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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明确部署和要求。2020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第十八次专题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空间优化等方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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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魏后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

一、引言

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
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

2020 年 12 月 13 日，
“ 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

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第十八次专题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此次

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张

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和山东大学联合主

大卫，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美

办，会议主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建清，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

展”。论坛荣誉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

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良，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

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

长张占仓，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心原主任曹文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

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晓东，

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

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常委

誉会长范恒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

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

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

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副

行院长沈体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山东

秘书长刘以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大学教授、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筹）副院长余东

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

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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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原院长张述存，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山东省副省长凌文院士主持，山

质量发展。

2.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

东省省长李干杰致辞，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荣誉

黄河流域各省市加快发展缩小南北差距的重大机遇

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讲话，青海师范

张大卫提出，黄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地区，受

大学校长史培军、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分别致辞。

自然禀赋影响，气候干旱，往期洪涝灾害较多，生态

会议主旨演讲环节由金碚主持，张大卫、范恒山、刘

环境比较差，经过 70 多年的治理，黄河流域的自然

昌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小浪

源研究所研究员）、史培军（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底水库、西霞院水库、三个黄河（原型黄河、模型黄

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后凯、

河、数字黄河）的构建，调水调沙、标准化堤防建设，

方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滩区移民搬迁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使黄河流域的

院长、博物馆馆长）做了主旨演讲。讨论环节由杨

生态环境有了历史性改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改善

开忠主持，陈耀、曹文炼、金碚、刘以雷、肖金成、张

尤为明显。范恒山认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建清、张学良、张占仓、陈晓东、石军、沈体雁、余东

高质量发展，是中央基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基

华、张述存等论坛成员和特邀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做

本特点、发展现状、主要风险和时代使命等所做出

了发言。与会专家集思广益，从生态保护、产业发

的重大战略决策。刘以雷认为，首先，黄河流域生

展、科技创新、空间优化等方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改善和保障中国人居环境

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推动黄河

二、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意义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发挥中国经济韧性
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孕育了古

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后，黄河

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以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 2%

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 13%的粮田，贡献了全国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培根铸魂之举，是坚定文化

14%的 GDP。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区，是人

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提供不竭精

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推动黄河流域生

神动力之源。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1.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

解决黄河流域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

魏礼群指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礼群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
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体现，

发展战略是协调黄河水沙关系、缓解水资源供需矛

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国土空间

盾、保障黄河安澜的迫切需要；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兴

是金山银山理念、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建设

邦的历史性决策。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

美丽中国的现实需要；是强化全流域协同合作、扩

沿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贯

大国内需求、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缩小东西部和

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目标

南北方发展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战略需要；是

的必然要求。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区，是中

深化改革开放，激发沿黄地区经济社会活力和创造

国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刘昌明认为，

力的内在需要；是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彰

黄河从地质地貌上看，其最伟大的贡献是在黄河桃

显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

花峪以下冲积形成了北至天津、南至淮河特大的三

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角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的进程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解决困扰中华民

质量发展战略，是基于黄河在各个方面的贡献和重

族几千年的黄河治理问题，实现黄河流域的全面高

要的文化、政治地位。黄河流域现有耕地 1.7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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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林地 1.53 亿亩，牧草地 4.19 亿亩，宜于开垦的荒

高达 80%，水资源供给潜力已经很小了。因此，推

地约 3000 万亩。黄河流域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被

动黄河水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做好水文章，用

誉为中国的“能源流域”，黄河流域的能源总量占全

好黄河水，将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国的 60%。此外，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展的关键和现实选择。

发展战略要既有保护又要发展。而“引黄济淀”、供
水雄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生态脆弱和生态补偿问题

范恒山强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既存在
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也存在人类行为的侵害

三、黄河流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问题，环境保护修复压力巨大。与此同时，
“地上悬
河”形势严峻，洪水风险依然严峻，防洪运用和经济

与会专家提出，当前黄河流域发展面临着水资

发展矛盾长期存在。刘以雷认为，黄河流域生态环

源短缺、流域发展不协调、城市群发展不完善、生态

境脆弱，从源头看，突出的问题是草原退化，从而严

补偿机制不健全以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等 5 个方面

重影响到水源涵养；从干支流看，存在水量减少、水

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

质污染和水土流失等 3 个突出问题；从黄河三角洲

性，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与会专家一致

看，主要有海水倒灌、环境污染与海草入侵三种病

认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

症。张建清认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将是黄河

进程中，14 亿中华儿女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要探

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黄河治理问题，实现黄

索建立具有黄河流域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顶

河流域全面高质量发展。范恒山指出，由于黄河战

层设计，
解决生态保护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改变

略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模式，积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不仅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极创新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走出一条通过体制、

力，树立久久为功的思想意识，更要紧扣实际，在操

机制与能力建设解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的新路子。

作路径上做出务实科学的选择。
1.水问题

3.流域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

范 恒 山 指 出 ，地 区 差 异 大、发 展 水 平 参 差 不

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齐、流域发展不协调不充分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要素，黄河流域发展最大的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形势艰巨性和复杂性的集中体

短板是水。多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河流域生

现。黄河流经 9 个省区，连接中国南北地区，横跨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水。刘昌明认

东、中、西部 3 个地带，绝大部分地域属于欠发达或

为，黄河总长度为 5464 千米，与长江 6280 千米的

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上中游

总长度相差不大，但是黄河的水流量却只有长江的

地区和下游滩区是中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区域，

1/19；黄河流经 9 个省区，供水 11 个省，全流域地表

各个地区的发展需求很不一致，这就给黄河流域

水开发利用率和消耗率分别达到 86%和 71%，已是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魏后凯

超负荷供水。而且，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黄河上

认为，发展不协调不充分是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

游“水塔”区冰雪消融，雪线下降，下游河口三角洲

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这种不协调主

萎缩，湿地退化，国土蚀退，从而给流域生态保护带

要表现在 4 个方面，即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不

来严峻挑战。肖金成也认为，黄河流域水的供需矛

协调，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

盾非常尖锐，难以满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刘以雷也认为，

近年来，随着黄河上游植被的逐渐恢复，黄河径流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区域协作不充分，给生态

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黄河全流域年平

环境保护造成压力，人口、经济、环境与发展之间

均降水量为 400 毫米左右,平均年径流总量仅为 574

的矛盾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 2.6%，在中国河流中居第八

略的紧要问题。

位，可是却承担了全国 12%的人口、17%的耕地面积
以及 50 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

4.城市与城市群问题

范恒山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结构不够合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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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偏少，中等城市稀疏，区域辐射带动力不强，严

设新体制，即以共同体建设为载体，在流域层面打

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张大卫指出，黄

造黄河流域“生态共同体”
“创新共同体”
“产业共同

河流域城市群之间互相联系不密切，要素流动性不

体”和“城市共同体”，在区域层面打造“城乡发展共

强，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经济发展协同

同体”和“乡村发展共同体”，以此推动黄河流域全

性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城市群和核心城市对全流

面协调发展。以生态、创新、产业和城市共同体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设为抓手，推动黄河流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南北差距问题

确保 2035 年黄河流域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义现代化。

量发展战略事关中国南北差距问题和区域协调发

杨开忠提出“构筑幸福函数、打造幸福河”的新

展全局。陈耀指出，
“ 十三五”期间，黄河流域所在

机制。他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的中国北方地区 15 个省（区、市）的经济份额下降了

略的总要求就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5.81%，目前北方地区的人均 GDP 相当于南方地区

首先，要提升人民幸福函数的总产出和总效用。要

16 个省（区、市）的 82%。数据表明，2016 年前，中国

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

的南北差距并不明显，然而“十三五”期间南北差距

“舒适物”，不断提高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

迅速扩大，该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余东华也认

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着“东西差距

和安全感。其次，要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

仍在、南北分化加快”的问题。造成南北分化加快

点，进一步提升幸福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比。再

的原因除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外，还包括思想观

次，要从部门、空间和时间 3 个维度深入观察、分析

念、体制机制、创新创业精神、市场成熟度和人口流

和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关

动趋向等差异的日渐突出。

键问题。最后，要舞好山东省这个“龙头”。山东省
地处黄河下游，工作力争上游，应奋力扬起黄河流

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实现从京沪经

建议

济走廊的“桥墩”到京沪经济走廊和以新亚欧大陆
桥通道为依托的黄河现代化经济走廊“枢纽”的重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大转变。要打造京鲁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强

量发展战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和党的

化京鲁科技合作，使山东省成为北京市科技拓展和

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蓝图和

转化的新高地。

2035 年远景目标，应紧紧抓住体制机制建设、生态
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空间优化等重点领域，
统筹推进，久久为功，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构想变成美好现实。

1.坚持系统谋划，完善黄河战略实施体制机制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2. 坚 持 统 筹 推 进 ，实 化 细 化 黄 河 战 略 实 施

路线图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进一
步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实化细化路线图、施工图。
范恒山认为，应把握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实施的 5 个关键操作路径。其一，分类指

略，应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把握好生态、产业、

导，以分工为基础推进地区间协同联动。以国家颁

创新、城市、时间、空间等要素，建立健全黄河命运

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共同体新体制、新机制。魏礼群指出，要进一步学

为依据和指导，协同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要

环境一体化保护等专项规划和地区综合性实施方

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量水而行、节水优先，

案，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等举措。其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深化改

二，生态优先，以绿色为底线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革、扩大开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则，着

其三，标本兼治，以水资源调控为主体优化生产活

力形成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动和安全防护。其四，
“ 两端”突破，以强化重点地

战略的体制机制。魏后凯提出了“黄河共同体”建

区发展为抓手推动流域整体提升。一方面，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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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除体制障碍，强化城乡联动；另一方面，加快推动

区域；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全面推进全流域污染

城市间、城乡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其五，战略

治理。

引 领 ，以 创 新 平 台 为 支 撑 提 升 内 生 动 力 与 外 联
水平。

3.坚持生态优先，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

体系

4.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经济
与会专家认为，应适应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

展理念，谋划新发展格局，积极构建黄河流域现代
化经济体系，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大力推进黄河流域

一是优先发展具有黄河特色、黄河品质的现代

综合治理，探索形成全流域生态修复系统和经济社

农业。曹文炼认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刘昌明认为，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以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

经济发展滞后，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必须走

为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

均粮食消费量明显减少,肉蛋奶等食品消费量显著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

增加。随着中国逐渐开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机和活力，真正成为幸福河。黄河三角洲地域辽

新征程，人民群众的食品将不再仅仅只是稻谷和小

阔，土地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广阔、

麦，人民群众对生态、绿色、有机、健康型农产品的

最完善、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好，农

需求不断增加。充分利用黄河流域优质的生态牧

业潜力大。应把山东省和黄河中上游的 8 个省区串

场和基本农田，发展绿色畜牧业和绿色种植业，探

联起来，从山东省的“黄河口”到青海省的“黄河源”

索生态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合力打造黄

进行全流域的系统规划与综合治理。

河流域生态经济带。

肖金成认为，充分用好一湾黄河水，有 3 个方案

二是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先进制造业

可供选择：一是以历史用水量为基数，建立水权交

集群和先进服务业集群。张大卫认为，要实现黄河

易市场；二是根据用水量收取水资源费，并按照各

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各省区都面临深入扩大

断面的水量分配水资源费；三是以人口和流域面积

开放和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要全

为基数确定水权，采取市场化方式实现用水结构调

面梳理供应链，认真分析其系统结构、功能和流量、

整，提高用水效率，解决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严重

流向问题，准确把握各省区的优势和短板。建设强

制约问题。

大的国际交通枢纽，对现有枢纽进行升级改造，提

张建清认为，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

升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国际国内转换效能。增强

跨省市、跨流域、跨部门协调，推动跨区域协同治

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交通枢纽的对接能力，建设

理。要制定实施差异性的区域补偿政策，多利用绿

强大的国际国内市场物流集成和分拨能力，建好现

色税收、绿色信贷、价格激励等经济手段实行生态

代化功能性口岸，提升便捷通关能力，形成覆盖国

补偿。在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机制的

内主要城市的贸易物流网络。提高数据收集、管理

基础之上，加快推进碳汇交易、水权交易、排污权交

和开发利用能力，争取建设面向东北亚地区和西太

易等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实施。黄河流域不同区段

平洋地区的数据跨境流动自由贸易港，发展强大的

的生态条件差异很大，上、中、下游和河口湿地所面

数字经济集群和数字贸易集群。提升新工业革命

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完全不一样，建立统一的生态

条件下战略管理、价值管理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提

补偿市场化交易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区段、各

升金融服务、人才培养、营商环境和制度政策保障

方面的积极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真正形成利益

能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先进服务业集群、新产

共同体。

业新业态集群及其创新型产业生态系统。

与会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黄河生态保护治

三是发展高吸收碳经济等新生态经济。史培

理顶层设计，积极研究制定“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总

军认为，高吸收碳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达峰”

体规划”；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评估，划定黄

和“碳中和”的重要道路。高吸收碳经济实现了生

河源、祁连山、黄河入海口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统一。所谓高吸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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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就是有效实现固碳、吸碳、储碳和转化碳，减
少化石能源使用的新生态经济。贯彻落实黄河战

客山东”布局。
陈晓东认为，治理现代化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略，既不能不发展，也不能走破坏生态的发展道路，

展的应有之义，黄河安澜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

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即把发展与保护有机结合起

标准，统筹治理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人

来。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一个核心就是发展生态

民共享是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因此，应积

经济，发展高吸收碳的生态经济，这是一种全新的

极推动黄河流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史培军建议，山东省委、省政
府应把山东省与青海省联合起来，认真研究新旧动

6.坚持集聚集约发展，
打造高质量空间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能转换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途径，支持两地协同

高质量发展战略，应妥善处理黄河高滩、中滩和低

发展高吸收碳经济。

滩之间的三滩关系，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三段

四是加快形成黄河流域双循环新格局，促进生

关系，城市群内、外的区域关系，以及国际大循环和

产要素自由流动。曹文炼认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

国内大循环两环关系等重要的空间关系，坚持集中

量发展，要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

集约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

展新格局，特别是要加快黄河流域生产要素的自由

一是妥善解决三滩关系，构建人滩和谐的河滩

流动。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的资源优

治理模式。张占仓提出了“三滩分治，建设平安黄

势和分工优势，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等

河”的治理思路。所谓“三滩分治”，就是针对黄河

新型要素市场，促进水权、林权以及资金、产能等指

大堤内的高滩、中滩和低滩等不同的空间范围，分

标按照市场价值在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进行交易

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科学治理，探索创建一种新

和置换，
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黄河下游滩涂治理模式。高滩就是 1956 年以来

5.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流域创新治理现代化

再没有被洪水漫过的范围，中滩是高滩和低滩之间

创新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与

的摆动空间，低滩则是靠近河道的范围。建议继续

会专家认为，应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流域创新治理

加高高滩居民点的高程，确保大堤内 100 多万人口

现代化，打造富有生机活力的黄河流域区域创新系

的生命财产安全；采取工程手段，进一步加固地处

统。陈耀认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中滩的这一片土地与河道的过渡地域，提升黄河抵

展战略，提振北方经济，务必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

御河水冲刷的能力，减少黄河摆动对其的影响。黄

推进创新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适应市场

河最大的特点就是摆动大，从而形成了河道较大幅

竞争和国际化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和优化以

度的往复性变化，河道摆动的范围就是低滩。如果

重化工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有效遏制其摆动，那么就可能形成从郑州市桃花峪

现代化创新体系；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抓手，推动

到山东省东营的 500 吨的通航航道。可见，三滩分

黄河流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让黄河流域在构建双循

治是一种来自黄河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是一种破解

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全国经济高质量

黄河下游特殊难题的新途径，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增长中起到引领示范效应。

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沈体雁提出，推动创新方式变革，打造“创客山

二是妥善处理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段关系，促

东”新名片。山东省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不足，根本

进流域协调发展和优势地区加快发展。习近平总

问题是以礼制和等级差序格局为要义的地方文化

书记提出，要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生态

和地方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开放创新的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石军和张述存都

需要。应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变革，培育千万量级的

强调了在黄河流域协调发展的大前提下，山东省发

新兴创客阶层；推动文化变革，锻造新时代山东省

挥龙头作用的重要性。石军认为，山东省在地理位

创客精神；推动城市品质变革，打造人才“雀巢”和

置上处于黄河下游，而在高质量发展上应该当好龙

人才枢纽；推动产业治理变革，打造世界级创新型

头。山东省具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条件，应采

产业集群；推动创新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新时代山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

东省创客共同体；推动创新空间格局变革，优化“创

率先垂范，
发挥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
在黄河流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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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上蹚出一条新路子。张述存认为，山东省具

降一点，轻资产占比上调一点，新经济占比提升

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内需市场

一点。

优势，
应率先形成在生态保护、
流域治理、
产业合作、

五、结语

战略互动等方面的龙头示范作用。
三是妥善处理好城际关系。张学良建议，应在
加强济南市和青岛市等山东省内部城市合作的同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

时，积极加强青岛市、济南市与上海市的城市合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

加强济南市与郑州市的城市合作，优化城市合作格

协调解决跨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次论坛围绕

局。此外，诸多专家学者都强调，未来应高质量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深入

设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把

探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

三大城市群建设成为带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义、新形势和对策建议等重大问题，并从“黄河流域

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柱。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四是妥善处理国际国内双循环关系，推动形

与环境治理”
“ 黄河流域社会治理与区域合作”
“黄

成新发展格局。刘以雷提出，应将黄河流域生态

河文化与文旅融合”
“ 新旧动能转换与黄河流域协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

同发展”等方面展开了专题讨论。

有机结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远景规划有

与会专家学者从体制机制、实施路径、生态保

机结合，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张学良提出，应

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空间优化等方面建言献

进一步加强省际毗邻区域的合作，创新区域合作

策，提出了黄河共同体建设、黄河战略实施五大路

方式；大力推进“多式联运”，打造内循环的门户枢

径、积极发展高吸收碳经济、实行三滩分治、优化空

纽，畅通内循环；强化产业创新，让重工业占比下

间布局等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Overview of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Xiao Jincheng Shen Tiyan Liang Shengping

Abstract：on September 18, 2019,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ome up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in a speech delivered in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the“14th Five-Year Plan and 2035 Vision Proposal”
, which made clear
arrangements and requirements for“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On December
13, 2020, the“18th Symposium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y Forum of 50 people”was held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ymposium ha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on the topic of“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er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Forum of 5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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