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背景下我国
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优化研究

安晓明

摘 要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与推进给内陆节点城市带来了重大

的发展机遇， 也对其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郑州、 武汉、 西安是典型的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 在城市功能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也存

在诸多不足。 为更好地适应 “一带一路” 倡议， 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城市功

能应当进行重新定位。 要通过加快开放高地建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经济开放

功能； 加强综合枢纽建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通道枢纽功能； 加快平台载体建

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要素聚集功能； 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提升节点城市的对

外交往功能； 营造良好城市环境， 提升节点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加强节点

城市合作， 提升节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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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内陆节点城市往往是内陆地区交通区位优势最为明显、 经济联系最为频繁的区

域， 在内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增长极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 长安

（今西安）、 洛阳等内陆节点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甚至是国家中心城市。 在海洋经济

时代以前， 内陆节点城市是中国发展基础最好、 经济活动最活跃、 对外开放程度最高

的区域， 曾经在丝绸之路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沿海地区释放

出巨大的发展活力， 内陆地区则长期处于开放洼地。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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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我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步伐， 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内陆地区开放水平的提

升， 特别是给内陆节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一带一路” 的行动纲领 《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 《愿景与行

动》） 对于节点城市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内陆节点城市对于周边区域开放具有

引领和带动作用， 同时还有利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形成内

陆与沿海共同开放的格局。 但是， 要以内陆节点城市的快速发展带动内陆地区的开放

和发展， 真正形成内陆开放高地， 内陆节点城市的城市功能还有待优化和提升。 从学

术界来看，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其相关研究成果呈几何级数增长， 主要

集中在 “一带一路” 对中国及全球的意义与作用、 中国在 “一带一路” 中可能面临

的挑战与风险及如何规避、 “一带一路” 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与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各领域的合作、 国内省份的定位与对接融入等方面 （安晓明，
２０１６）。 对于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的研究为数不多， 或是针对单个节点城市如

何适应和融入 “一带一路” （高丽英， ２０１６； 刘艳等， ２０１６）， 或是对节点城市的某

个领域进行分析， 如物流业 （卢福永等， ２０１６； 王文铭、 高艳艳， ２０１６）、 临空经济

（何枭吟， ２０１５）， 或是对节点城市竞争力进行测度 （杜敏敏等， ２０１６； 高友才、 汤

凯， ２０１６； 刘泽照等， ２０１６） 和对节点城市开放效应的研究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
２０１６）， 也有对 “一带一路” 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及城市规划的应对等的研究 （李琪、
朱楠， ２０１６； 彭震伟， ２０１６）。 但是， 对于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优化的针

对性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却鲜有涉及。 因此， 对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进行比

较研究， 分析在 “一带一路” 倡议影响下其城市功能优化的路径、 成效和不足， 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内陆节点城市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 内陆节点城市的界定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凯文·林奇 （Ｋｅｖｉｎ Ｌｙｎｃｈ） 首次将 “节点”
用于城市研究， 指出节点是交接点及集中点， 可能是某地区的焦点或者某一特种独立

任务的集中场所 （Ｌｙｎｃｈ， １９６０）。 借鉴凯文·林奇对节点的界定， 本文将节点城市

界定为： 经济规模较大， 位于交通物流交汇点， 商流、 人流、 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

流高度汇集， 具有较强集聚、 辐射等功能， 在区域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的城市。 根

据等级划分， 可分为全球性、 全国性、 区域性节点城市。 根据位置划分， 可分为内

陆节点城市和沿海节点城市。 内陆节点城市即位于内陆地区的节点城市。 《愿景与

行动》 中提到重点建设两类节点城市。 一类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

和主力军， 包括上海、 天津、 宁波、 广州、 深圳、 大连、 青岛、 烟台、 福州、 厦

门、 泉州、 海口、 三亚、 湛江、 汕头等沿海城市； 另一类是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包括郑州、 武汉、 长沙、 南昌、 合肥、 西安、 兰州、 西宁、 重庆、 成都等中西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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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城市。 本文的节点城市主要指内陆节点城市， 这些内陆节点城市基本上属于区域

性节点城市。
（二） 内陆节点城市的功能与作用

内陆节点城市的功能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 （如政治功能、 经济功能、
文化功能等）， 还往往承担着内陆地区交通枢纽、 要素聚集、 综合服务、 信息中心等

功能。 这些内陆节点城市基本上是各省的省会城市或副中心城市， 经济基础相对较

好，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与外部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属于区域性中心城市， 一些基

础较好的节点城市如郑州、 武汉、 成都、 重庆、 西安等还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内陆

节点城市是内陆地区的增长极， 引领和带动着周边区域的发展。
（三） 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优化的理论基础

叠加性规律是城市功能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 城市的功能

是不断变化的。 当代城市复杂的多样化的功能， 是历史上的城市功能不断累积、 叠

加、 优化的结果，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序的社会系统 （孙志刚， １９９９）。 城市功能

的具体发展规律包括城市功能升级增量规律、 城市功能叠加倍增效应规律、 主导功能

变异进化规律。 也就是说， 随着自然资源、 地理区位、 产业结构、 政策因素等改变，
城市功能也随之改变。 内陆节点城市的功能也是不断累积、 叠加、 优化的结果。 改革

开放以来， 内陆地区的政策开放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 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 国际交

往功能非常弱。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打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东西双向通道， 使

得内陆地区也能成为开放前沿。 开放条件的改变使得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

改变。
（四） “一带一路” 背景下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优化的具体要求

第一， 要拓展经济开放功能。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要建设内陆地区经济开放高

地。 内陆节点城市基本都是各省的省会城市或者经济体量大的城市， 本身就是内陆地

区的经济高地， 其经济开放对于内陆地区整体经济开放具有带动和引领作用。 因此，
内陆节点城市应当积极拓展经济开放功能， 打造经济开放高地， 带动内陆地区的整体

开放。
第二， 要提升通道枢纽功能。 内陆节点城市往往是内陆地区的交通、 物流枢纽，

已经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 这也正是其作为节点城市的原因之一。 同时， “一带一

路” 在陆上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 陆上、 空中、 地下以及连接海洋的全方位、 立体

式丝绸之路， 均需要内陆节点城市的通道畅通、 枢纽便捷。 因此， 要大力提升内陆节

点城市的通道枢纽功能。
第三， 要强化要素聚集功能。 和东部沿海地区节点城市相比， 内陆节点城市在海

洋经济和对外开放方面客观上处于弱势， 要在 “一带一路” 中站稳脚跟， 就必须强

化要素聚集功能。 能吸引内陆地区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各类资源要素，
就显得尤为必要。 内陆节点城市强化要素聚集功能， 在创新要素、 产业发展等方面要

有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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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要扩大对外交往功能。 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
内陆节点城市要在民心相通上做文章， 加强对外交往功能。 对外交往功能的扩大还将

辅助城市在经贸合作、 通道枢纽、 要素聚集等功能上实现提升。 因此， 要与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人文交流、 城市宣传、 旅游、 教育、 医疗等方面拓展合作，
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推进城市功能优化。

第五， 要优化综合服务功能。 内陆节点城市要吸引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 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完善的城市综合配套服务不可或

缺。 而良好的城市环境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力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需要从便捷的

出行条件、 优良的城市生态环境、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大力提升内陆节点城市

的综合服务功能， 积极营造宜居、 宜业、 宜学、 宜游环境。

三、 “一带一路” 背景下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功能优化的进展

为更好地对接 “一带一路”， 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已开始着手提升其在经济开放、
通道枢纽、 要素聚集、 对外交往和综合服务等方面的功能。 作为典型的内陆节点城

市，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城市在城市功能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存在诸多

不足。
（一） 经济开放功能进一步提升

继上海、 广东、 天津、 福建自贸试验区获批后， ２０１６ 年又有 ７ 个自贸试验区获

批， 其中包括以郑州、 西安、 武汉、 重庆、 成都等城市为中心的 ５ 个内陆自贸试验

区。 内陆地区自贸区的获批与建设提升了内陆节点城市的经济开放功能。 同时， 各内

陆节点城市也在加快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口岸的建设。 以郑州为例， 其外向型经

济发展迅猛， 目前已建成进口粮食、 进口肉类、 进口水果、 进口食用水生动物、 进口

冰鲜水产品、 进口澳洲活牛指定口岸以及邮政国际邮件郑州经转口岸、 汽车整车进口

口岸等， 成为全国拥有商品口岸最多的内陆城市。 郑州还被列为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城市， 业务量、 进出口货值、 纳税额、 参与企业数量等综合指数稳居五个

全国试点城市首位。 经济开放功能的提升带来了外贸的快速增长。 ２０１５ 年， 在全国

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 ８ １０％ 、 北京和天津减幅分别达到 ２３ １３％ 、 ２８ ９５％的情况下，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却逆势上扬， 其中郑州市增长 ２２ ８２％ ， 增速居全

国 ３５ 个大中城市首位。 实际利用外资方面， 武汉增幅达 １８ ５０％ （见表 １）。
尽管各内陆节点城市的经济开放功能得到了较大提升， 但从总体上看， 开放合作

的深度、 广度与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还不足以支撑郑州、 武汉、 西安成

为 “一带一路” 上的关键节点城市。 就规模而言， 内陆节点城市的进出口货物总额

和一线城市相比差距非常大。 近年来外贸增长迅猛的郑州市， ２０１５ 年进出口货物总

额 ５７０ ２６ 亿美元， 约为上海市的 １ ／ ８。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的武汉市，
２０１５ 年实际利用外资 ７３ ４３ 亿美元， 高于广州、 深圳， 但和天津、 上海、 北京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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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很大差距。 内陆节点城市的国际经贸合作产业支撑仍显不足。 ２０１５ 年郑州市外

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２２ ８％ ， 出口同比增长 １７ ２％ ， 分别高出全国平均增幅 ３０ ９ 和

２０ ０ 个百分点， 但这高增长率却主要得益于富士康进出口的强力拉动。 如果剔除富

士康的拉动作用， 郑州市其他企业的进出口同比增长 １３ ７％ ， 出口同比下

降 １５ ８％ 。①

表 １　 ２０１５ 年城市外经外贸情况

地区
货物进出口总额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绝对值（亿美元） 增速（％ ） 绝对值（亿美元） 增速（％ ）
自贸区

北京 ３１９４ １６ － ２３ １３ １３０ ４３ ８０ —

天津 １１４２ ８３ － ２８ ９５ ２１１ ３４ １２ ００ 天津自贸区

上海 ４４９２ ４１ － ３ ７２ １８４ ５９ １ ６０ 上海自贸区

广州 １３３８ ６８ ２ ５１ ５４ １６ ６ １０ 广东自贸区

深圳 ４４２４ ５９ － ９ ２９ ６４ ９７ １１ ９０ 广东自贸区

郑州 ５７０ ２６ ２２ ８２ ３８ ３ ５ ４０ 河南自贸区∗

武汉 ２８０ ７２ ６ ２２ ７３ ４３ １８ ５０ 湖北自贸区∗

西安 ２５２ ６０ １ １１ ４０ ０８ ８ ２０ 陕西自贸区∗

全国 ３９５３０ ３３ － ８ １０ １２６３ ６ ４０ —

　 　 注：∗表示 ２０１６ 年批复的自贸区。
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和各市 ２０１５ 年统计公报进行整理与计算。

（二） 通道枢纽功能提升明显

内陆节点城市依托航空港、 中欧班列、 高铁、 内河航道等提升通道枢纽功能。 郑

州、 武汉、 西安等城市强化航空枢纽建设， 基本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航线网

络， 并依托航空枢纽建设郑州航空港区、 武汉临空经济区和西安航空城。 郑州航空运

输快速发展， ２０１５ 年郑州机场开通航线 １７１ 条， 全货运国际航线 ３０ 条， 货邮吞吐量

突破 ４０ 万吨， 增速居全国主要机场前列。 西安开通中欧班列 （西安—华沙， 里程

９０４８ 千米）， 郑州开通郑欧班列 （郑州—汉堡， 里程 １０２４５ 千米）， 武汉开通汉新欧

班列 （武汉—梅林克帕尔杜比采， 里程 １０８６３ 千米）， 此外还有渝新欧、 蓉欧等中欧

班列。 郑欧班列综合成绩在中欧班列中名列前茅，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运行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三年累计开行 ３６７ 班， 货值超 １１６ 亿元， 总货重约 １６ ５ 万吨， 集货半

径超过 １５００ 千米， 班列足迹遍布 ２２ 个国家， 实现多口岸出境、 多线路开行和每周

“三去三回” 往返平衡， 并打通了连接 “海上丝绸之路” 的铁海联运通道。②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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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徐智慧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我市外贸进出口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 《郑州晚报》 １ 月 ２１
日。

资料来源： 张倩 （２０１６）， 《郑欧班列运行三年各项指标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郑州日报》 ７ 月 １７ 日。



武汉已经成为全国性高铁枢纽， 河南以郑州为中心、 陕西以西安为中心打造 “米”
字形高铁。 “米” 字形高铁全部建成通车后， 郑州、 西安将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综合交

通枢纽之一。 武汉还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内河航运枢纽。 从三市的货物周转量来

看， ２０１５ 年武汉的货物周转量达到 ２９５１ ９ 亿吨公里， 铁路、 公路和水运的货物周转

量都非常大， 旅客周转量也达到 １１０２ ４ 亿人公里。 从交通方式来看， 郑州的航空货

运在三市中相对较好； 武汉的水运有着独特优势， 铁路枢纽优势也非常明显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城市货物和旅客周转量

地区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总量 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 管道 总量 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

郑州 ５４８ ２ １７２ ７ ３７０ ０ ５ ４ — — ２７９ ６ １３４ ５ ７９ ７ ６５ ４ —

武汉 ２９５１ ９ ９９５ ７ ５９６ ９ １ ７ １３５７ ７ — １１０２ ４ ８６９ ３ ８１ １ １５２ ０ —

西安 ６４３ ０ ２１６ ４ ４２５ ５ １ １ — — ３２４ ２ ６８ ４ １０８ ９ １４６ ８ —

北京 ６２９ ５ ２２４ ８ １６２ ２ ６３ ７ — １７８ ９ １７４７ ５ １４９ ３ １３０ １ １４６８ １ —

广州 ８９９３ ３ １７７ ９ ８４３ ５ ５１ ３ ７９２０ １ ０ ５ ２６６８ ３ ４５０ ６ ８６０ ５ １３５５ ３ ２ ０

　 　 数据来源： 根据各市 ２０１５ 年统计公报进行整理和计算。

尽管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的通道枢纽功能提升明显， 但是和广州、
北京等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２０１５ 年， 郑州、 武汉、 西安的货物周转量

和旅客周转量远低于广州。 郑州航空运输发展迅猛， 但郑州航空货物周转量 （５ ４ 亿

吨公里） 和北京 （６３ ７ 亿吨公里） 相比， 差距仍然很大。 北京的航空旅客周转量达

到 １４６８ １ 亿人公里， 远高于郑州、 武汉、 西安等城市。 郑欧班列在所有中欧班列中

成绩名列前茅， 但是政府补贴力度非常大。 郑欧班列实际运输价格为 １０５００ 美元 ／
ＦＥＵ， 但是郑州参照海运价格对班列公司进行财政补贴， 同时对国内货源地到郑州的

集结费用进行全额补贴， 补贴后的销售价格约为 ３０００ ～ ６８００ 美元 ／ ＦＥＵ （王杨堃，
２０１５）。 此外， 河南、 陕西的 “米” 字形高铁目前仅完成 “十” 字， 连通东西南北的

重要作用还未完全体现出来。
（三） 要素聚集功能进一步提高

各内陆节点城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提高了城市

的要素聚集功能。 据 ２０１５ 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统计， “十二五” 时期， 郑州常住人口

增加 ９１ 万人， 武汉常住人口增加 ８８ ２３ 万人， 西安增加 ２２ ９８ 万人。 各城市的经济

增长也呈加速态势。 ２０１５ 年， 郑州、 武汉、 西安三市 ＧＤＰ 持续增长， 分别达到

７３１１ ５２ 亿元、 １０９０５ ６ 亿元、 ５８０１ ２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分别同比增长

１０ １％ 、 ８ ８％ 、 ８ ２％ ， 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６ ９％ ）。 ２０１５ 年， 各内陆节点城市

的 ＧＤ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所在省份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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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份额， 郑州、 武汉、 西安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分别达到

７７ ２９％ 、 ６１ ６２％ 、 ８２ ８２％ 。 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较大， 超过深圳， 接近广州

和上海， 表明三市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活力。 武汉市的人均 ＧＤＰ 接近北京、
天津和上海， 地均 ＧＤＰ 接近北京、 天津。 郑州、 武汉的人口密度接近北京、 天津。
可以看出， 内陆节点城市的要素聚集能力较强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各城市经济运行情况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生

产总值

（亿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收

入（亿元）

固定资产

投资

（亿元）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

额（亿元）

货物进出

口总额

（亿美元）

人均 ＧＤＰ
（万元）

地均 ＧＤＰ
（亿元 ／ 平
方千米）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

千米）

北京 ２１７０ ５０ ２３０１４ ５９ ４７２３ ８６ ７９４０ ９７ １０３３８ ０１ ３１９４ １６ １０ ６０ １ ４０ １３２３ ４８

天津 １５４６ ９５ １６５３８ １９ ２６６７ １１ １３０４７ ７６ ５２５７ ２８ １１４２ ８３ １０ ６９ １ ３９ １２９９ ９６

上海 ２４１５ ２７ ２５１２３ ４５ ５５１９ ５０ ６３４９ ３９ １０１３１ ５０ ４４９２ ４１ １０ ４０ ３ ９９ ３８３３ ７６

广州 １３５０ １１ １８１００ ４１ １３４９ ４７ ５４０５ ９５ ７９８７ ９６ １３３８ ６８ １３ ４１ ２ ４５ １８２４ ４７

深圳 １１３７ ８９ １７５０２ ８６ ２７２６ ８５ ３２９８ ３１ ５０１７ ８４ ４４２４ ５９ １５ ３８ ８ ７５ ５６８９ ４５

郑州
９５６ ９０

（１０ ０９％ ）
７３１１ ５２

（１９ ７６％ ）
９４２ ９０

（３１ ２６％ ）
６２８８ ００

（１７ ６３％ ）
３２９４ ７１

（２０ ９３％ ）
５７０ ２６

（７７ ２９％ ）
７ ６４ ０ ９９ １２９３ １１

武汉
１０６０ ７７

（１８ １３％ ）
１０９０５ ６０
（３６ ９１％ ）

１２４５ ６３
（４１ ４４％ ）

７６８０ ８９
（２８ ９１％ ）

５１０２ ２４
（３６ ４４％ ）

２８０ ７２
（６１ ６２％ ）

１０ ２８ １ ２８ １２４７ ９６

西安
８７０ ５６

（２２ ９５％ ）
５８０１ ２０

（３２ １９％ ）
６５０ ９９

（３１ ６０％ ）
５０８６ ９３

（２７ ３８％ ）
３４０５ ３８

（５１ ７７％ ）
２５２ ６０

（８２ ８２％ ）
６ ６６ ０ ５７ ８６１ ９４

　 　 注： 括号内数据为该指标占所在省份相应指标的比重。
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和各市 ２０１５ 年统计公报进行整理与计算。

但是从总体上看， 内陆节点城市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 ２０１５ 年全国城市

ＧＤＰ２０ 强中， 内陆节点城市只有重庆 （第 ６）、 武汉 （第 ８）、 成都 （第 ９）、 长沙

（第 １４） 和郑州 （第 １８）， 前 ５ 强均为沿海城市， 西安更是仅排在第 ２６ 位。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与排名第一位的上海市相比差距非常大。 郑州、 西安的人

均 ＧＤＰ、 地均 ＧＤＰ 远低于深圳、 广州等沿海发达城市。 郑州、 武汉、 西安三市的人

口、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货物进出口总额等和北京、 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仍

很大。 内陆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也相对薄弱。 ２０１５ 年， 郑州、 武汉、 西安的专

利授权量分别为 １６１２５ 件、 ２１７４０ 件、 ２５１０３ 件， 远低于北京 （９４０３１ 件）； 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分别为 １３０ １ 亿元、 ４０５ ３０ 亿元、 ６５７ ４４ 亿元， 也远低于北京 （３４５２ ６ 亿

元）。 此外，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问题依然突出， 新兴产业

拉动能力有待提升， 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
（四） 对外交往功能进一步提升

各内陆节点城市通过缔结友好城市、 人才交流、 医疗合作、 旅游合作、 举办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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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 目前， 郑州市已与日本埼玉市等

９ 个城市、 武汉市与德国杜伊斯堡市等 ２３ 个城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 而西安市与荷

兰格罗宁根市等 ２９ 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数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位。
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往来留学和人才交流逐步增强。 ２０１５ 年武汉高校接受留学生 １ 万

多人， 全国排名第九。 西安外国留学生也超过 ７０００ 人。 郑州的外国留学生规模相对

较少， 不足 ５０００ 人， 但是增长较快。 以郑州大学为例， ２０１５ 年外国留学生超 １７００
人， 来自 ８０ 个国家和地区， 并有 １７６ 名师生出国交流与合作。 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对

外医疗合作也在稳步推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

院等郑州市的多家医院分别与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家世界一

流医疗和研究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郑州市卫计委与国际应急管理学

会医学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人才培养、 科技研发、 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 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对外旅游合作同样在加快推进。 西安、 武汉口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外国人 ７２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西安丝绸之

路国际旅游博览会、 武汉国际旅游节、 中国 （郑州）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活动

提升了城市旅游影响力。 武汉市规划建设了 ８ 个国际社区， 开展国际名校赛艇挑战

赛、 达沃斯青年领袖论坛、 全球汽车论坛、 武汉国际友城高峰论坛、 世界潮商年会等

活动。 郑州依托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 （总理） 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国际少林武

术节、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国际性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 西安在以色列、 美国堪萨斯

市、 韩国顺天世园会等地举办西安文化周活动， 提升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总体来看， 内陆节点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和北京、 上海等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 从来华留学生规模来看， ２０１５ 年， 内陆节点城市与北京 （７ ４０ 万人）、 上海

（５ ５２ 万人） 等地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从入境旅游来看， ２０１５ 年， 武汉、 郑州分

别接待海外旅游者 ２０２ ２７ 万人次、 ５０ １２ 万人次， 国际旅游收入分别达到 １２ 亿美

元、 １ ９０ 亿美元， 而北京全年接待入境旅游者 ４２０ 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 ４６ 亿美

元， 差距显而易见。 从大型国际活动来看，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承办的

国际活动的规格和影响力都不如北京、 上海。
（五） 综合服务功能有所优化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畅通城市工程， 加快

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水系、 生态廊道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改善公共服务能力，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所优化。 目前， 各市的用水普及

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已达到 １００％ ， 西安燃气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 。 各市均已

开通市内轨道交通， 并加快建设多条轨道交通线路， ２０１５ 年西安的人均城市道路面

积达到 １８ ３ 平方米。 “重地上轻地下” 的观念也开始扭转， 郑州、 武汉、 西安等内

陆节点城市均已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郑州入选了国家第二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

市， 武汉市中央商务区综合管沟工程已开工建设， 《西安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

法》 也已审议通过。 各市都在大力实施蓝天、 碧水、 绿化工程。 郑州、 武汉、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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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均为 １００％ ， 城区地下水水质也都达到

《地下水质量标准》。 武汉、 西安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１１ １ 平方米、 １１ ７ 平

方米， 西安的空气日报优良率达到 ６８ ６％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城市基础设施状况

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平方米）
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平方米）
用水普及率

（％ ）
燃气普及率

（％ ）
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
污水处理率

（％ ）
空气优良率

（％ ）

郑州 ７ １ ７ １ １００ ０ ９２ １ １００ ０ ９６ ０ ３７ ８

武汉 １１ １ １０ ４ １００ ０ ９７ ０ １００ ０ ９５ ０ ５５ １

西安 １１ ７ １８ ３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９４ ９ ６８ ６

　 　 数据来源： 《河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湖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陕西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和各市 ２０１５ 年统计公报。

总体而言， 郑州、 武汉、 西安的综合服务功能还不强， 城市综合承载力亟待提

升。 各市的生态环境约束加剧， 大气污染、 交通拥堵等问题还很突出。 ２０１５ 年郑州

市空气优良率仅为 ３７ ８％ ， 在全国 ７４ 个大中城市中排倒数第五， 武汉市空气优良率

也只有 ５５ １％ 。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滴滴媒体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１６
上半年中国城市交通出行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西安、 郑州、 武汉分别以

１ ８３、 １ ６８、 １ ６２ 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在 ４００ 个城市中位居全国最拥堵城市第三、
第七和第十位。① 此外，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还难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城市管理水平有

待提高、 旅游中转及外事服务能力不足等， 均影响了各市的城市整体形象。

四、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重新定位与功能优化

基于目前内陆节点城市在融入 “一带一路” 中还存在一些功能短板， 为了真正

发挥其节点优势， 实现飞跃发展， 应当对内陆节点城市进行重新定位， 实现城市功能

优化。
（一） 城市功能重新定位

在 “一带一路” 背景下，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时代， 内陆节点城市应当成为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节点和国际化城市， 作为内陆开放高地和内陆地区的核心增长

极，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内陆地区的开放。
以郑州、 武汉、 西安为例， 综合考虑各市的交通区位优势、 产业基础、 国家战略

定位等， 三市的城市总体定位应是国家中心城市和 “一带一路” 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具体而言， 郑州市的功能定位是： 我国中西部对外开放门户、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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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现代化国际商都、 丝路文化交流中心。 武汉市的功能定位

是： 我国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科

教文化中心、 商贸中心， “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连接点。 西安市的功能定

位是： 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高地、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枢纽和物流中心、 丝路

文化交流中心。 三市要以综合交通枢纽为重点， 在交通、 物流、 商贸、 能源等方面，
形成通达四方、 连接海内外的重要枢纽； 以郑州、 武汉、 西安为支点和中心， 向东与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 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 向北对接京津冀连通内蒙古、 辽

宁、 吉林、 黑龙江进入俄蒙， 向南对接长江经济带连通北部湾、 东南亚进入南太平

洋， 构建 “一横一纵” 两个通道， 奠定三市作为 “一带一路” 重要战略支撑点的地

位； 通过物流中心、 商贸中心、 丝路文化交流中心，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势能， 提升其

国际影响力。
（二） 城市功能拓展与优化

１ 加快开放高地建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经济开放功能

作为 “一带一路” 区域版图上的内陆城市， 要加快开放高地建设， 拓展 “引进

来” 与 “走出去” 的深度和广度， 提高 “买全球” 与 “卖全球” 的水平， 提升节点

城市的经济开放功能。 要以建设 “一带一路” 上的商贸中心、 现代化国际商都等为

目标， 大力推动内陆节点城市的商贸发展。 就郑州而言， 要加快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

务试点规模化运营， 尽快启动 Ｅ 贸易智慧物流园区 “１ ＋ ９” 体系， 完善 Ｏ２Ｏ 模式，
打造我国重要的国外进口商品零售基地， 加速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国际网购物品区域

性集散分拨中心。 要加快河南、 湖北、 陕西自贸区等内陆自贸区的建设， 主动复制上

海自贸区经验。 要推动各内陆节点城市综合保税区的扩区发展和提质增效， 申建国家

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 加快整合各出口加工区、 保税物流中心和各类口岸， 提升保税

区、 口岸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平台功能， 推动外贸监管服务便利化， 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通关一体化改革板块中积极作为， 建设并完善 “一站式” 大通关体系。 要积极构

建良好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推行招商引资项目全程代办和并联审批制度， 健全招商项

目跟踪服务机制， 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体制 （安晓明， ２０１５）。
２ 加强综合枢纽建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通道枢纽功能

一是要加快各内陆节点城市的交通、 物流、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立体式

“丝绸之路”。 以 “米” 字形高铁网、 航空枢纽建设为切入点， 打造以客运铁路专线、
货运铁路专线、 高等级公路为重点的 “地上丝绸之路”， 以航空、 高压电网、 信息传

输为重点的 “空中丝绸之路” 和以原油、 天然气、 成品油管道以及公路铁路光缆等

为重点的 “地下丝绸之路” （李庚香、 王喜成， ２０１４）， 连通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和地区， 畅通人流、 物流、 信息流。 二是要提升各内陆节点城市的航空港和中欧班列

的集疏功能。 不断提升航空港的集疏水平， 构建以航空港为核心的国际化综合交通枢

纽。 完善中欧班列的运营规模、 服务增值能力和通关便利能力， 提升中欧班列的市场

运营能力， 逐渐做到即使减少和取消政府补贴也能实现班列的正常运转。 三是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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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国际陆港建设， 大力推进商品口岸、 多式联运集疏中心、 国际陆港

联检中心、 智慧物流信息中心、 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落户国际陆港。 四是要完善

交通路网衔接， 有效解决交通 “最后一公里” 问题。 充分考虑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等不同交通形式及客货运的协调融合， 畅通交通的末梢神经 （王建国， ２０１６）。

３ 加快平台载体建设， 提升节点城市的要素聚集功能

一是要以各内陆节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大都市区， 推动大都市区内的功能组团融合

发展。 如以郑州为核心打造郑州大都市区， 大力推动郑州中心城区、 郑州航空港区和

开封中心城区三大组团功能融合， 推动与新乡、 许昌、 焦作城区同城化发展， 带动区

域内形成一批 ５０ 万人以上的节点城市， 构建功能错位、 联系高效、 生态隔离的高品

质组合型大都市地区， 形成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域， 提升郑州的城市支撑能力。 二是要

加快产业转型调整， 提升内陆节点城市的产业支撑力。 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航空港

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重点， 根据产业价值链合理有序

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构。 三是要加快创

新发展， 提升内陆节点城市的创新要素聚集力。 加快武汉东湖、 郑洛新、 西安、 成

都、 重庆、 长株潭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优化引智

平台， 加快创新要素聚集。 加大海内外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团队的引进和培育力度，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和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 推动社会整体形成创造活力。

４ 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提升节点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

一是要以内陆节点城市为中心联合周边区域， 整合文化、 教育、 科技等人文资

源， 主动与中央外交和省直外事部门沟通对接， 依托机关单位、 科研院所和民间团

体， 广泛开展文化交流、 学术往来、 人才交流合作， 举办相关国际性、 行业性、 学术

性交流活动， 承办更多高规格国际会议和论坛、 赛事、 展览等， 打造成丝绸之路文化

交流中心。 二是要打造 “一带一路” 国际旅游重要中转站。 整合内陆节点城市周边

旅游资源， 主动与 “一带一路” 沿线省市和国家联合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

产品。 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 完善涉外旅游服务， 加密国际和地区航线

网络， 尽快开通郑州等城市的机场落地签和外国人 ７２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在吸引境

外游客的同时也加强各内陆节点城市与国外的人文交流， 提升国际影响力， 为经贸合

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要高标准谋划国际领事馆区建设， 统筹建设一批国际学校、 国

际医院、 国际社区， 通过吸引外国、 国际组织、 国际行业性协会在各内陆节点城市设

立代表处或分支办事机构， 提升内陆节点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 （刘刚， ２０１６）。
５ 营造良好城市环境， 提升节点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一是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加大污染治理， 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建设

绿化带和公园绿地、 人工湿地， 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 使天蓝、 地绿、 水清成为

常态， 建设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 显著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要完善城市基

础公共服务。 以全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 加快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完

善电力、 通讯、 燃气、 供热、 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建设与管理， 大幅提升城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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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承载力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以历史文化区、 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为重点， 建设

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景观， 提升城市品位。 三是要改善交通出行环境。 完善轨道

交通、 公交汽车、 出租汽车、 慢行系统一体化公交体系， 提升城市的公共交通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 改善交通管理和服务， 将机动车、 电动助力车、 人力车、 行人等各种交

通运行主体统一管理， 并尽快制定和完善管理规章制度。 四是要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改善政府管理方式， 加快构建以智能交通、 智能管网、 智能城

管、 智能安全保障等为一体的智能化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管理体系， 深化城市精细化

管理。
６ 加强节点城市合作， 提升节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加强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的合作， 对于整合节点城市资源， 提升节点城

市的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可建立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联盟和市长联席

制度， 定期进行协商会谈， 重点在物流、 旅游、 教育、 医疗、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加

强合作， 以形成内陆节点城市的合力， 打响内陆地区的城市品牌。 就目前而言， 很有

必要对内陆地区现有的郑欧班列、 渝新欧班列、 蓉欧班列、 汉新欧班列等班列进行整

合， 并与沿海节点城市中以义乌为起点的义新欧班列、 以连云港为起点的新亚欧大陆

桥、 以苏州为起点的中欧班列等进行合作， 统一中欧班列品牌， 在政府补贴和回程货

源组织等方面进行磋商协调， 改变目前中欧班列竞争多于合作的局面， 实现国内国际

货源的合理统筹和分拨。 内陆节点城市的航空港物流同样要展开合作。 在旅游方面，
内陆节点城市可整合现有旅游资源， 串通各旅游景点和线路， 共同打造我国内陆地区

的黄金旅游圈， 吸引海内外游客。 在教育方面， 武汉、 西安、 成都等城市高等学校的

优质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各内陆节点城市可以成立内陆地区高校联盟， 以此为平台，
加强与 “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合作和人才交流。

五、 结语

内陆节点城市是内陆地区经济规模较大， 位于交通物流交汇点， 商流、 人流、 物

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汇集， 具有较强的集聚、 辐射等功能， 在区域网络中处于枢

纽地位的城市。 内陆节点城市的开放发展， 对于内陆地区的开放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

作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与推进给内陆节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也对

其城市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内陆节点城市应当拓展经济开放功能， 提升通道枢纽功

能， 强化要素聚集功能， 扩大对外交往功能， 优化综合服务功能。
郑州、 武汉、 西安是典型的 “一带一路” 内陆节点城市， 在城市功能优化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和沿海发达城市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了真正发挥内陆节

点城市在 “一带一路” 中的节点优势和融入 “一带一路” 实现内陆节点城市的飞跃

发展， 其城市功能需要重新定位。 内陆节点城市应当成为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节

点和国际化城市， 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和内陆地区的核心增长极，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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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的发展和内陆地区的开放。 内陆节点城市要通过加快开放高地建设， 提升经济

开放功能； 加强综合枢纽建设， 提升通道枢纽功能； 加快平台载体建设， 提升要素聚

集功能； 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提升对外交往功能； 营造良好城市环境， 提升综合服务

功能； 加强节点城市合作， 提升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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