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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fine brushwork from
freehand brushwork, and also endowed Shanghai with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for its development,
placing higher expectations on the future of Shanghai. All the way to Shanghai area, Shanghai
import expo as an opportunity,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mission and sense of urgency,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and a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global city,
to promot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stronger competitive power on the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full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build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powers to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his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strategic goals, core tasks and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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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也赋予了上海发展新的历史使命，
对上海未来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上海要以一带一路、上海进口博览会为契机，以更加强烈的
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积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促进长三
角城市群在世界经济版图上拥有更强竞争力，为推动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这也是实现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目标的集中体现、核心任务和必
由之路。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已经迈入全球城市行列，从 2018 年首届中国上海进
口博览会也逐渐走向成熟，目前力求第二届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能够达到“一是规模更大、二
是质量更高、三是服务更优、四是成效更好”[1]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个期待的愿景，随着上海
“进博会”的深度展开，成效已经凸显。但经常性、基础性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以巩固现有
成绩，为推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1.加强与国内区域的协同合作以带动关联区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和国际航运中心，要积极带动区域整体联动。“一带一路”促进
东西双向开放，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长江经济带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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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要参与南京、杭州、武汉、合肥等长三角其他城市和港口协同合作，以形成一个江
海陆空联运的服务集聚区。如：第二条沪蓉高铁也是长江经济带的内容；太仓港与上海港合
作，开通定时航班，货在太仓港集中，集中中转到上海港。地处南北东西交汇的南京，正积
极推进“一区一带三枢纽”，即申请江北的国家级新区，构建东南科技创新示范带，打造空港、
海港、高铁港三个枢纽，未来还将在制造业、服务业、服务外包软件、智能电网等产业方面
进行创新发展。江苏 2015 年内计划开建三条高铁，力图通过两大国家战略相互协调、共同推
进，让江苏的对内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加强与舟山、宁波、南通等长三角其他城市和港口的协同合作
在金融、贸易、资金结算、水路转航空、铁路、公路的中转，必定也要苏锡常乃至长江
沿岸各港口合作，将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例如，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框架下，舟山江海联运的服务已经突破行政区域的概念，
必然会有与上海、宁波、南通等长三角其他城市和港口的协同合作。舟山在江海联运上着重
于打造国际化、国际性的现代服务体系，将形成一个江海联运的服务集聚区。在金融、贸易、
资金结算等方面，肯定将与具有优势的上海合作；而“转运”所涉及的水水中转，以及水路转
航空、铁路、公路的中转，必定也要和宁波、上海，乃至长江沿岸各港口合作，将长三角作
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1.2 上海要突破虹桥枢纽中心概念，联动好区域内优质的铁路网络
如起始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义新欧”国际铁路集装箱班列也意在以长三角整体参与“一带
一路”战略。这趟列车从义乌出发，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最终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并已经于 2014 年正式纳入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中欧班列的序列。又如
连云港位于沿海海运和陇海铁路网络的交汇点，借助铁路网络，未来连云港既能与上海、苏
南等长三角核心区域紧密融合，又能向西横跨多省市通往中亚西欧。位于连云港的“中哈连云
港物流基地”已是哈萨克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最大物流基地，也是“长三角”与中亚五国过境运
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国际经济平台。
除了上海、舟山、义乌和连云港外，长三角多个城市正努力“互利共赢”，共同在“一带一
路”上引进来、走出去。这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内部的合作创新，体现了“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1.3 构建以大虹桥为中心的长三角自由贸易网络
大虹桥地区遇到的最大发展瓶颈，就是大虹桥及周边地区至今没有具有综合功能、满足
服务业开放发展需要的自由贸易便利制度安排。上海当前必须要从战略上加强大虹桥地区的
制度供给与开放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上海自贸区的服务业开放效应。即以大虹桥商务区为
中心，整合周边四个出口加工区，筹备建立“浦西自由贸易园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复
制推广效应，依托浦西自由贸易园区的区位优势，与周边苏州自由贸易园区、昆山深化两岸
产业合作试验区、南通综合保税区等各类开放型经济区，建立更加便利化的物流、人流、资
金流合作机制与平台，真正发挥上海服务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经济支撑带的龙头作用。
1.4 加强与其他“一带一路”关联区的联动以融入“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将是贯穿未来 3 年至 5 年的超级投资主题，目前已有 50 个国家参与探讨，国
内约 31 个省区市宣布加入“一带一路”规划建设中来，未来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
施建设将成为突破点。关联地区包括：2 个核心：新疆、福建。18 省份：新 疆 、陕 西 、
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 林 、辽 宁 、广西、云南、西藏、上 海 、福 建 、
浙江、广东、海南、重庆。7 个高地：西宁、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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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 岛 、烟 台 、大连、福
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2 个国际枢纽机场：上海、广州。
上海要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弟省市区，结合对口援建、协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工作，
充分取得区域合作发展最大公约数，强化区域间规划衔接，在交通体系建设、产业布局配套、
环境保护、人文交流、信息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上海的优势，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输出、
管理输出等方式，强化与“一带一路”兄弟省市区发展的合作共赢。具体路径可以与融入国际
经济走廊战略协调一致。
上海与北京融合发展，为全国做了好的示范。2019 年 4 月，黄浦区与北京融商一带一路
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同推动设立一带一路服务机制长三角办公室，通过联合
海内外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科技、企业、商协会等社会组织及政府机构，“依托黄浦区
的信息共享平台，为‘走出去’的上海及长三角企业或市场经营户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
保障，使企业能够防范风险”。[2]
2.以自贸区建设、世界进口博览会为契机，积极推进“五个中心”城市建设
上海要围绕着国家总体战略做文章，对照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围绕城市核心功能，聚
焦一带一路重点领域，以自贸区、上海进口博览会为平台，推进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国
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能力和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策源能力取得新突破，在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品牌建设、创新创业、全球网络、
发展平台、人才集聚、品质生活等关键领域打造新高地，在在协调好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和
关联兄弟省市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走廊。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融入“一带一路”，
自贸实验区建设要服务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通过为“一带一路”资金
融通、贸易便利、基础设施、人才流动等提供载体和平台等方式，强化上海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国际合作桥头堡作用，为实施好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不过，在企业投资方面，上海的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懂得趋利避害，寻求稳定的发展。
据学者研究，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经济水平、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对 OFDI 具有正向影响；
中国的资源状况对 OFDI 的影响并不显著。“鉴于此,建议中国企业提高风险意识,加速投资模
式转型,提升技术水平,以提高企业资金安全性,降低对外投资风险”。[3]
2.1 加强与新疆的联动合作，衔接陆桥物流运输大通道
新丝路的中心线为：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因
此，要加强与连云港的联动合作，衔接新欧亚大陆桥。上海是新疆的对口援建单位，有着良
好的合作基础，未来可以通过原来的亚欧大陆桥向西经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连接
哈萨克斯坦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
2.2 强化海港与沪昆高铁的功能，衔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由于“南方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
地位”。[4]因此,上海要积极参与“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主动对接云南
啊“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促进上海与云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双赢局面。而沪昆高
速铁路是一条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昆明的东西向铁路大动脉，是上海联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最佳陆上通道。2015 年 6 月沪昆高铁直通贵阳，为 2016 年沪昆高铁全
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沪昆客专开通后，云南将接入全国高铁网络，昆明至上海由目前的 40
多个小时缩短至 10 小时左右。沪昆客专开通后，将形成一条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之间大容
量的快捷客运通道，对促进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将成为发展西南区域经
济，促进中国经济“西进南下”的桥头堡。上海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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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通过亚欧陆桥的南线分支连接巴基
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家。
2.3 运用与北京已有的交通优势，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衔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主要通过环渤海、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交通和能源通道，向东连接日本和
韩国，向西通过俄罗斯连接欧洲。上海将与北线 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中
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形成联动。
此外，上海港还可以与天津港联动，链接北京。因为天津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东部起点和海
上合作战略支点，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经贸发展强劲、运距相对优势、航线布局便捷、海空
联动前景广阔、多重战略机遇叠加的特色优势。
目前，上海与这条线路上的不少国家的联动基本上实现了常态化。
中国与乌克兰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张
骞出使西域便来到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揭开了中乌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序幕。中
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姜岩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乌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的国家之
一，双方实施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等一大批重要项
目，两国的合作潜力得以挖掘，互利合作水平实现质的提升”。[5]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中国通向欧洲的铁路班列不断增加，激发出汉
堡港的海陆联运优势，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
铁联运港，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大大增强。据汉堡方面统计，现在每周都有 36 条集
装箱货运班列往来于汉堡与中国 20 多个城市之间，仅仅在 2018 年一年内，汉堡与中国之间
的铁路货运总量就达到了 12 万标准箱。德国经由汉堡港出口中国的货值达 53 亿欧元，进口
货值达 80 亿欧元。目前共有 15 条海上运输线将汉堡港与中国各大港口紧密相连，汉堡港与
中国港口之间 2018 年的海上货运总量约 2400 万吨。汉堡驻中国联络处首席代表潘桦认为：“汉
堡与上海是友城，汉堡港与上海港也是姐妹港，汉堡港及相关企业积极参展第二届进博会，
显示德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华交往热情高涨，其背后还有一个德国城市与‘一带一路’的故
事。”[6]
2.4 深化上海与日本、美国的联系，与北线形成联动
形成上海与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东海（日本海）
——海参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
——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的联动。
2015 年至今,“中国已同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或共
同发表联合声明,或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共识”。[7]对全球来说,第三方
市场合作有助于高效配置全球资源、重塑全球分工体系、破解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提振全
球经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2.5 运用上海与长三角港口群的联系与南海——南太平洋、南海——印度洋——欧洲 2 条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联动
形成上海、宁波-舟山、福州、厦门、泉州海上战略堡垒，联动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
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即运用上海与福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同属于华东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现有交通条件与南线形成联动，形成上海——泉州——福州
——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
罗毕——雅典——威尼斯经济走廊。其中，上海加强与近东盟各国的合作很有发展空间。因
为“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先方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
深走实,中国—东盟之间将产生较大规模的金融需求。”[8]如在金融领域，尽管目前中国与东盟
的金融合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就给上海强化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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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上海要主动作为，关注与东盟的金融合作,优化跨境金融服务
服务,加强顶层设计，开拓东盟的金融市场、共建共享中国—东盟金融数据信息、探索跨境金
融创新、深化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落细落实。
2017 年 11 月，上海新出台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
提出了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合作、增强互联互通功能、科技创新合作、人文合作交流、
智库建设 6 大专项行动。目前上海“进博会”对上海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成效较为显著。
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萨布里·通奇·安格乐说：“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意味着新的机遇，而
不是威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向外界发出‘共同发展’的清晰信号。通过参展进博会，
有助于土耳其与中国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9]这种观点代表了与中国长期友好合作国家和地
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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