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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pond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situation and 

to coordinate the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s made by the tw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for Shanghai todevelop “five centers”, free trade zones,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and open economic city. Shanghai is an eastern city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outset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host city of the China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in the New Era. Since it locatesatthe intersection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and it is 

adjacent to the “Coast” and “Inland”, the city has a strategic position of “Connecting inside and 

outside”andit must revitalize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with global influence, and buil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y center, financial center, trade center and shipping center. Shanghai ought to revitalize the 

stock, develop the increment, and take the advantages to serv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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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之后提出的重要国际性合作倡议之一，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自贸区建设、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个重大机遇。上海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东部沿边城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源地区城市、新时代上海进口博览会的

东道国城市，属于“一带”与“一路”、“内陆”与“沿海”的交汇点，具有“联通内外”

的战略地位，必须因应中央政府对上海的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与建设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战略要求，盘活存量，开拓增量，运用优势，积极参与和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 

1.引言 

2015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一带一路”，更是彰显出这一战略

的重要性。“上海地处‘一带一路’的战略交汇点，更是最先呼应这一国家战略的省市之一，应

该如何抓住机遇、有所作为？”[1]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之前，上海因应国家要求，成

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力争将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上海要立

足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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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打造好“一带一路”桥头堡，承办好“进博会”，提升好城市能级，当好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排头兵。 

2.上海服务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基础 

2.1 上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就提出时间而言，是先有“四个中心”，再有“五个中心”。其中，“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追

求，契合新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全球勃兴、创新驱动深入推进的时代条件，是上海承接国家使

命、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2]如果说“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顺应了上世

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对外开放的历史要求，那么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

追求则契合了新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全球勃兴、创新驱动在国内深入推进的时代条件，是上海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承接国家使命、因应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大战略选择。 

上海是我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上

海的融入和支撑。未来 5 年，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也是上海建设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战略城市的“奠基期”。 [3] 

必须将创新驱动作为新常态下上海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科技创新功能应该是“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功能，它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灵魂’，是上

海城市发展的‘牛鼻子’，对‘四个中心’和整个城市发展具有引领作用”。[4]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多要素组成的顶级区域创新系统，其中，人才是其形成的核心要素；

企业、大学（包括科研机构）和政府是创新发展的驱动要素；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设

施和各种专业服务是其形成的环境要素。 

正确处理科技创新中心与原有“四个中心”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上海在历史发展

中积淀和形成的综合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等功能，来保障科技创新的持续

繁荣。另一方面，要用科技创新的持续繁荣，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中心的内涵和质量、拓

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增强国际贸易中心的能级、巩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 

2.2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要

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统筹抓好规划目标任务落实，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加快

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

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5] 

目前“五个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开工建设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基本建成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超强超短激光等大科学设施，成立国家集成电路制造业创新中心、

脑与类脑研究中心等一批科研机构。阿尔茨海默症治疗新药、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等一批科

创成果相继问世。原油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成功上市，持牌金融机构新增 68 家，金融市场交

易总额突破 1600 万亿元。启动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口岸贸易总额突破 1.2 万亿美元。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一，邮轮母港旅客发送量保持世界第四。“随着全市

‘五个中心’建设的全力冲刺，‘四大品牌’的加快打响，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开放 100 条不断落

地，进博会带动溢出效应持续释放，全市商务工作面临更好的发展环境”。[6] 

2.3 上海是自贸区和中国进口博览会的示范城市 

2013 年 9 月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在带动效应、服务质量、社会创业诸方面发展势头良好，

体现了制度优势。从制度创新上看，经过自贸区的实施，上海自贸区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自

由贸易进程的“新标杆”，并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互联互通机制构建目标高度一致。上海实施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282



自贸试验区条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为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了新

途径，积累了新经验。如上海自贸区行政服务中心职能完备、服务流程规范、办理事项快捷、

便民举措周全，实行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实施一口式服务，服务好、效率高。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上海被赋予了一项任务：上

海自贸区扩容，增设临港新片区。2019 年 1 月 7 日，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临港产业区正式

开工建设，规划一期年生产规模为 25 万辆纯电动整车，包括 Model 3 等系列车型。仅仅不到

一年的时间，这个特斯拉海外首个超级工厂生产的电动整车即将与消费者见面。如果说上海

自贸区的成立是“以政府职能、金融制度、贸易服务的改革，推动上海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

临港新片区扮演的角色则是从制度创新中寻找经济发展动力”。[7] 

2.4 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条巨龙，长江经济带就是龙的头部和腰身，腰身强则国家强。腰身强

不仅包括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强，也包括了绿色生态强。这里面涉及到诸多城市群的划

分布局，也涉及到核心城市的角色作用。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既是长江生态环境的“守门员”，也肩负着引领长江经济带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责任。“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上海全市上下正在投入切实行动”。[8]2015 年，

“三大战略”迎来良好开局。31 个省份地方“两会”均已召开，对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各地均进行了布局。其中，31 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破

题“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主动融入成为各地共同态度；京津冀则提出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

并将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多省提出借长江经济带打造新的增长极。2017 年，上海市委、

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规划》，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明确了

到 2020 年和 2030 年上海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 172 项具体举措。

2019 年，上海已起草形成《上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和行动目标。当前，上海正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共同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正形成

合力，共同舞动，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长江经济带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20%，GDP 和人口均占 40%。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

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贵州等 11 个省

市，构成了长江发展轴与沪昆经济带、沪蓉经济带。一轴就是长江发展轴、两翼就是沪昆经

济带（高铁为纽带）、沪蓉经济带。在长江干流沿岸，有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四个大都

市。这四个大都市是有很大辐射带动作用的。每个大都市辐射周边形成一个都市圈，把周边

地区的城市带动起来，增加产业和人口。 

另外还有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芜湖、安庆、九江、黄石、岳阳、荆州、宜

昌、万州、泸州、宜宾等规模较大的城市，通过聚集产业和人口，均能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

城市。在沪昆沿线、在沪蓉沿线，也有很多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如杭州、成都、合肥、长沙、

贵阳、昆明、襄阳、绵阳、金华、上饶、株洲、怀化、安顺、兴义、曲靖，这些城市再增加

一两百万人口，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轴带上发展城市，集中产业和人口，有利于实现绿色发

展和高质量发展。因此，长江经济带是带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是推动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关系密切。因此，“建设长江经济带，形成与

‘一带一路’互动新格局，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9] 

上海是经济中心，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之一，要发挥对长江流域和全国的带动作用。

“除了制造业中心、商贸中心，上海还应是具备全球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引领功能，

是融‘创新’与‘制造’功能为一体的全球‘智造’基地或中心”。[10]上海要维持和发展好长江经济带

发展作用，还要切实加强“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 [11] 等方面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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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海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中心 

若从历史上考察，中国近现代经贸发展和商务活动离不开上海的作用。近代上海因为洋

务运动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外政治、文化、贸易的大舞台。美国传教

士林乐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相伴随近十年，几乎每期都有涉及洋务运动

的新闻和评论，为其进一步发展营造出积极舆论氛围。尤其是《万国公报》每周发行数量约

2000份左右，年累计印刷发行量近10万份，发行网络覆盖了北京、上海、天津、厦门、福州、

广州、烟台、通州、张家口等中国南北主要城市，甚至远销海外地区。读者广泛涵盖了社会

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及时地传播了洋务运动的信息，扩大了上海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当时“买

观者除教会牧师、教士、教友先生外，上至督抚大人，下至别驾士商，无不争睹为快”。 [12]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又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上海在这方面既有先

发优势，也有后期挑战。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让上海的互联互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

海文化”深深地根植于经贸、科技、教育、外交、人文、旅游等资源之中。这些都有利于民心

相通。上海在今后“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

实事求是的态度研判人文交流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探索上海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

新路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能融合外来文化，又能提升本土文化，还能推陈出新，使“红

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具备世界的、中国的、上海的兼收并蓄的新时代特征，架构心

灵相通的桥梁。 

3.上海服务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展望 

上海致力于成为全球投资贸易的核心节点城市，“一带一路”沿途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上

海的贸易额，只占到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上海与其中很多地区的贸易往来还是空

白，说明上海与沿途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空间“一带一路”沿途 64 个国家和地

区与上海的贸易度占到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 23%，由于互补性强，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上海

将以经贸往来为纽带，加强与沿线国家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科技合作；以国际创新交

流合作平台为载体，密切沿线国家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联系；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抓手，推动

沿线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 

3.1 以上交会平台促进科技创新 

上交会是中国唯一以技术贸易为宗旨的国家级展会，以“技术，让生活更精彩”为核心理

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为主题，旨在通过整合海内外科技力

量和创新成果，打造促进技术贸易发展和实现创新升级战略的权威性展示、交流、服务的平

台。2015 年第三届上交会联合国工发组织主题日暨技术贸易国际论坛的主题确定为“以技术

贸易促进科技创新，深入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入当今国际性博览会的先进经验，首

次设立主宾国机制，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捷克共和国担任主宾国，旨在推动中捷双方在

技术、科研和经贸等方面的合作。第三届上交会境外参展规模扩大，由 2014 年的 103 家增加

到 139 家，分别来自捷克、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俄罗斯、法国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上届的 16 个。 

2019 年上交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领先技术，并首次设立

了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专区。参加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专区的上海本土企业高仙机器人带来

了全系列的产品，包括室内外通用多功能清洁机器人、室内专用多功能清洁机器人和室外专

用无人扫地车，科技感十足。 

来自北京小小牛创意公司研发的 WonderPainter 的专利技术，让人们不可思议的“脑洞想

法”变成现实。在 2018 年美国消费电子展会首次亮相便引发众人关注。人们使用该软件，无

需任何特定道具，可以将任何物体变成 2D 和 3D 的角色，包括图画、玩具、橡皮泥、甚至真

人，并且可以利用这些角色创作自己的故事或者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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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高仙商用清洁机器人已完成五轮迭代，为 7 个国家、200 多个客户在提供

了超过 25 万多公里的成熟而稳定的运行服务。2019 年产品线已拓展至城市清洁领域，首次

推出了无人驾驶环卫车并在河南鹤壁 5G 产业园已成功落地。高仙还将在北京、上海、新加

坡建设 3 座研发中心，加强与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充分借力包括芯片、传

感器在内的上游技术商，以实现真正具有生态意义的技术战略布局。 

上海璞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基于 3D 打印的综合制造技术。项目通过还原复杂人

体器官结构及质感的 3D 打印微创手术培训模型，是制作各种高仿真病理模型，提供微创介

入类专科手术训练的高仿真模型，解决市场上专科手术训练用的尸体来源减少、相应训练模

型缺乏的问题。该团队成员有三年的医学 3D 打印和相关专科手术训练模型的开发经验，全

体成员已有超过一年的合作经历。 

  此外，面向多场景、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驾驶系统 U-Drive，“为工业机器人安装智慧

的眼睛和聪明的大脑”，易清智觉基于人工智能的金属线棒材在线点数与机器人焊标系统等高

科技产品均将亮相此次上交会。 

3.2 以联通友好城市促进民心相通 

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务实推进，

“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基础更加坚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着力发挥好经贸合作的先导作用，

推动沿线国家形成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格局”。[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64 个重要经贸节点城市，上海与其中的 13 个友好城市建立经贸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 13 个友好城市为：萨格勒布市（克罗地亚）、大马尼拉市（菲律宾）、

卡拉奇市（巴基斯坦 ）、格但斯克省（波兰）、圣彼得堡市（俄罗斯）、伊斯坦布尔市（土

耳其）、亚历山大省（埃及）、海法市（以色列）、胡志明市（越南）、塔什干市（乌兹别

克）、亚丁省（也门）、清迈府（泰国）、迪拜市（阿联酋）。 

2015 年 5 月，杨雄率近 30 家企业赴土耳其参加“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工商论坛暨企业洽谈

会，扩展经贸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城市。6 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节奏调频台承办的“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在古

丝绸之路的要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功举办，以展现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艺术风貌。 

2017 年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被纳入上海市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之“人文

合作交流专项行动”。近年来，充分考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友城参与，邀请了诸如

斯里兰卡科伦坡市、印度孟买市、泰国清迈府、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印尼日惹省、越南胡

志明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斯洛伐克布拉

迪斯拉发市、埃及亚历山大省等城市和地区派师生参加了夏令营活动。夏令营专项“使这些国

家的青少年学生有机会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学习和体验，以促进上海与这些友好城市在教育领

域的交往与合作”。[14] 

2019 年 9 月 13 日，来自泰国清迈、泰国曼谷、匈牙利布达佩斯、柬埔寨金边、菲律宾

大马尼拉、韩国全罗南道等“一带一路”沿线 6 座友好城市的文化旅游政府代表及领馆官员，

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代表齐聚黄浦江畔，共同签署“一带一路”友好城市文旅联合推广倡议

书，成立了“一带一路”友好城市文旅联合推广网络，标志着上海文化旅游迈向更大发展空间，

将现有的文化旅游的国际合作带到更高的层次，让合作更为深入，让市场更加广阔。清迈府

副府尹空讪·素汪安帕表示，“‘一带一路’友好城市文旅联合推广网络的建立，将为实现共同繁

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奠定坚实基础。各成员城市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开拓在

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5] 

3.3 以承办进博会契机促进资金融通 

上海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交汇点，积极地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经贸关系，有利于发挥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进博会的集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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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继续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有利于在服务好国家战略的同时加快上海创新步伐，

从而进一步强化上海市作为国际中心城市与龙头城市的积聚与扩散作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英文名称: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简称 CIIE 或进博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吸引了 5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超过 1000 多家企业参展，将成为

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重要支撑。 

2018 年，国家展总展览面积 3 万平方米，共有 64 个国家（含中国）、3 个国际组织参展。

其中，15 个主宾国（按英文字母排序）分别为柬埔寨、捷克、法国、希腊、印度、意大利、

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秘鲁、俄罗斯、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作

为各国发展成就、营商环境和特色产业的集中展示平台，进博会国家展各馆形象设计均巧花

心思，凸显品味。 

4.结束语 

从区域经济理论上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就是通过沿线各国节点城市——区域性中心城

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集聚与扩散主要包括人流、

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方面的集聚与扩散。 

从国家政策引导上看， “一带一路”的巨大带动效益正在显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预测，

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 4.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市场的连

接更加密切，中国已经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18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

贸易达到 1.3 万亿美元，增速快于同期其他地区。 

从上海参与角度来看，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

逐步深化。“2018 年，全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 6993 亿元，占全市 20.6%；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中方投资额为 29 亿美元，占全市 17.4%；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87.3 亿美元，占全

市 73.4%”。[16]对此，克罗地亚前总统斯捷潘·梅西奇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研判。他说：“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背后，首先是中国在双赢的基础上为联通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一带一路’是一

个未来的项目，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新形势，也是建设人类共同社会的强大平台。” 

[17] 

说明：本文为2017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2017年度连氏善治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Forging Ahead Toward a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lobalisation: Se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2017 Li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论文《论上海服务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的条件与举措》（On the Main Tasks and Specific Measures of Shanghai Serv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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