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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省际交界区域的发展不容忽视，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有利于加快省际交界区域经济发展，

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省际区域高质量合作发
展，应遵循夯实区域发展“主引擎”、推动区域交通内畅外联、培育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区域次区域合作和协
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路，着力于规划协调衔接、完善提升龙头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立体化交通
网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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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交界区域，顾名思义，是指由省际交界地
区组成的区域，包括省级分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的

100035）。

1.有利于加快省际交界区域经济发展

除少数区域外，省际交界区域基本都地处省域

地级行政区或县级行政区。中国分为 34 个省级行

经济边缘，普遍远离本省经济中心，经济发展相对

849 个县级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占全国陆地面积

域，2019 年温州和丽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

政区，共有 66 条省级陆地分界线，两侧共分布着
的近半数（曾冰等，2016）。除少数区域外，省际交

界地区基本都地处省域经济边缘，普遍远离本省经
济中心，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落后，甚至属于中国欠发达地区。如浙闽交界区

浙江平均水平的 66.0%和 62.0%；宁德和南平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福建平均水平的 78.6%和

69.1%。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就是
要促进各地区消除壁垒，加强合作，优势互补，推动

的大背景下，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

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资源配置优化和高效利用

意义重大。

和各类市场融合统一，形成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

一、推进省际交界地区高质量合作发展的
重要意义

2.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推进省际交界地区高质量合作发展，有利于加

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快省际交界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

展，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格局。

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根据涉及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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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数量的不同，中国不仅有两省交界区域，而

为主，适宜开发的土地面积都较少，但地域相接、山

且有三省交界区域和四省交界区域，甚至还有五省

水相连、文化相近、人缘相亲，特别是温州，自古与

交界区域。经济分割是省际交界区域的基本特征

福建联系最为密切，有大量的福建移民及其后裔，

之一，也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涉及的

尤以闽南人为多；温州、台州和宁德都属于东部沿

省级行政区越多，经济分割现象越严重。推进省际

海城市，且位于国家交通大通道上，建有铁路和高

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就是要探索建立省际交

速公路，但在温州与南平、温州与上饶、台州与南

界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消除经济分割，推进基

平、丽水与上饶等城市间的交通联系都要绕道通

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作协同、生态环境共
保共治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
市场，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肖金成等，
2020）。

3.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202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

达，经济社会往来很不便捷；2019 年，温州、台州和

丽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浙江平均水平的
66.0%、77.6%和 62.0%，宁德和南平分别是福建平

均水平的 78.6%和 69.1%，上饶是江西平均水平的

69.2%，其中，宁德和南平的经济体量分别排在福建
倒数第 2 位和倒数第 1 位，台州、丽水、宁德、南平和
上饶五市的城镇化率均明显低于本省平均水平。

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

面向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省际交

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界区域应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整合区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形成以国内大循

域优势资源、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合作共赢、共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同发展为目标，发挥区域发展“主引擎”的引领辐

的核心动力和基础条件。人口体量和收入水平是

射作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培育壮大区域性

扩大内需的两个着力点。中国不少省际交界区域

中心城市，加强区域次区域合作和生态环境共保

属于人口密集地区，其中不乏人口近千万的地级

共建。

市。如 2019 年，浙闽赣交界区域的温州常住人口
930.00 万人，淮海经济区的徐州常住人口 882.56 万

1.龙头引领，夯实区域发展
“主引擎”

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龙头城市的引领辐射作

人，户籍人口 1041.73 万人，晋冀鲁豫交界区域的邯

用。省际交界区域应充分发挥龙头城市的引领辐

上。推进这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加快

便捷度，重点依托国家级产业集聚平台，吸引高新

提高这些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将对中国通过扩大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及高端人才集聚和创新创

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业，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加快做大做强城市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支撑力量。

规模，进一步夯实引领辐射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地

郸常住人口 954.97 万人，户籍人口也在 1000 万人以

射作用，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和城市功能，提高交通

位和功能。

二、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的
总体思路

2.内畅外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先导作用。以构筑内畅外联交通体系为目标，以

省际交界地区分属不同的省级行政区，但地域

地区间通道畅通为重点，打通省界、市界、县界的

相接，自然资源禀赋相近，人文相似，社会往来联系

“断头路”，不断提升区域路网密度和等级。加快省

较多。然而，省际交界地区行政分割、各自为政问

市间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对接沟通，以铁路和

题突出，尤其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但

高速公路为主体，国道和省道公路为辅助，航空和

密度普遍不高，连通性也不强，甚至存在严重的“断

水运为补充，形成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功能协调、

头路”现象。省际交界地区普遍地处省域经济边

便捷高效的现代化区域综合交通网络。

缘，经济发展普遍低于本省平均水平，在现实中竞

产业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是城市发展壮大

争普遍大于合作。
如浙闽赣交界区域 ，地形地貌均以山地丘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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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集”联动，
培育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

的驱动器。依托重点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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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发展。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新区等重点产业园区为载体，引导工业向园区

1.推动发展规划衔接，
构建区域合作发展机制

树立“区域一盘棋”思维，加快省际交界区域发

集聚、服务业和人口向地级市区集中，推进产城融

展规划对接和有效协调。共同编制省际交界区域

合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壮大，以城市发

高质量合作发展规划，明确合作发展的重点领域、

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各地级市中心城区培育

目标和重点任务，将其作为省际交界区域各市产业

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以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为

发展规划、交通设施建设规划和资源利用与生态环

立足点，不断增强各区域性中心城市对高新技术制

境保护规划的依据，做到规划统一、同步建设。加

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力，形成多个辐射带

强沟通和协调，省际交界区域各市分别积极申请把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编制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规划列入本省

4.改革创新，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

省际交界区域不仅要加强内部城市合作，而且

“十四五”重点工作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政府支持
和推动列入国家“十四五”重点工作任务。在编制

要与周边的发达地区和较为发达地区加强合作。

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应加

如浙闽赣交界区域，要与长三角、海西、长江中游等

强与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有效衔接。

区域加强合作，以瓯江水运、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

建立多层次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是推动省际交

干线与港口的相互衔接为切入点，统筹谋划与长三

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的强有力保障。联合成立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相衔接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健全

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成员由

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共同

各市市长组成，作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的

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李博雅等，2020）。还应积极

决策机构，聘请各市所属省主要领导为顾问，定期

推动在省级层面达成推进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

和不定期举办会议，协商解决区域内的重大问题，

的共识，探索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在省际交

积极推进发展改革、规划、交通、产业、生态、投融

界地区、市际交界地区、县际交界地区合作共建次

资、引资引智等方面的合作。下设发展和改革、规

区域合作示范区或试验区。

划、交通、产业、生态等领域的若干委员会作为政策

5.协同共建，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执行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反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识，坚持

映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各市成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遵循“生态产业

立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办公室，或制定一个部门

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建设生态优先型省际交界

具体负责区域合作事宜。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推

区域经济，追求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最大

动省级政府签订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探索构建有效的合作机

支持和指导区域合作发展。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

制，推进省际交界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建，实施生

社会组织在编制区域行业发展规划、规范区域市场

产、生活、山体、流域、海洋等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和

秩序和制定区域市场行为准则的作用。

联合执法。以流域为主要依托，探索构建生态补偿

成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有助于解决省际交界

机制，将生态资源产品化、资本化，让生态产品供给

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中的疑难问题。按照财政收

地区共享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

入 1%—3%比例拨付资金，共同出资成立省际交界

区域合作发展基金。除用于区域合作机构日常运

三、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的

行外，该基金专项用于省际交界区域跨省市基础设

对策建议

施建设、区际利益补偿、区域重大课题研究及规划
编制、区域重大活动开展等事项。

推进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应着力推
进规划对接协调、完善龙头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协

2.完善提升城市功能，
增强龙头城市引领辐射力

以重要产业集聚平台为依托，加大基础设施建

同发展、构建交通设施网络、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共

设力度，加快完善道路、给水、雨水、污水、电力、供

享互认、协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生态环境共保共

热、工业蒸汽、天然气、通讯、互联网、有线电视网和

建和共同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土地平整“十一通一平”基础设施条件，增强投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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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激励创新创业，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和引导人

营销环节留在本地，与其他城市形成产业功能分

口向中心城区集中，加快壮大龙头城市的经济体量

工；利用温商在区域内广泛投资经商办企业的有利

和人口规模。有序推进龙头城市市辖区扩容和中

条件，推进温州与宁德、上饶等城市的产业对接，建

心城区市辖区撤并，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提升中心

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关系。借鉴宁波湾

城区对经济和人口等要素的综合承载能力。对标

新区“引进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打造一个产业

和对接上海、北京、广州及周边大都市，积极承接产

集群”的创新创业发展理念，浙闽赣交界区域各市

业转移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支持本地企业在这

要充分利用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合理布局大项

些大都市建设研发中心。优化龙头城市与周边地

目产业链的前端或后端，合力打造区域大品牌。

区的重大交通方式布局，建设形成以龙头城市为中
心的一小时交通圈。

立足区域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国家级和省级
产业集聚平台的作用，以产业对接、合作、转移为

以增强实力为目标，以提高效率为保证，以改

重点，构筑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引导各市中心

革创新为动力，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着力完善

城区产业高端化发展，通过产业衔接、融合和升

提升龙头城市的城市功能。推动龙头城市大力发

级，打造各具特色、梯次布局的产业集群。如浙闽

展金融、商务、信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强化对本

赣交界区域，应着力推进温州与丽水的绿色环保

地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功能（马燕

产业协作，构建温丽瓯江流域产业协作带（孙昌龙

和城镇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文化等

德等城市的基础和资源，以开放型、创新型、宜居

坤、肖金成，2020）。加强龙头城市与毗邻重点城区

等，2014）；加强产业联动发展，整合温州、台州、宁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向远

型为特征，推动湾区经济、海洋经济、港口经济与

近郊区的延伸，提高中心城区与近郊区连通性。

腹地经济协同发展，打造温台—温宁先进制造及

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建立激励机制，推进龙头
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广“人地挂钩”
“增减

海洋经济产业协作带（孙昌龙等，2014）。加强省
际交界区域重点产业合作，实施“强强联手”，形成

挂钩”双挂钩政策，科学估算人口转入地区城镇新

区域产业联盟，联合打造区域产业品牌，将相同或

增用地规模与人口转出地区土地整治规模，实现城

相近的产业做强做大，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借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探索建立低成本、多元化、

鉴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可持续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探

发展示范区等跨省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的做法和经

索通过统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及

验，在省际、市际交界地区共建产业园区，两地优

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政策和住房公积金等

惠政策择优选用。

住房金融政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住房困难。

加强省际交界区域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的

按照一定时序、合理的空间秩序、适当的人群分类、

资源共享和创新合作，联合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合作

适宜的领域重点，分类指导，循序渐进，有序推进农

计划，共同争取全国性重大体育赛事、国家级和国

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身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际性大型科技论坛等活动的举办权，统筹协调推进

3.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推介。加强区域产业共性

依托各市区位交通优势，优化省际交界区域产

技术共建共享，针对产业共性技术作为准公共产品

业空间布局，推动工业项目加快向各市重点产业园

普遍供给不足的情况，合作共建行业性的公共创新

区集中集聚，推动服务业向各市中心城区集聚。以

平台。探索建立创投机构、风险资本、科技银行等

浙闽赣交界区域为例，重型工业项目向温州、台州、

资源共通共享机制。构建省际交界区域科技创新

宁德等沿海地区重点布局，丽水、南平、上饶等内陆

创业投资基金联盟，在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科技金

地区重点发展轻型工业项目和生态环保型产业。

融资源，充分发挥各市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对优化科

作为浙闽赣交界区域龙头城市，温州要大力发展金

技成果转化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布局的引导作用。

融中介服务、商务、科技创新、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共建科技

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对周边

创新平台，共享民营企业高科技人才地图，合作开

城市制造业的联动和服务，让产业链的研发和市场

展重大技术研发攻关，推动形成民间资本“炒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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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氛围。推进区域知识产权申报和审核互认，
加强知识产权侵权、维权案件审理合作，强化知识
产权跨地区保护和转化。

域客货进出境中心。

5.推进公共服务共享共建，实现区域公共服务

均等化

合力承接国际国内高端产业转移，重点引进资

积极推进省际交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

金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项目、服务业项

管理，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便利

目和龙头项目，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由注重

化。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

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水平和质量转变。统筹谋划

入等因素，逐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创新

区域人才引进政策，避免恶性竞争，避开与先进城

城市间公共服务对接转续机制，探索构建区域公共

市的正面竞争。促进专业技术人员在区域内企业

服务平台，促进居民异地享受公共服务并便捷结

间的合理流动，推动新技术中的隐性知识、生产工

算，实现区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实施民生档案跨

艺创新的共享和传播。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方

地区查档服务项目，建立互认互通的区域档案专题

式，联合培养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为企业发

数据标准体系。

展提供专用型人才和人才库储备。加强医疗资源

推进省际交界区域城市间医疗资源合理衔接

的合作，面向国内国际重点引进医疗设备制造、医

和医疗服务共享，创新医疗卫生领域协同发展机

疗健康服务等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人才，实施需求

制。合作共建区域医疗卫生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

对接和合理布局。

台，逐步实现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预约挂号、

4.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区域立体化交

通网络

远程专家会诊等信息和数据的跨地区共享互认。
完善门诊通用病历、双向转诊、临床用血应急调配

加 强 交 通 部 门 对 接 合 作 ，着 力 打 通 跨 地 区

等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同等级医疗机构医学检查结

“断头路”，畅通区域交通联系。以浙闽赣交界区域

果互认，加快实现区域医疗卫生“一卡通”。扩大跨

为例，共同推进杭温高铁、温武吉铁路建设和温福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加快

高铁建设前期工作，构建多向辐射的高铁网络；以

实现县级行政区异地联网机构全覆盖。拓展跨省

干线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及国省道为依托，形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方式，研究解决就医地和参保地

成便捷联系周边及内陆地区的综合交通通道；加强

结算差问题。完善跨省异地就医信息沟通和应急

沟通和会商，共同呼吁和提请浙闽两省级政府支持

联动机制，探索设立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专窗、开展

和推动“苍南—泰顺—寿宁—庆元—松溪—武夷

院内自助查询方式。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联防联

山”
“ 宁德—霞浦—柘荣—泰顺—景宁”和“宁德—

控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突发公

屏南—政和—庆元”等高速公路建设，争取纳入国

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和相互支援。加强医疗卫生

家高速公路网络规划。

机构和人员合作交流，统筹开展医疗技术人员培

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省际交界区

训，积极引进外部优质医疗资源，共同提升区域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
共建区域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平台，推进人力

域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和多式联运系统建设，大

资源市场一体化建设。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

幅度提升区域物流综合运输能力。如浙闽赣交界

共同营造有利于创业的市场环境。推进区域人力

区域，一是加强温州、台州、宁德三地港口分工合

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完善园区服务外包、渠道招

作，统筹利用区域港口资源，充分发挥各港口的比

聘、人才寻访、创业孵化、管理咨询等人才资源服务

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和协同联动，形成区域航运

功能。加快推进失业保险政策对接和社会保障网

物流综合竞争力；二是完善温州龙湾机场国际口岸

络互联、信息互通，加快实现区域社会保障“一卡

建设，拓展、加密至国内各省会城市及国外重要城

通”。构建区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接机制，

市的航线和航班，提高空港口岸开放程度，建设成

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养老金资格认证认

为浙闽赣交界区域枢纽性国际机场；三是增强温州

可。开展社会救助、社会养老等领域合作，建立社

龙湾机场的区域航空服务能力，打造浙闽赣交界区

会福利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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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强化外资外智利用，
扩大区域对外开放水平

依托海运、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大通
道，选择地级城市重点规划布局一批物流贸易基地

域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之间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在重要湿地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逐步
提高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水平。

和陆路开放口岸，推动海运、航空、铁路、高速公路

推进跨境流域污染协同治理，成立区域跨境流

等开放口岸共建共享，大力发展枢纽经济，培育更

域水环境保障协调办公室。加强跨省境、市境河流

多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上下游水资源协调治理和管控以及左右岸生态环

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国际贸易、港口物流、经

境保护和修复整治，联手打造区域生态屏障和跨地

贸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等方式，对接主要城市优势

区流域生态景观。加强海岸线、河岸线生态环境联

主导产业，带动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外

合保护和修复整治，协同推进近海、流域污染治理，

向型经济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沿线国

实施联合执法。统一实施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共

家和地区发展需求，依托各市产业园区，加强优势

同推动流域产业有序转移和转型升级。

产能、对外工程、能源资源、现代物流、农业等重点
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与承接。
充分发挥各市保税区的开放功能，推动各市进
出口贸易发展，共同推进区域对外开放。依托各市

强化省际交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支

撑。加快推进大数据建设和应用，综合使用 GPS、

GIS、RS、物联网等技术，建设包括水体、森林、湿地、
水土流失等生态体系动态监测定位系统，增强区域

区位交通、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资源等方面的

生态环境动态监测和管理能力。加快推进各地区

优势条件，积极打造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深化政

优势产业绿色化升级改造，大力推广能源高效利

府、产业、商务、科技、文化、人才等领域的国际交流

用、污染物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

与合作。

工艺技术和先进设备。

探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

8.构建区域信用体系，
协同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借鉴广东省推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评价方

施管理。吸引外资重点投向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法，建立区域跟踪评估制度，加强对各个合作领域

研发创新等领域。积极试点外资企业参与“冷热

和项目的监测、检查、统计、分析、评价。构建区域

电”三联供、污水及垃圾处理、地下综合管廊、公路、

合作发展奖惩机制，当有地方政府违约时，可采取

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外资企业依法依

减少合作项目、取消某种优惠、向社会公布评估结

规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在新

果或启动内部民意压力等间接措施给予一定惩罚。

三板挂牌，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融资

联合制定省际交界区域信用条例，签署一批重

工具，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渠道。

7.合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区域产业绿色发展

点领域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建立区
域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推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

构建跨界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协同推进区域水

公示数据、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环境质量监控网建设，确定跨界流域监测断面、监

人等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建立严重失信名单信息

测项目、监测频次、监测方法，互相通报跨界断面水

公示、动态发布机制，对严重失信企业从投资关系、

质监测数据。推动空气质量数据联网，加快各市大

股东关系等多维度开展信用图谱关联分析，开展大

气自动监测数据共享，按照国家新修订的《环境空

数据信用风险监测、动态预警工作。聚焦生态环

气质量标准》实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建立统

境、食品药品、产品质量、旅游、交通运输等重点领

一的生态环境检测体系，联合开展环境质量和环境

域，制定互认的区域红黑名单认定和退出标准及办

影响评估，形成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构建

法，并对信息主体的激励与惩戒以及权益保护等方

生态环境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跨地区突发环境事件

面做出规定，形成“失信行为标准互认、信用信息共

应急响应机制、环境污染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和环评

享互动、惩戒措施路径互通”的区域信用联合奖惩

会商、环境执法等合作机制，联合推进环境违法打

模式。联合保护知识产权和保障区域诚信体系建

击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共保区域生态环境安

设，对诚信失范、侵犯知识产权的个人和机构依法

全。探索建立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在流

惩戒和惩罚，并及时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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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

注释

场的关系，着力让市场在省际交界区域资源配置中

①浙闽赣交界区域包括浙江省温州、台州、丽水，福建宁德、

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区域优化营商环境联盟，对标

南平和江西上饶六个地级市。

世界银行标准和国内外一流城市，精简行政审批环
节，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消除不公平竞争，促进民营

经济大发展（卓勇良，2014）。清理差异化的优惠政
策，废除影响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规定，减少政策洼

地，以谋求多元规制的协调，以统一市场准入制度
和建立合作共赢、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
制机制为重点，全面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积极推动
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
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和信用体系互动，共
同营造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
政策沟通和协调，引导和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力量在推进省际
交界区域高质量合作发展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形
成区域合作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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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igh-qualit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in China
Ma Yankun Wang Zhe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cannot be ignored in China.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is conducive to accele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ter-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form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ycle mutual promo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in China, we should
follow the main engine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outreach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oordination, and we will focus on coordina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lans, improving and upgrading
functions of leading cities,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building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romoting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opening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hanc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 Regional Cooper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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