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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快速便捷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日益成为
人们出行工具的重要选择甚至是特定距离下的优先选择。基于距离衰减规律

和城市引力模型的认识，高速铁路通达会缩短沿线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继

而缩短心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等，从而引起城市间经济

社会距离弱衰减，增强高铁沿线城市之间的关联性。正是高铁城市间存在距

离弱衰减，才大大显化了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的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等特

征，进而通过触媒效应、集散效应、同城效应和梯度效应四大高铁效应共同

驱动沿线城市发展势能的更替。高速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

征。政府作为高速铁路线路、高铁站区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者，需要切实发

挥看得见的手的科学干预作用，促进高铁效应的最优化发挥，引导城市更好

地进入高速铁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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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铁路联盟 （ＵＩＣ）认为，高速铁路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ａｉｌ，以下简称高铁）相对于
传统铁路，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速度的提升，一般以２５０千米／小时为标准，但最低速
度应该要超过２００千米／小时，最新的生产线设计运行速度已经达到３５０千米／小时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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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４００千米／小时），高铁作为一种快速扩展的新型运输方式，是 “未来的交通方式”，

它包含涉及基础设施、运营管理、跨部门协调等许多复杂技术的综合应用，安全、速

度、承载力和可持续性是高铁的四个重要特征，目前事实也已证明高铁是非常灵活和

具有吸引力的，特别是意味着商务活动速度的提升 （ＵＩＣ，２０１８）。
中国业已进入高铁时代。２０１６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建设 “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

连接线有效衔接、城际铁路为补充的高速铁路网，预计高速铁路里程到２０２０年达到
３万千米，到２０２５年达到３８万千米，实现连接５０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省会城市
和主要城市群，建成若干小时交通圈。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 《２０１７年铁道统计公
报》，２０１７年，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２５万千米。高速铁路能够带动区域经
济总量增长、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形成高速铁路经济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格局

优化具有正相关效应和基础性作用 （林晓言等，２０１５）。正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
中西部的一些边远地区将有机会从交通末梢逐渐成为交通枢纽甚至成为对外开放的门

户 （金碚，２０１５）。显然，城市如何更好地迎接高铁时代，在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一个
热点议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高铁对沿线城市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高铁对沿线城市时空关系的影响，认为高铁通过导致区域可达性分布、城市空间联通

关系等发生改变继而影响城市的发展，抑或出现城市边缘化或核心化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２００１；ＣｏｔｏＭｉｌｌá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马学广、唐承
辉，２０１８；王春杨等，２０１８）。二是高铁站区建设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一般认为
高铁站区具有交通节点和城市功能双重价值，即一方面，高铁站区作为交通运输的重

要节点，起到快速集散人员流动的枢纽作用；另一方面，高铁站区也是城市建设发展

特别是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品质、城市空间关系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ｎｓ，２００３；Ｐｅ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Ｔｒｉｐ，２００８；Ｍｏｎｚó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邹卓君、郑伯红，２０１７）。三是高铁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影响，包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
带动 （ＰｒｅｓｔｏｎａｎｄＷａｌｌ，２００８）、促进关联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Ｂｏｎｎａｆｏｕｓ，
１９８７；ＭａｓｓｏｎａｎｄＰｅｔｉｏｔ，２００９）、驱动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１９９７）、
提升城市地价 （周玉龙等，２０１８）及房地产价格等 （刘晓欣等，２０１８）。四是高铁对
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及城市功能

分工等方面，大中小城市应采取不同应对策略 （Ｆｅｌｉｕ，２０１２；方大春、孙明月，
２０１４；宋文杰等，２０１５）。

总体来看，围绕高铁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特别是基于国内外案

例研究得到很多有益的结论，富有启发。充分借鉴已有学术成果和案例研究的发现，

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方法，基于逻辑推理的技术路线，梳理高铁对沿线城市

影响的主要方面，进一步归纳总结和探究高铁对沿线城市发展的影响机理，具有一定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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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铁通达条件下产生 “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

距离衰减规律简言之，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地理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强度会趋

弱，这是影响地理空间秩序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法则 （陈卓等，２０１８）。距离衰减规律
的理论基础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如公式 （１）所示：

Ｆ＝Ｇ
ｍ１ｍ２
Ｒ２

（１）

其中，ｍ１和ｍ２是主体和客体的质量；Ｒ是主体和客体的距离；Ｇ是引力系数，距
离越长，主客体之间的引力就越小。这种引力关系，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区域中城市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可以进一步演化改进成为城市引力模型，如公式 （２）所示：

Ｆｉｊ＝Ｋ
ＰαｉＰβｊ
Ｄｒｉｊ

（２）

其中，Ｆｉｊ是两城市间的吸引力；Ｋ为两城市之间的引力系数；ｉ、ｊ是两个城市，
Ｐｉ和Ｐｊ分别为城市ｉ、ｊ的质量，一般可以用人口规模来表征，α、β分别是城市ｉ和ｊ
规模的影响力指数；Ｄｉｊ是两个城市间的距离，ｒ为距离的影响力指数 （刘继生、陈彦

光，２０００；陈彦光、刘继生，２００２；龙青云，２００５；钱春蕾等，２０１５）。城市引力模
型表明，两城市之间的吸引作用力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长，作用力越小。

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变量，研究提出 “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模型，即

虽然高铁通过的两地 （城市）间物理距离不变，但是时间距离发生改变，引入时间

变量后，两地 （城市）之间的引力公式可以进一步改进得到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

减模型，如公式 （３）所示：

Ｆｉｊ＝
１
Ｔｉｊ
Ｋ
ＰαｉＰβｊ
Ｄｒｉｊ

（３）

其中，Ｔｉｊ为通过高铁之后两地 （城市）之间的时间变量系数，时间与两地 （城

市）引力成反比，时间越短，吸引力越大，反之，吸引力越小。

显然，在没有通过高铁之前的传统陆路交通方式下，两地 （城市）之间人们出

行通达时间要长于高铁通过的情形，即两地 （城市）之间由于高铁连接通过，产生

了两地 （城市）之间吸引力上的距离弱衰减。具体地，可以进一步分解两地 （城市）

距离变化关系，即在两地 （城市）之间通达时间距离缩短的条件下，会进一步诱导

两地 （城市）居民心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等发生变化。其中，

心理距离是人们决策的基本信息，人们的判断决策结果都会发生在一定的心理空间范

围内，与人们对客体事物的心理认知与理解具有相关性 （陈海贤、何贵兵，２０１４；
ＤｈａｒａｎｄＫｉｍ，２００７），它会作用于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发生变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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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两地 （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关联度。由此，虽然作为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

地理属性的空间距离不会因为高铁连通发生改变，但是高铁连通会导致时间距离、心

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等发生关联性缩减变化，因而从经济社会属

性上看，会产生 “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见图１）。

图１　高铁连通情形下的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机理

１时间距离缩短
时间距离，即行为主体在两地 （城市）之间流动的时间。高铁作为一种快速便

捷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大大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两地 （城市）通达时间的

缩短是导致行为主体心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衰减的直接诱因。因

此，在引力模型中，两地 （城市）间引力会随着通达时间缩短而增大，引力变化集

中体现在时间变量上。

２心理距离缩短
有研究指出，时间存在折扣，即随着时间距离的扩大，人们的心理感知度会降

低；反之，随着时间距离的缩小，心理感知度会得到提升，即人们从心理上更愿意着

眼现在或者更短时间内的行为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显然，
心理距离会随着时间距离的缩短而弱衰减。相比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的客观自然属

性，行文主体的心理距离则表现出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属性，并且心理距离是影响社

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变化的内因。

３社会距离缩短
社会距离是衡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认同理解与亲密

往来程度的重要指标。两地 （城市）是既关联又相对分割的两个社会化空间。正是

由于高铁通达，人们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使得两地 （城市）之间人与

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相比之前更便捷或更有可能发生，从

而缩短了两地 （城市）社会距离。社会距离的缩短，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地 （城市）

人文交流、增强价值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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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经济距离缩短
经济距离可以理解为两地 （城市）之间发生经济往来的规模、结构和密度等。

经济距离长短取决于空间距离、时间距离、行为主体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长短及

其综合影响结果。显然，在空间距离不变的条件下，随着高铁通达后两地 （城市）

之间的时间距离、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缩短，投资和消费主体在考虑经济行为时，

会进一步弱化空间距离，由此导致经济距离缩短，从而会增强两地 （城市）之间的

经济往来密切程度。

５概率距离缩短
概率距离即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具有不确定性。由于高铁通达，时间距离缩

短，人们出行更加便捷，会增加两地 （城市）间居民的出行机会或概率。此外，受

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和经济距离缩短的诱导影响，行为主体往来及其附带的各类事件

活动发生的规模、频次有进一步扩大和增加的可能性，即增加事件发生的概率，从而

在不确定中增强确定性，即缩短概率距离。

综上，高铁通达后，时间距离缩短是诱发其他类型距离缩短的直接原因；与此同

时，心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是相关影响、相互叠加、互为替代的

同质关系的。对于距离衰减定律，在自然属性基础上，赋予时间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

之后，距离衰减会被弱化，从而出现两地 （城市）之间的综合距离弱衰减变化。

三、高铁对沿线城市影响的机理模型

从国内外经验看，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积极作用的

一面，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风险，影响的作用力大小也不尽一致。总结起来，至少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高铁站区及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有利于拓展城市的发

展空间，甚至使之发展成为城市新的功能性中心，进而改变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形

态；二是由于出行时间缩短，沿线高铁城市往来更加便利化，有利于扩大人们的商务

活动范围；三是高铁大规模、高频次人流会带动高铁城市之间其他经济要素流动；四

是高铁会带动沿线城市接轨融入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促进沿线城市在更大区

域范围内整合资源要素和实现功能分工；五是对于经济势能较强的大城市、区域性中

心城市，高铁会进一步强化其对周边特别是高铁沿线城市的要素虹吸作用，相反，对

于部分中小城市，一段时间内高铁的通道功能往往会强于要素集散功能，导致出现要

素离心效应 （张燕，２０１４）。
与此同时，根据距离弱衰减分析，高铁通过有利于增强两地之间的吸引力，进而

凸显高铁城市的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其中，显化通达性，即高铁沿线城市能够

与沿线其他城市之间通过高铁实现有效通达，相比没有高铁之前，通达能力和效果更

好。显化开放性，即由于高铁作用，城市间通达条件改善，城市对外交流更加频繁，

从而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显化节点性，即由于高铁枢纽站的作用，一方面会集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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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区域的客流，另一方面会集散沿线其他城市的客流，从交通价值和功能上看，具

有明显的节点性特征。因此，可归纳梳理高铁对沿线城市发展不同层面的影响机理，

主要包括触媒效应、集散效应、同城效应和梯度效应等高铁效应，在此基础上探索构

建高铁对沿线城市影响的综合机理模型。

１高铁站区：触媒效应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触媒原指化学工业所指的催化剂。顾名思义，触媒效应是指在事物的变化过程

中，外界影响因子起到的促进或媒介作用从而所产生的影响结果。高铁枢纽站对城市

发展存在多个方面的触媒影响 （石海洋等，２０１３）。高铁站区本身是城市发展空间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铁站区的建设及其功能板块的形成会对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

一是高铁站区的建设过程可直接拉动经济投资和增加就业岗位。二是高铁站区枢纽功

能所带来的大规模、高频次的人流活动，会带来住宿、餐饮、购物、旅游等相关商务

活动，促进相关服务经济发展。三是高铁站区同步发挥交通枢纽节点功能和城市服务

功能，会带动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高铁站区就如城市发生改

变的催化剂，即触媒。显然，高铁带来的距离弱衰减作用会在更大区域范围进一步强

化高铁站区的要素集散功能。当然，政府理性行为对于能否积极发挥触媒效应起到重

要影响作用，特别是要防止非理性的站区规划和大规模建设。

２高铁通道：集散效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任何交通运输方式都会促进沿线地区或城市要素集散流动。由于高铁能够带来两

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相比传统的其他陆路、水路等交通运输方式，会进一步强化

沿线的要素集散作用。首先，高铁作为大密度、高流量、公交化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组织

方式，直接带动人流在沿线不同城市之间大规模、快速交换，人流进一步带动了不同城

市之间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的传播与交换。其次，人流、信息流、技术流和资金

流在高铁沿线城市之间的流动，会带动高铁沿线城市发生其他各类经济活动，进而催生

通过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带来的要素流动，包括物流等。正是高铁促进了沿线城市之间人

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交换，才驱动资源要素在沿线城市之间再配置。

３近邻城市：同城效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同城效应是指相邻地区或更大范围内的城市间由于经济社会紧密度高而产生的同

城化发展趋势和互动作用。显然，高铁通过距离弱衰减能够加速相邻城市的同城化进

程，使得两地 （城市）中的行为主体实现跨地 （城市）当天往来通勤。例如，如果

按照６小时为一个人在一天中的最长可能承受的通勤时间，在没有高铁之前，此人按
照单程３小时计算只能在城市内部活动，借助高铁出行后就可以实现当天到另外一个
城市活动 （见图２）。由此可见，高铁能够促进相邻城市实现通勤、就业的同城化，
进而促进两个城市之间形成小时经济圈，实现两个城市间文化娱乐等消费同城化、产

业投资发展同城化等。

４高铁沿线：梯度效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
高铁带来的距离弱衰减会推动在更大区域范围配置资源要素，引起沿线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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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两地 （城市）高铁通过情形下的通勤可能性示意

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特定时间段内，高铁往往会强化一些沿线城市要素的虹吸效

应，而对另一些城市则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离心效应。这主要是由于高铁沿线城市存

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城市功能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里把这种不同城市在

发挥高铁作用方面的差异，归纳为梯度差异，即高梯度城市将获得更多要素资源，而

低梯度城市则出现要素外流的风险。高梯度城市，一般是综合势能较高的中心城市、

专业化功能较强的特色城市等；低梯度城市，则主要是那些规模小、专业化功能不突

出的中小城市。在没有高铁连接时，这种梯度差别往往不明显，高铁将高梯度城市和

低梯度城市联系起来后，就会显化沿线城市的梯度差异，从而改变高铁沿线区域的发

展格局，影响高铁沿线不同城市势能的更替变化，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高梯度城市对沿线其他低梯度城市的虹吸作用力，一方面，会因为高铁联

系扩大其辐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也会随着高铁通达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弱化 （见

图３），即高铁中心城市对沿线城市的辐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区间范围。
综上，高铁通达会使得城市之间产生距离弱衰减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ａｋ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Ｄ），从而提高高铁城市的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进一步通过触媒效应、集散效
应、同城效应和梯度效应等共同驱动城市势能 （Ｅｎｅｒｇｙ，Ｅ）发生改变。这里四大效
应构成高铁影响城市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此外，政府行为
（Ｇｏｖｅｒｎｓ，Ｇ）将对全过程产生重要的应对干预作用，这样就可以构建高铁对沿线城
市影响的ＤＭＧＥ机理模型 （见图４）。

显然，四个效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集散效应是核心和关键，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梯度效应、同城效应和触媒效应的作用力大小，四个效应共同发生作用进而

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促进城市势能的更替变换。这里，

城市势能包括综合势能、经济势能以及专业化势能等。值得注意的是：一是机理模型

的隐含条件已经充分考虑城市的自然属性和发展基础，尊重不同城市存在的客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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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高铁对沿线城市影响的梯度效应示意

图４　高铁对沿线城市影响的ＤＭＧＥ机理模型

性；二是要充分考虑时间变量，即高铁对城市的影响具有阶段属性，在高铁站区建设

阶段、高铁运营后以及高铁沿线城市势能更替过程中，高铁对沿线城市的影响 （正

向或负向）及其作用力大小都存在差别；三是政府积极行为有利于引导高铁对城市

发展发挥正效应作用，而对那些不尊重高铁对沿线城市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盲目人

为地放大高铁作用，显然是不可取的。

四、结论与启示

在研究提出高铁通达条件下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高铁

对沿线城市发展影响的主要方面，深入剖析了高铁对其沿线城市发展的影响机理，进一步

深化了对高铁时代城市发展的认识，对于推动高铁沿线城市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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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高铁通达条件下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在距离衰减理论的基础上，以

城市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分析高铁会缩短两地之间的时间距离，引入时间变量，从

经济社会属性变化角度，提出两地 （城市）综合距离弱衰减，即两地 （城市）之间，

高铁通达时间越长，两地 （城市）吸引力越小；反之，吸引力越大。其中，高铁通

达引致的两地 （城市）之间距离弱衰减的直接影响因素是通达时间缩短，时间缩短进

一步诱导心理距离、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缩短。两地 （城市）的空间距离

具有客观自然属性，不会因为高铁通过而发生改变。因此，高铁通达条件下的两地

（城市）距离弱衰减是个相对概念，这里只是从两地 （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吸引力和

紧密性角度出发，刻画了高铁通达所带来的两地 （城市）之间时间距离、心理距离、

社会距离、经济距离和概率距离被弱化，进而增强两地 （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

的现象。由此，高铁通过带来距离缩短作用，并不是无限制的，即高铁的影响存在一个

现实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例如，以两地 （城市）当天往返商务活动为例，如果按

照２５０千米／小时的标准计算，以当天上班时间８小时、最大往返通勤时间６小时和余
下２小时为商务活动时间的方法计算，单程７５０千米以内能够实现办公且当天往返；那
么，对于出行单程超过７５０千米以上的高铁城市之间，高铁带来的距离弱衰减将不明
显，即距离衰减会被强化。

二是高铁通达会凸显城市的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特征。正是高铁通达情形下

产生距离弱衰减，才进一步增强了高铁城市的要素集散功能和高铁站区的枢纽作用，

进而扩大高铁城市的商旅活动辐射范围，促进高铁沿线要素大规模、快速便捷流动甚

至驱动区域发展格局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高铁城市的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

的特征会被凸显。其中，高铁站区及其周边区域板块的开发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及

功能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城市政府在选址高铁站区以及推动周边区域开发方

面，要从城市中长期战略发展以及提高城市通达性、开放性和节点性等角度出发，提

前做好研究谋划，对于高铁站区及周边区域的开发既不能一味求大求全，也不能囿于

现行的城市发展框架，需要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布局工作。

三是高铁对城市发展具有触媒效应、集散效应、同城效应和梯度效应等四个方面

的影响机理。虽然高铁沿线城市的城市规模、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高铁对其产生的作用都离不开触媒、集散、同城和梯度效应，具有普遍性。只不过

是，这些效应在特定时期综合影响到具体城市的时候，会产生不同效应结果，作用力

有大有小，有积极作用，也存在负面影响的风险。因此，从最优化角度看，要立足高

铁沿线城市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特点，充分发挥城市的比较优势，促进高铁沿线不同城

市能够实现高铁正效应最大化，尽可能降低和规避负效应风险。这就要求高铁沿线城

市之间能够深化细化产业分工、引导城市功能的错位互补，避免由于大城市的要素虹

吸作用和中小城市的高铁离心作用而出现马太效应。

四是高铁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从短期看，受经济要素趋利影响，高铁更有利于

大城市集聚要素，对部分中小城市会产生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但从中长期看，随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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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要素深度交换配置，沿线城市分工深化，促进不同城市间错位发展，大城市的中心

辐射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小城市专业化功能将不断强化，高铁的作用力会被扁平

弱化。即从长期看，高铁效应无显著的正向影响或负面作用，只要充分发挥沿线城市

的比较优势，高铁会促进实现高铁沿线城市实现新一轮资源配置和分工，形成一批不

同等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城市等，从而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因此，应从

高铁通达初期、中期及后期的不同阶段，来研究高铁对沿线城市发展带来的各方面影

响，进而基于不同时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举措。

五是政府干预直接影响到高铁效应发挥的效果。在中国，高铁属于政府规划投资

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高铁效应能否积极有效发挥与政府

行为直接相关。首先，在高铁线路、高铁站区的规划选择上，政府发挥着指挥棒的作

用，科学的线路和站区选址有利于沿线城市更好地借助高铁通达实现良性发展。其

次，在高铁通达后，沿线城市之间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新增经济社会联系，城市政府

应立足隐性或显性存在的高铁经济带，从城市战略发展和高铁沿线区域格局优化重塑

的角度，认真思考高铁时代下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取向，力争在产业发展、投资项

目选择和资源要素配置上实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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