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国家战略背景下山东半岛
城市群发挥龙头作用的路径选择

郝宪印　王　韧

摘 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发挥山
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本文深入分析了黄河国家战略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优势与

短板，通过借鉴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先进经验，提出了山东半岛城

市群发挥龙头作用的具体路径。认为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的龙头

作用，需首先在龙头塑造上下功夫，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加快形成

“一群两心三圈”的龙头发展格局；同时，还要突出自身比较优势，发挥龙

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沿黄达海大通道，不断强化跨区域、跨流域产

业协作，以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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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第１版。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第１版。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群发展，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上强调，要 “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

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①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推动沿黄

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②因此，科学谋划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思路，全

４４



面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是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引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本文以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为切入点，从黄河国

家战略的高度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一方面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龙头作用提供参考与借鉴；另一方面，为沿黄地

区城市群协同推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与建议。

一、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黄河流域发展龙头的优势

山东半岛城市群涵盖山东全境。作为黄河流域内人口、经济、文化大省和唯一沿

海省份，山东省在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上均居沿黄九省区首位，尤其是在对外开放、动

能转换、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综合实力显著，山东半岛城市群是黄河流域目前

经济实力最强且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群。

一是战略区位相对重要。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东临黄渤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这里是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接壤之处，也是华东地区与华北地区之间的衔接

部分。山东北连京津冀都市圈，南接长三角城市群，西邻中原城市群，东临环太平洋

经济带，处于新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位置，是我国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战略节点，也

是由南向北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区域，可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地区提供便捷的

出海通道和对外交流窗口。同时山东与日、韩两国一衣带水，可为其开拓欧亚大陆腹

地市场提供便捷的外贸通道。

二是实体经济基础较好。山东是全国产业链最完备的省份之一，实体经济发展成

熟，工业体系较为完善。制造业、能源产业、农业和海洋产业是山东的支柱产业，在

全国具有重要影响，２０２０年入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
山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新医

药等 “十强”重点产业规模提升迅速，发展势头强劲。以海尔卡奥斯、浪潮为代表

的工业互联网优势正不断赋能实体经济，形成了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 ＋人工智能”
和 “５Ｇ＋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新模式。２０２０年全省 “四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例达到３０２％，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４５１％，高新
技术企业超过１４万家①。新一代信息制造业、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２８９％、２５７％和３４％②。济南市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青岛市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集群、青岛市节能环保产业集群、淄博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烟台

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烟台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临沂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

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入选数量居全国首位。

三是农业优势突出。山东沿黄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区，素有 “粮棉油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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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水产之乡”称谓。作为农业大省，山东农业发展势头强劲，逐步实现了由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变。小麦、棉花、花生等作物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是全国十三个

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全国蔬菜、海产品、蚕茧和药材等农产品的主要产区，粮食、

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花生产量分别占到全国８％、９％、１０％、１１％、１３％
和１６％①。山东农业优势十分突出，总产值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第一，２０２０年更达到
１０１９０６亿元，成为首个农业总产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６５％②，农产品出口多年居全国第一位，并成为全国唯一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省。

四是对外开放优势明显。山东致力于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全力打造对外开放制

度创新、高端产业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合作、国际地方经贸合作、人才集聚发展、区

域协同开放、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八个高地，构建起山东高水平扩

大开放的 “四梁八柱”。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山东已与２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
系，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４２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国际友好港口达３６个。
２０２０年山东外贸外资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逆势上扬，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增长，全
年进出口总额２２万亿元，占黄河九省进出口总额的５０％以上，同比增长７５％，其
中出口１３０５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３％③。作为全国交通强国 “智慧港口建设”唯一

试点单位，２０２０年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１６９亿吨，居全国第二位，青岛港获得
了全球最大船公司马士基航运公司颁布的全球挂靠码头综合绩效排名桂冠，东北亚航

运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山东还积极抢抓ＲＣＥＰ协议签署重大机遇，不断加快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上合示范区建设，持续深化与日韩合作。

五是创新要素富集。山东省域创新要素富集，科技创新平台支撑作用显著。省内

现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１６６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７个，均居全国第一，拥有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等一批重大科技平台；山东产业技

术研究院、高等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相继成立，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达到３０家。
“人才兴鲁３２条”等人才政策已形成积极效应，省域人才呈回流态势，住鲁两院院
士和海外学术机构院士达到９８位，国家级和省级领军人才４１４５名，分别比２０１５年
增长１１３％、２１５％④。山东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海洋科研人员，拥有普通高校 １４６
所、在校生２３０万人，２０２０年省内劳动年龄人口达６７００多万人⑤。２０２０年省内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１４万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４４５％，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在
全国第６位，科技创新正开启山东高质量发展新模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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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根据２０２０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整理得到。
作者根据２０２１年 《山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六是市场空间广阔。“十三五”期间山东新型城镇化迈出扎实步伐，积累了丰富

经验，省内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吸引人口聚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城市规模效应凸

显，全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实现 “双过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６１５１％①。山东
拥有济南、青岛两座常住人口分别突破１０００万人和９００万人、ＧＤＰ突破万亿元大关
的特大型城市，拥有临沂、烟台、淄博、潍坊、济宁、枣庄、泰安和德州八座城区人

口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型城市，区域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为各类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七是文化底蕴深厚。山东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享誉世界的儒家文

化发源地。滔滔黄河为山东提供了广袤的平原，也孕育了兼容并蓄的齐鲁文化。齐鲁

故都、孔孟故里、东岳泰山、天下名泉、大运河、齐长城等文化符号丰富多彩，熠熠

生辉。千百年来，儒家文化、齐文化、泰山文化、运河文化、泉水文化、海洋文化等

在齐鲁大地融合发展并在新时代得以发扬光大，大运河、泰山、曲阜三孔以及齐长城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曲阜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连续成功举办，为中华文明、黄

河文明与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和窗口。

二、国内流域经济中龙头引领的经验借鉴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流域经济的典型代表。按照区位、自然、社

会和经济等方面衡量，长三角城市群是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发展龙头，珠三角城市

群则是珠江流域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发展龙头。两大城市群通过持续发挥龙头作用，强

化对流域经济的示范引领，在促进流域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山东半岛城市群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

做了一些探索，但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对标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差距比较明显。从龙头城市群的发展指标来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

ＧＤＰ总量、过万亿元城市数量、科技创新、金融竞争力等关键指标相对落后；从全
流域城市群发展情况来看，黄河流域城市群还普遍存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产业配套协作水平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协同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陈晓东、

金培，２０１９；任保平、张倩，２０１９；郝宪印、邵帅，２０２２）。通过总结梳理长三角城
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在流域经济中的龙头引领经验，可以发现有四个方面值得山东半

岛城市群借鉴。

（一）龙头城市群需要有足够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带动

发达的城市群都有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中心城市凭借自身优势为区域经济

聚合资源，并带动周边发展 （方创琳，２０１８；赵倩、沈坤荣，２０１８）。从城市发展能
级上看，比如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 “一超二特多大”的格局，上海是超大城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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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州是特大城市，合肥、苏州、宁波、温州等紧随其后，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

为合理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引领区域一体化，为珠三角广

大腹地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相对而言，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核城市就稍逊一筹，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在省内首位度不高，青岛作为山东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国

际影响力不高、国内引领力不强，两个城市在综合竞争力方面还未进入全国第一梯

队。从中心城市数量上看，以２０２１年统计数据为例，全国城市ＧＤＰ过万亿元的有２４
个，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有８个、珠三角城市群有４个，而山东半岛城市群只有２个，
且均位于前１０名之后。对比长江、黄河两大领域，长江流域ＧＤＰ过万亿元的城市为
１２个，而黄河流域仅有４个且均在前１０名之后，差距十分明显。从城市科技创新实
力来看，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在排名前２０位的城市中，长三角城市群中有８个城市入围，珠三角城市
群有３个，山东半岛城市群只有青岛１市入围①，反映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在科技创新
方面的短板。从城市金融竞争力来看，根据２０２１年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
Ｚ／Ｙｅｎ集团联合发布的 “第２９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ＧＦＣＩ２９），上海和深圳依托
自身的市场规模优势、经济腹地优势、资源集聚优势，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分别居

第３位和第８位，虽然山东青岛也上榜，但仅位居第４２②，排名比较靠后。从近年来
上海和深圳在金融业的规划定位来看，两座城市均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而山东

青岛、济南的定位仅是国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

（二）龙头城市群注重发挥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

从龙头城市群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群内部发展落差不能过大，要形成核心城市

与周边城市的 “协同效应”，而非核心城市虹吸周边的 “吸附效应” （邵明伟等，

２０１８；陈伟、修春亮，２０２１）。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按照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的重点在于提升综合经济实力、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枢

纽功能、航运高端服务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地功能等方面，有序疏解了一般制造业等

非大都市核心功能。长三角其他三省则主动发挥特色优势，推动差异化分工协作和错

位发展。江苏省积极发挥 “压舱石”作用，注重锻造长板、贡献长板，着力打造先

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主动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龙头作用，加快建设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浙江省则注重打造 “数字经济” “民营经济” “生态经

济”三张名片，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探索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路径；安徽省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断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致力于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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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长三角产业集中合作区，联合开展长三角产业链的补链固链和强链。此外，

长三角城市群还重视都市圈之间的协同发展和跨区域联动。例如，上海不断完善大都

市圈的功能体系和战略职能，科学统筹发挥 “领头羊” “新载体”和 “测试场”作

用，带动大都市圈内的９个城市协调发展；２０２１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南
京都市圈，横跨江苏、安徽两省，实现了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的 “双圈联动”；

浙江省加强杭州、宁波 “双城联动”，在城市大脑深度互联、高能级创新平台协同等

方面发力。对比而言，山东半岛城市群虽然谋划了胶东、省会、鲁南三大经济圈，但

整体起步晚，特别是在产业协同、大都市圈培育、城市联动发展等方面还比较欠缺，

济南、青岛两个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辐射带动不足，城市群一体化

格局尚未形成 （王曼曼等，２０１９；王韧，２０２０）。
（三）龙头城市群内部要形成发展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体化生态

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都在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共建协同创

新的产业体系和政策协同体系，努力实现城市群内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统一开

放的市场体系等。一是注重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协同

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以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合力打

造世界级机场群，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协同建设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并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建设。协同推进跨区域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建设油气基础设施、区域电网及新能源设施建设。二是注重强

化政策协同制度衔接，共享公共服务的普惠和便利。按照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上海市全面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管理，持续提升异地

公共服务便捷度。共同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制定相对统一的人才流动、人才吸

引、人才创业政策，完善长三角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保等信息共享机制，并联合制定

针对性项目和计划。三是注重在产业结构、产业体系上实现互联互通。在珠三角城市

群，佛山以大型品牌企业为主导，在既有产业优势基础上统筹产业链自下而上进行专

业升级，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创造产业环境；东莞代工制造的既有路径催生了数量相

对更多、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格局，引进来自深圳的高新科技，将东莞 “制造”升

维至东莞 “智造”，松山湖、海湾新区成为东莞城镇化新的增长极。在 “大区域”的

外部势能以及 “小区域”的内部动能双重引领下，珠三角自上而下地在既有 “骨架”

基础上填满 “血肉”，使得珠三角城市群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

代服务业基地。

（四）龙头城市群主动引领全流域城市群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流域的发展龙头，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注重发挥引领带

动功能，不断形成与长江流域其他城市群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胡鞍钢等，２０１４）。
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聚焦全域旅游、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养老服务、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深化推进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在生态保

护方面，共筑绿色美丽长三角、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如构建多元共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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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强化水源地保护和防洪安全保障能力；加大跨界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力度；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统筹固废处置设施布局和危废协同监管，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协作机制。在对外开放方面，深化对内对外开放联动，共促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如建设跨境贸易平台，深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建设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海关监

管作业场所，吸引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集聚；推进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计划，加强

长三角经贸外事协作，不断完善贸易投资网络。相比而言，在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

中，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引领能力相对较弱，内外开放联动还不够畅通，特别是与

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合作不够紧密，跨省域、跨流域的创新合作

还没有真正展开，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东半岛城市群发挥龙头作用的路径选择

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首先要在龙头塑造上下功夫，通过提升济南、青

岛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加快形成 “一群两心三圈”的龙头发展格局。同时，还要发

挥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突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区位优势，打造沿黄达海大通道，

不断强化跨区域、跨流域产业协作，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

（一）做大做强 “两心”，引领山东半岛城市群协同发展及能级提升

济南、青岛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 “核心”，应在城市能级、综合功能、带动作

用等方面加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引领山东

半岛城市群加快发展 （王韧，２０２１）。一是以都市圈为切入点，推动济南都市圈、青
岛都市圈加快发展。强化城市治理协同智能，以主城区为中心构建１小时通勤圈，并
加快推进户籍便捷迁徙、居住证互通互认、教育医疗资源共建共享。二是推动济南、

青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实施 “强省会”战略，支持济南打造 “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推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支持

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增强经略海洋先导功能，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展现更大担

当。三是推动济南与青岛联动发展，打造济青双城经济圈。支持济南、青岛中心城市

相向发展、深化合作、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力打造高水平协作发展样板，建设全

国最具创新力、竞争力的发展轴带。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全合

作机制，促进济青双城融合互动。四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发展。支持济南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推进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加快构建 “一群两心三圈”区域发展总体布局。

（二）畅通经济循环，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作为传统的经济大省，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畅通现代

流通体系这一经济循环 “大动脉”，率先在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突破、做

出示范。一方面加快内需市场 “大提升”。充分挖掘超大市场潜力，将经济、人口规

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抓好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两新一重”投资，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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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防汛、蓄水、调水、通航，加快完善现代水网体系，强化土地、能耗等要素省级统

筹，滚动实施一批战略性、支撑性项目。大力发展 “智享产业”“幸福产业”“素质产

业”“美丽产业”“居家产业”，鼓励发展新兴消费，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协同联动，促进

汽车、家电、住房等大宗消费，扩大游艇、医疗康养等高端消费，推进济南、青岛、烟

台等城市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大型商贸流通企业营销网络、商品服务及供应链

向农村延伸。另一方面，加快开放平台 “大链接”。整合提升载体功能，高水平建设

“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

争创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ＲＣＥＰ协定地方经贸合作先行区，打造一批联动创新
区。实施跨境电商平台、产业园、公共海外仓等主体培育工程，加快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建设，合力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巩固优势市场和国际供应体系，开拓

东盟、上合组织、“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并扩大外资外贸向好态势。

（三）强化东西互济，塑造陆海联动新优势，打造沿黄达海大通道

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沿海优势，加快构建包含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通道、能

源通道、粮食通道、数据通道在内的现代化综合通道网络，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统筹谋划

好。一是要建设高铁和高速公路通道。在推进郑济高铁建设的基础上，加快连通济南

到东营的高铁线路。谋划推进 “济南—聊城—邯郸—长治—临汾—延安—兰州—西宁”

高铁大通道，打造一批 “欧亚班列＋ＴＩＲ”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陆海快线集结中心。
二是畅通出海通道。充分利用山东半岛城市群３个超４亿吨大港优势，加强港产城融合
及重点项目配套，支持流域城市联合沿海港口建设 “无水港”，打造黄河流域大宗商品

出海骨干通道。三是构筑 “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发展多式联运，
实行海铁联运 “一单制”，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国际物流统一平台，打造一批国际

航空物流枢纽。四是拓展能源通道。推进青、宁、内蒙古等地特高压电力入鲁入豫，建

设一批油气储备基地和管道。五是建设数据通道。实施黄河流域数字同城超高速枢纽工

程，加快推进５Ｇ、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数字黄河”。

（四）依托优势产能，推动流域现代产业合作，共建沿黄产业合作示范带

山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艰巨任务，特别是

要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相结合，走出一条产业振兴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一是建设黄

河科创走廊。沿黄城市如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等，各具不同科技优势，关

键是要把这一颗颗 “珍珠”串起来，提高创新整体效能。要统筹设计沿黄生产力和

科技布局，加强山东半岛、郑洛新、西安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布局大科学工

程和科技基础设施，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高

能级协同创新平台。二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全产业链。沿黄流域产业从能源资源

到加工制造和重化工业，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

善，要统筹谋划青济郑洛西先进制造业走廊、现代服务业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等。引导黄河下游优势产能在西部省区布局，支持陕西、内蒙古、山东在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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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领域开展绿色能源技术合作，助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打造 “黄河产业互

联网”，抓好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实施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计划，培育壮大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三是建设黄河下游特色生态农业。黄河下游是我国

农业主产区，有数千年的农耕史和深厚的农业文化底蕴。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

农业、观光农业、智慧农业，尤其是发展现代农业基因工程，实施好种子工程，建设

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四是发展黄河生态观光和文化旅游带。黄河文化博大精深，牵

绕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刻挖掘黄河流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建好黄河文化公园和

人文景观，讲好黄河地理、历史、文化故事。实施沿黄古城、古镇、古村保护利用工

程，建设一批黄河地理品牌标志性工程，创建 “山水圣人”等一批文旅精品，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长廊。

（五）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深入推进绿色城镇化，共创黄河流域绿色生态

山东作为黄河流域人口密度高、生态底子薄的省份，更应该在绿色城镇化和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表率，争取率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一方面，要转

变城市资源利用方式，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严格落实 “四水四定”。山东省

既是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人口密集区、制造业集聚区，又是水资源匮乏地区，人均

水量不及全国平均的六分之一，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矛盾比较突出，统筹解决好水

的问题是头等大事。要加大环境协同治理力度，完善水污染防治流域协同机制，开展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深化区域水价改革，城市用水要采取提高阶梯水价与

适当增加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全面实行引黄灌区农业用水计量收费，对高效节水灌溉

示范区、农业节水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予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节能减碳

力度，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要实施重点

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逐步建立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体系，开展重大节能低碳技术

产业化工程，加快近零能耗建筑、近零碳排放、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绿色技术创新，

将 “山东绿色技术银行”建设经验在黄河流域相关省区推广。要推出更多生态产品，

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探索开展节能环保项目特许经营权、绿色工程项目收益权等

绿色金融产品，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谋划碳金融制度创新，将更多金融支持生

态保护的先进经验及时推广至全流域。

（六）引领城市群协同发展，提升一体化水平，培育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目前的黄河三角洲仅限于黄河入海口附近区域，规划范围较小，发展能级较低，

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目前，长三角已经从 “一

市两省”延伸到 “一市三省”，珠三角已经涵盖了粤港澳大湾区广大区域，他们都具

有强大的动能和辐射带动力。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山东牵引带动黄河下游地区乃至整个黄河流

域发展的作用，特别是要把黄河三角洲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是建议从大保

护、大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 “黄三角”进行升级扩容，扩大到太行山以东

的黄河两岸地区，包括山东全境及河南、河北部分地区，据此要研究制定新的黄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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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发展战略和规划，将 “黄三角”打造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和促进双循

环的战略枢纽。二是要谋划推进城市组团发展和构建网络型城市群，推动黄河流域五

大城市群在产业、技术等更广泛的合作，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特别是推动黄河下游城

市群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三是深挖菏泽市四省交界的战略优势，发挥好黄

河入鲁第一市的区位资源优势，打造鲁豫毗邻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流域内畅通

山东半岛城市群与流域中部和西部城市的联通，并跨流域打造沿黄地区与京津冀、雄

安新区、长三角战略协同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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