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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于 2012 年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于 2014 年启

动遥 2015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公布叶国务院关于长江

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曳袁2015 年 4 月 16 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长江

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曳遥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展规划曳是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
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遥 在统

筹实施东部尧西部尧东北尧中部野四大板块冶和野一路

一带冶尧京津冀尧长江经济带野三个支撑带冶战略组合

的新背景下袁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的颁布实施对推

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尧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遥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渊以下简称 叶规

划曳冤文本除了野前言冶外袁包括野发展背景冶尧野总体思

路冶尧野城乡统筹发展冶尧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冶尧野产业

协同发展冶尧野生态文明共建冶尧野公共服务共享冶尧野深
化开放合作冶尧野规划组织实施冶 共九章遥 本文拟就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文本的若干内容进行探

索性评议袁以期为地方政府编制规划实施方案设计

提供决策咨询参考遥
一尧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表述

自学界在 1995 年提出野长江中游城市群冶概念

以来袁学界尧政界和新闻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

围的界定众说纷纭袁大体上可概括为三种观点袁即干

流断面论尧中心辐射论和三群合一论渊见表 1冤遥
201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的叶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曳将野长江中游地区冶划为国家层面的重点

开发区域渊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

区冤袁冀望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开发袁使其与哈长尧江
淮尧海峡西岸尧中原尧北部湾尧成渝尧关中要天水等地

区一道袁 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遥
该规划将野长江中游地区冶重点开发区域的空间范

围袁明确界定为野包括武汉城市圈尧环长株潭城市群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冶遥 由此袁长江中游城市群雏形初

现遥 尽管如此袁学界尧政界和新闻界关于长江中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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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空间范围的讨论并未终止遥 在 2014 年 9 月以

前袁湖北尧江西两省均呼吁长江中游城市群扩容袁湖
北要求将宜荆荆城市群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袁 安徽

要求将江淮城市群纳入其中打造野中四角冶遥
表 1 学术界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干流断面论 中心辐射论 三群合一论

代表性

学者

伍新木等

渊2003冤[1]
肖金成等渊2008冤[2] 秦尊文渊2007袁2010冤尧[3][4]

魏后凯等 渊2012冤[5]尧方
创琳渊2013冤[6]

界定

依据

以长江中游

干流河段流

经城市为主

体构成的城

市群体系

距离中心城市武

汉 200 公里范围

内的所有城市

整合既有城市群 渊圈冤
和经济区袁并囊括长江

中游干流其他城市

空间

范围

主体包括宜

昌尧荆州尧岳
阳尧武汉尧鄂
州尧黄石尧九
江 7 个城市

包括武汉尧 黄石尧
鄂州尧黄冈尧仙桃尧
潜江尧孝感尧咸宁尧
天门尧随州尧荆门尧
荆州尧信阳尧九江尧
岳阳等 15 个城市

包括武汉城市圈尧环长

株潭城市群尧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渊环鄱阳湖城

市群冤尧宜荆荆城市群袁
三位学者对于江西片

区成员城市构成的观

点略有差异遥
资源来源院整理自文献遥 [1-6]

2014 年 9 月 25 日袁国务院发布的叶国务院关于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明
确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尧长沙尧南昌为中心袁涵盖

武汉城市圈尧环长株潭城市群尧环鄱阳湖城市群袁而
将江淮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合肥纳入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的主轴遥 至此袁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渐

趋明朗遥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明确界定长江中

游城市群是野以武汉城市圈尧环长株潭城市群尧环鄱

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冶袁 并大致

地描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渊见表 2冤遥 对

此袁本文认为有两个突出问题值得关注院
其一袁关于襄阳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问题遥 根

据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曳和叶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曳袁襄阳市除襄州区尧襄城区尧樊城区三个市辖区

外袁 其余三县三市都属于国家层面限制开发区域遥
其中袁南漳县尧保康县属国家层面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渊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冤袁谷城县尧枣阳市尧
宜城市尧老河口市属襄渊阳冤随渊州冤国家层面农产品

主产区遥 据统计袁襄阳市属国家层面限制开发区域

的土地总面积达 16061 平方公里袁约占全市国土总

面积的 81.43%遥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

角度来看袁 襄阳市除市辖区外不宜进行大规模尧高
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遥 另外袁襄阳市并非位于

长江干流袁与中心城市武汉的通达度不及邻近的随

州市袁与武汉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遥 正因为如此袁襄
阳市从未出现在学术界以往界定的长江中游城市

群空间范围之内遥 由此可见袁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规划曳将襄阳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袁具有

强烈的政府主导倾向袁其科学性值得探讨遥
表 2 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范围

省域 规划范围

湖北省 武汉城市圈渊武汉市尧黄石市尧鄂州市尧黄冈市尧孝感市尧咸
宁市尧仙桃市尧潜江市尧天门市冤曰宜荆荆城市群渊宜昌市尧
荆州市尧荆门市冤曰襄阳市遥

湖南省 环长株潭城市群渊长沙市尧株洲市尧湘潭市尧岳阳市尧益阳

市尧常德市尧衡阳市尧娄底市冤
江西省 环鄱阳湖城市群渊南昌市尧九江市尧景德镇市尧鹰潭市尧新

余市尧宜春市尧萍乡市尧上饶市冤曰抚州市尧吉安市的部分县

渊区冤
资料来源院整理自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遥
其二袁关于规划范围的模糊表述问题遥 与国务

院近期批复的跨省域经济区 渊带冤 发展规划相比袁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 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地

域范围的表述相对模糊遥 叶珠江要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曳将规划范围界定为广州尧佛山尧肇庆尧云浮尧南
宁尧柳州尧梧州尧贵港尧百色尧来宾尧崇左等 7 市全域袁
并根据流域特点界定了规划延伸区遥 叶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规划曳将规划范围界定为岳阳尧常德尧益阳尧
荆州等 4 市全域和长沙市望城区共 33 个县 渊市尧
区冤遥 叶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曳将规划范

围界定为运城尧临汾尧渭南尧三门峡等 4 市全域遥 上

述三个规划对地域范围的界定囊括行政单元全域袁
表述相对详细袁边界较为清晰遥 但叶长江中游城市群

发展规划曳 关于规划范围内的抚州尧 吉安部分县

渊区冤 并未提供详细说明袁 加之欠缺两幅重要图

件要要要野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范围示意图冶和野长江

中游城市群空间布局示意图冶袁 因而仅从文字表述

上还不能明确其范围边界遥 此外袁由于规划文本使

用概数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面积尧GDP 和人口规

模进行描述袁也无法据此推测其详细范围遥 地域范

围表述的模糊性一方面将导致抚州尧吉安二市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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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渊区冤争相要求纳入规划范围的尴尬局面袁最终形

成事实上的市域全覆盖袁另一方面将给政策落地和

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困难遥
二尧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定位的表述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分城市群整体尧三
大主体单元尧中心城市三个层次袁从产业发展和空

间发展两个方面进行战略定位渊见表 3冤遥总体而言袁
关于城市群整体的四大战略定位既符合区域发展

实际袁又紧密契合国家战略重点遥 其中袁野中国经济

新增长极冶的定位描绘了城市群经济建设的理想蓝

图袁野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冶的定位提出了促进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典范的新要求袁野内陆开

发合作示范区冶的定位明确了对内对外尧东西双向

开放合作的新模式袁野耶两型爷社会建设引领区冶的定

位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突破口遥
表 3 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定位

区域/城市 战略定位

长江中游

城市群

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尧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尧内陆

开放合作示范区尧野两型冶社会建设引领区

武汉市

城市圈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尧 先进制造业基地和

高技术产业基地尧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

环长株潭

城市群

野两型冶社会建设示范区和现代化生态型城市群

环鄱阳湖

城市群

大湖流域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和低碳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区

武汉 -
长沙 中部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尧 综合交通枢纽和

现代服务业中心

南昌 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尧 中部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资料来源院整理自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遥
从三大主体单元的定位来看袁叶长江中游城市

群发展规划曳 对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侧重于经济建

设袁而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定位侧重于生态文明建

设袁对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定位则兼顾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建设两方面遥 概而言之袁该规划对三大城市

群渊圈冤的战略定位各有侧重袁把握住了各城市群

渊圈冤的建设重点袁但也存在一些缺憾遥
其一袁未突出武汉城市圈野两型冶社会建设示范

区定位遥 事实上袁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于

2007 年同时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袁 经过多年的建设袁取
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袁 也积累了大量可复制尧
可借鉴的实践经验遥 因此袁理应明确武汉城市群野两
型冶社会建设示范区的定位遥

其二袁未从产业层面对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

阳湖城市群进行定位遥 实际上袁这两大城市群除中

心城市外的其他城市产业发展特色明显尧 地位突

出袁譬如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和九江尧岳阳

的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袁集聚发展水

平较高袁在全国同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遥
其三袁缺乏对武汉市的总体定位遥 从三大中心

城市的定位来看袁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主要

从产业层面对长沙和南昌进行战略定位袁但遗漏了

对武汉的明确定位袁此乃该规划的一大缺憾遥
其四袁对南昌市的产业定位表述过于笼统遥 未

指出将南昌打造成野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冶的影

响层级袁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冶的定位尚值得斟酌遥
三尧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目标的表述

从学理上分析袁发展目标是战略定位的具体反

映袁规划目标指标体系是规划区域未来发展状态和

发展水平的数字表征遥 因此袁发展目标的确定要紧

密围绕战略定位展开袁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的设计要

以发展目标为基础依据遥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

划曳围绕四大战略定位从经济发展尧资源环境尧社会

事业和城镇化等方面确定发展目标袁进一步明确了

区域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任务遥 但是袁在具体的目

标指标体系设计上袁该规划还存在一些缺陷袁主要

表现在院
其一袁经济发展指标选取不够全面遥 根据叶全国

主体功能区规划曳的要求袁对重点开发区域实行工

业化城镇化水平优先的绩效评价袁综合评价经济增

长尧质量效益尧产业结构等内容袁主要考核地区生产

总值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尧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等指标遥 然而袁该规划主要目标设计仅选取

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指标袁缺乏反映

经济发展状态和质效的指标袁 如地区生产总值尧非
农产业就业比重尧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遥

其二袁资源环境指标选取不够完整遥 未严格按

照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曳中重点开发区域绩效考

评的要求设计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尧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率尧野三废冶处理率等代表性指标缺失遥

吴传清，万 庆，董 旭：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文本内容的若干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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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文本中的产业表述名称 行业分类的规范表述名称 参照标准

装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尧船舶尧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尧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渊GB/T 4754-2011冤

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尧船舶尧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渊GB/T 4754-2011冤

商贸物流 商贸服务业

现代物流业

叶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曳

广告会展 广告业

会展及展览服务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渊GB/T 4754-2011冤

其三袁野城镇化水平冶类别名称不能完全概括所

选指标遥 根据 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袁表征城镇化水平

的指标仅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袁而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和城镇常

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表

征遥 因此袁可考虑将野城镇化水平冶类别名称改为野新
型城镇化冶袁并增加表征基础设施的指标袁如百万以

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尧城市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等指标遥 另外袁为突出野打造农

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典范冶的发展目标袁可考虑

增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等指标遥
四尧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发展内容的表述

叶规划曳第五章比较全面地谋划了长江中游城

市群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袁对长江中游城市

群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袁实现产业协同发

展和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遥 但是袁从学理的

严谨性来看袁该规划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袁
突出地表现为相关产业或行业名称的表述不规范遥

其一袁部分复合产业概念的表述不规范遥 该规

划文本采用的 野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尧野商
贸物流业冶尧野广告会展冶等复合产业概念渊见表 4冤将
多个标准产业归并为一个产业渊见表 5冤袁失之规范遥
例如袁野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的产业复合概

念实际上包括了野汽车制造业冶和野铁路尧船舶尧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冶两个产业大类袁两者

合并的表述不符合国家标准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曳的
规范表述曰野商贸物流业冶应分开表述为野商贸服务

业冶尧野物流业冶曰野广告会展冶应分别表述为野广告业冶尧
野会展业冶遥 野产业集群冶概念的指向是特定的某个产

业袁将之应用于复合产业也明显失之严谨遥
其二袁部分产业名称的范围大小尧前后表述不

一致遥 根据国家标准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曳袁野装备制

造业冶包含野汽车制造业冶尧野铁路尧船舶尧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冶尧野通用设备制造业冶尧野专用设

备制造业冶尧野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冶尧野计算机尧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冶尧野仪器仪表制造业冶等
一系列行业大类渊见表 4冤袁该规划文本将野装备制造

业冶和野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并列表述袁明
显失之规范尧严谨遥 该规划文本第三章第一节提出武

汉城市圈要建设成为野高技术产业冶基地袁而第五章

第四节提出鼓励武汉尧长沙尧南昌大力发展野高新技

术产业冶袁前后名称不一袁规范尧严谨的表述应为野高
技术产业冶遥 国家曾颁布叶高技术渊制造业冤曳尧叶高技术

渊服务业冤分类曳两个涉及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标准遥
其三袁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归属表述失之规

范遥 根据国家标准叶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渊2012冤渊试
行冤曳袁战略性新兴产业由野节能环保产业冶尧野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冶尧野生物产业冶尧野高端装备制造业冶尧野新
能源产业冶尧野新材料产业冶和野新能源汽车产业冶七
大产业构成袁 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产业门类袁而
叶规划曳将野战略性新兴产业冶作为一个产业集群概

表 4 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中的复合产业概念及其标准产业名称对照

资料来源院根据叶长江中游城市发展规划曳文本和国家标准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曳等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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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置于制造业优势产业集群概念之下明显不妥遥 同

时袁叶规划曳将发展野通用航空产业冶列为高端装备制

造业发展重点也不妥袁因为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类标准中袁通用航空并不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遥
其四袁 部分产业名称的表述过于口语化和细

小遥 叶规划曳文本还采用了野光伏光电冶尧野精细化工冶尧
野粉末冶金冶尧野建材冶尧和野机械制造冶等产业名称表

述袁尽管这些名称在行业发展中已约定俗成袁但见

诸正式规划文本袁凸显口语化遥 野光伏光电冶尧野粉末

冶金冶等行业名称的表述过于细小遥
五尧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共建内容的表述

对于跨区域城市群总体规划袁理论上应厘清各

省的份内工作和需要三省协作完成的工作袁以各区

域共同关切的重大项目尧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为重

点进行整体谋划袁而不宜面面俱到尧过度展开遥 在跨

区域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袁 循环经济发展尧绿
色低碳发展等内容应属于各区域可以完成而且应

该完成的份内事务袁而跨界江河湖泊治理尧城市群

野绿心冶建设尧区域性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尧跨区域的

生态补偿机制探索等则需要各区域协作共同完成遥
在规划中袁 对于各省的份内工作不宜过多涉及袁而
对需三省协作完成的工作则应突出强调遥

尽管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曳从生态屏障

共筑尧绿色发展共促尧环保机制共建三个方面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地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谋篇

布局袁结构完整尧内容丰富袁但并未处理好上述两方

面工作的关系袁野生态文明共建冶部分未能突出野共
建冶主题袁类似三大城市群渊圈冤生态保护与建设规

划的野拼盘冶遥
六尧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服务共享内容的表述

叶规划曳第七章关注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服务

共享议题遥 从文本内容来看袁文本中的野公共服务冶
应特指野基本公共服务冶袁它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

础上袁由政府主导提供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

段相适应袁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

的公共服务遥 一般地袁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保

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尧就业尧社会保障尧医疗卫

生尧计划生育尧住房保障尧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

务袁 广义上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

通尧通信尧公用设施尧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袁
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尧消费安全和国防安

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遥

野十二五冶以来袁为突出体现野学有所教尧劳有所

得尧病有所医尧老有所养尧住有所居冶的要求袁国家将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确定为公共教育尧劳动就业服

务尧社会保障尧基本社会服务尧医疗卫生尧人口计生尧
住房保障尧公共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渊见图 1冤遥公

共服务共享的核心就是要建立规范完善的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遥
基本养老保险尧基本养老服
务等

就业咨询和信息服务尧职业
培训尧就业援助尧劳动权益
保护尧工伤和失业保险等

基本公共教育尧基本公共教
育资源等

婚姻登记尧生育保险尧计划
生育服务等

最低 生 活 保
障尧农村五保
供养尧自然灾
害救助

保障性住房尧
棚户区改造尧
农村危 房 改
造等

公共卫生尧基本
医疗服务尧医疗
保障尧药品供应
保障等

公共文 化 服
务尧公共体育
服务等

基本公共服务

养老

劳动

教育

出生

不
同
阶
段

生存
与发
展基
本需
求

公民
权利

政府
责任

衣食 健康 文体居住

贯穿一生

资料来源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野十
二五冶规划[A].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野十二五冶国家级专项规划汇

编渊第一辑冤[C].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12.700遥
图 1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内涵

叶规划曳共分五节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公共

服务共享进行表述院一是加强教育科技合作交流袁提
出大力推动多种形式的教育尧 科研协同合作交流曰
二是推进医疗卫生合作袁确保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尧政
策对接袁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曰三是共同推

动文化繁荣曰四是联合开发人力资源袁建立一体化

的人力资源市场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曰五是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遥 从公共服务的内涵范围来看袁叶规划曳
基本涵盖了教育尧医疗尧文化尧劳动等方面的公共服

务内容袁比较全面地谋划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公

共服务建设方向和重点遥 但是袁从精确性尧全面性和

详实性的视角来看袁叶规划曳依然存在以下不足院
其一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不属于叶规划曳表述

的野公共服务共享冶范畴遥 广义上袁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属于公共服务范畴袁但这与当前环境下国家关于

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并不吻合袁实际上社会治理更

符合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遥
其二袁缺乏对婚姻尧生育尧养老尧住房等社会保

障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表述遥 根据图 1 对基本公共

服务范围和内涵的界定袁公民从出生到养老都应享

吴传清，万 庆，董 旭：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文本内容的若干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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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Com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U Chuan-qing1袁2袁WAN Qing1袁DONG Xu1
渊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曰 2.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a冤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rought up

many constructive strategy desig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tatements in the plan
text on the spatial range, strategic positioning, development goal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 sharing that could
be revised.

Key words: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曰development plan曰plan text

受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袁而叶规划曳在重视教育尧医疗尧
文化尧劳动等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的同时却忽略了婚

姻尧生育尧养老尧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内公民应享受

的基本公共服务遥
其三袁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共享的表述不够具

体遥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共享袁叶规划曳仅通过野共同推

进文化繁荣冶一节简要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

合作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点袁且局限于狭义的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遥 根据国家颁布的叶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和叶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曳袁 公共文化服务共享还应

包括体育尧旅游等相关产业和事业袁促进公共文化

服务共享需要实现城乡尧区域均等化袁从标准建立尧
体系完善尧组织架构尧政策供给等多方面给予关注

和支持袁而叶规划曳并未对此进行详细具体的谋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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