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
城乡差别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袁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投入袁而农村居民则基本上
采取自我筹资的办法供给袁使得城市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咱21暂遥
三尧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策略选择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袁从区域尧中心城市尧城市内部等层面进一步
优化发展策略袁破解其高质量发展困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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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渊2012要2018 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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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数据来源于 2013要2019 年成都尧重庆尧昆明尧贵阳统计年鉴遥

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截止收稿日,国家统计局暂未发布 2018 年各省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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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进一步明确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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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袁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袁共抓大保护袁不搞大

开发袁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生态更优美尧交通更顺畅尧经济更协调尧市场更统一尧机制更科学的黄
金经济带袁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淤遥 2018 年 4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的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袁在新形势下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袁关键是要正确把握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尧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尧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尧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尧
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加强改革创新尧战略统筹尧
规划引导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于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为长江

淤资料来源于习近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咱EB/OL暂.渊2016-01-07冤
咱2019-07-11暂.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026284.

于资料来源于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咱EB/OL暂.渊2018-06-14冤咱2019-07-11暂.http://
jhsjk.people.cn/article/3005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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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袁而且也为长江上游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遥
立足于新时代新发展的总体要求袁 摆在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明确其
指导思想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袁以五大发展理念去统筹其高质量发展袁
指导其高质量发展实践遥 一是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袁培育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遥
将创新作为引领长江上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袁集合创新人才尧创新基地和创新成果遥 面
对新一轮的区域要素竞争袁长江上游城市群在人才竞争上优势不明显遥 以创新驱动长江上游城市群的
高质量发展袁必须将创新人才的野引育用留冶作为首要任务袁统筹创新人才培育尧创新基地的建设和创
新成果的产生遥 二是以协调发展为手段袁打破城市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瓶颈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
发展是一个整体袁既包括了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生态的协调发展袁质量与速度的辩证关系处理袁也包括了
空间层面的协调遥 空间层面的协调不仅要积极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引导与示范作用袁带动周边城市协
同发展袁而且也要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遥 三是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袁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空间位置决定了其绿色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价值袁长江上
游城市群绿色发展必须转变发展理念袁必须贯彻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理念袁必须建立统一尧高
效的环境监测体系和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治机制袁严格水环境监控袁保证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各项指标
符合国家标准袁在控制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时袁加强污染源的综合治理袁营造良好的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环境遥 四是以开放发展为突破袁推动长江上游城市群开放新格局遥 开放长江上游城市群的新格局体现
在整体和相互之间两个层面上袁整体层面的开放新格局必须立足于野一带一路冶发展战略袁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尧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袁相互之间的开放格局必须立足于西部大开发尧长江经济带建设尧区
域协调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袁努力将长江上游城市群打造成互联互通尧分工明确尧要素流动顺畅的内
陆开放高地遥 五是以共享发展为保障袁缩小城市之间尧城乡之间发展差距遥 一方面袁通过体制尧机制创
新袁建立起城市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袁形成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现代产业体系袁促进城市间的协
同发展袁另一方面袁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袁应重点关注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的提高袁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袁打好扶贫攻坚战袁加快实施精准扶贫袁持
续推进教育尧医疗尧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改革袁夯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制度基础遥
渊二冤进一步优化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区域整体创新发展能力弱尧环境污染治理压力大尧
四大城市发展差距明显和城乡差距大的现实困境袁客观上要求其高质量发展策略选择必须实事求
是袁必须点面结合袁必须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层级体系包
括了区域整体尧四大中心城市和城市内部之间三个层面袁区域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体系包括了创
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整体规划曰四大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应以开放尧协调理念为指
导袁培育新动能尧做好一体化市场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设曰城市内部应以共享理念为指导袁重点抓好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遥 三个层面的内容包括了体制改革尧机制创新和协调利益等内容袁涉及区域的
整体规划尧地方政府行为的协同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袁多主体的良性互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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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优化区域层面的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是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发展体制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科学规范和引导袁
建立健全组织架构是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遥 联合川尧滇尧黔三省和重庆市政府设
立长江上游城市群专业性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袁主要做好长江上游城市群总体规划的编制袁引导城市
群功能空间布局优化袁以破解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关键问题为着力点袁积极推动跨区域的基
础设施建设袁为长江上游城市群之间一体化要素市场的建立奠定互联互通条件遥
二是加快区域协同发展的平台建设遥 弥补整体创新能力不足是转变长江上游城市群发展方式
的关键遥 成都天府新区尧重庆两江新区尧贵州贵安新区等是长江上游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平
台袁其健康发展将有利于长江上游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遥 为此袁首先应完善相关政策尧制度体系袁加
强对创新平台建设的投资力度袁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袁推动其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袁开展基础性尧
前沿性创新研究曰其次应加强创新平台与科研院所及重点大学的合作与交流袁以激发创新活力袁促
进创新成果的产生曰再次袁注重创新人才的野引育用留冶袁加大优惠政策倾斜力度和科研资金的支持
力度袁完善人才政策保障体系袁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系统与管理机制袁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人才的
知识溢出尧创新创造等集聚效应袁促进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遥
三是建立健全长江上游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体制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的空间位置决定了生态环
境建设和保护是其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遥 一方面袁应设立长江上游城
市群的生态环境管理机构袁统一制定长江上游环境评估标准及环境治理要求袁并严格评审环境项目
的立项与已建项目污染排放的监管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污染赔偿机制遥 另一方面袁应加强区
域间环境协作治理袁建立联合执法尧应急联动机制袁及时处理跨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污染纠纷袁努
力将长江上游城市群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示范性区域遥
2.进一步优化四大中心城市层面的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四大中心城市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袁 其产业分工体系的选择应立足于其自身的
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条件遥 为此袁进一步深化四大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袁促进其现代产业体系尧
市场体系尧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遥
一是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遥 成都尧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构建以现代服务
业为主导尧以先进科技为推动尧以高端制造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袁其余城市则立足于自身发展基
础和发展能力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产业袁通过合理分工与协作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袁逐步形成
长江上游城市群完整的产业链袁实现城市群间功能互补尧紧密协作和协调发展遥 二是形成开放的市
场体系遥 城市各级政府应着力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袁减少行政干预袁保证市场秩序正常化曰各城市应努
力提高开放水平袁面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袁坚持野走出去冶和野引进来冶的结合袁实现对外尧对内开放
并高质量发展遥 一方面袁建设对外开放平台袁推进长江上游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袁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遥 另一方面袁拓宽区域内资本尧要素流通渠道袁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袁驱动资本尧生产要素
的跨区域流动遥 三是形成良好的信用体系遥 城市信用水平的提高将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遥 长江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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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四大中心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应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袁且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
积极性和作用遥 政府部门要注重提升其公信力袁加强社会对其权力运行的监督袁努力做好诚信建设
示范工作袁从而提高社会民众诚信意识遥 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袁保证企业在生产尧流通尧经营等环
节的诚信袁同时袁构建社会信用奖惩机制袁推进政府诚信和企业诚信建设袁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
境袁形成区域性社会资本优势遥
3.进一步优化城市内部层面的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城市群地处我国内陆袁集老少边穷等多种不利发展因素于一体袁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遥 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袁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其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袁城
乡之间的显著差距严重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袁破解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尧不充分问题既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点袁也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遥
一是着力民营经济的发展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遥 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长江上游城市群城乡差距
的关键袁与其非农就业关系密切遥 加快培养一批实力较强尧技术水平高尧市场适应能力强的民营企业袁
拉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袁解决农民富余劳动力问题袁促进农民收入来源的多途径和收入的快速增长遥 二
是着力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袁鼓励社会各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遥 中央在统筹公
共基础设施投资时袁应加大长江上游城市群的投资力度袁应增加长江上游城市群的交通运输尧通信设
施尧水利设施尧能源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袁提升其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袁以缓解长江上游城
市群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遥 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袁加强地方政府的预算监督袁从制度上保证农
业尧农村道路尧通讯尧水利尧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袁将长江上游城市群的广大农村建设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丽乡村遥 坚持谁投资谁受益原则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对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积
极性袁努力拓宽农村基础设施资金筹集渠道袁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多元投资的新格局遥 三是着力推动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袁满足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遥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袁进一步
规范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袁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运行过程的监控袁切实保障农民能够享
受到更好和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袁以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尧获得感和安全感遥
四尧结语
城市群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和共
享发展的逻辑延伸袁从属于国家的创新驱动尧区域协调和对外开放发展战略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受经济发展水平尧资源禀赋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政策多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袁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局部袁长江上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都处于相对滞
后和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袁面临着经济发展创新动力不足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重压力大尧四大中心城市
发展不平衡尧城市内部城乡差距大尧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等现实困境袁以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和共享的
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导袁破解其高质量发展困境袁必须做好以下工作院一是做好顶层制度设计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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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长江上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体制袁创新其利益协调机制袁打破既有的条块分割和政策碎片化在整
体上对其产生的结构性约束和制度约束袁以释放成渝尧滇中和黔中城市群的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活力袁
通过经济发展理念重塑尧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去破解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尧环境
保护压力大的现实矛盾曰二是将长江上游四大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袁以比较优势
为基础袁做好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建设袁以形成科学的分工体系袁通过四大中心城市合理的产业体系
构建和一体化的市场建设去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袁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袁去破解四大
中心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困境曰三是以乡村振兴为契机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袁以改善其城乡
差距大的不利局面遥 长江上游城市群地处西部袁是我国欠发达地区袁城市内部的城乡差距制约着其高
质量发展袁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袁也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
投资袁充分体现农村和农业优化发展的政策导向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过程之中袁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袁提高农民收入袁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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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faced with several practical difficulties,which include weak innovation, great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obvious development gap of the four central cities, and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we should regard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sharing" 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uiding ideology. And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at the regional level,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market system and credit system at the level of the four central cities, and
make efforts to solve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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