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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机制研究
索飞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在以“
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全面提高区域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合肥作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的副中心，在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中具有承东
启西的重要作用。 借助引力模型测度出 2013 年到 2014 年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核心城市的经济
联系度不断加深， 并以地方政府为切入点作出区域合作利益博弈分析， 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
题。 因而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发挥非政府主体的积极作用,建
立科技创新引领机制、资源要素共享机制、利益平衡协调机制和基础设施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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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来区域合作与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我 需要根据问题区域的区域问题，进而共同探讨解决
国区域发展的大势所趋。多数国内学者借鉴引力模 机制。 究其根本，庄士成（2010）认为区域合作要注
訛
型来测度区域联系程度，以此说明区域间的合作的 重构建制度化的利益平衡机制 譹
。 赵峰、 姜德波

必要性。 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会抓住机遇，与企 （2011）、龚胜生等（2014）认为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
訛
业携手，促进区域利益最优化。因而，探究合肥与长 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必不可少譺
。 关于区域合作机制

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对于构建长三角 的整体构建，程必定（2009）、覃成林（2011）认为构
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建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管理
訛
义。
模式对于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譻
。
一、合作机制理论

二、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现状

区域合作是实现区域互利共赢，提高区域竞争

2014 年 9 月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

力的重要模式和机制。学术界关于区域合作机制方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提升南
面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这对于合肥与长江中游城 京、杭州、合肥都市区的国际化水平。 2015 年 4 月
市群合作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的 《国务院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

一般意义而言，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往往建立 明确强化了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 此
在区域利益的基础之上，区域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 时，合肥被排除在外。 因此，2014 年到 2015 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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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游地区经历了“中四角——
—中三角”的空间变

39

指标说明：Pi，Pj 表示两城市总人口数；Vi，Vj 表

化过程，无论是哪一步，作为连接长三角和长江中 示两城市工业总产值，D 2 表示两地基于道路网络
ij
游城市的合肥无疑都是该变换过程的主体。
最短路径的旅行时间，R 代表长江中游城市群副省
（一） 优势分析
级城市间联系度。 进而，比较 2013-2014 年长江中
同属长江经济带的节点城市， 合肥与武汉、长
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合肥经济联系强度的变化
沙、南昌同具有“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从“十二
（见表 1） 以及 2013-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
五”后的统计数据看，2014 年四省会城市经济规模
城市间最大可能联系强度的变化（见表 2）。
相近，人口分别为 713、827、671、518 万，土地面积
表 1 2013-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合
分别为 11445 、8494、11816、7402 平 方 公 里 。 自
肥经济联系强度
2013 年起至今，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不断
深入。 就宏观层面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商会与科
技联系会连续 3 年召开，对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合作、科技创新等方面作
出了重大战略部署。 此外，四省会城市群实施了高
铁互联，实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4 小时通达，进一
步加强了区域间的互动与合作。
（二）劣势分析
从《指导意见》上看，合肥在长江经济带上具有
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 但并非属于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地域范畴，因而四省会城市的合作会陷入一个
“
灰
色地带”。 特别是就人均 GDP 而言，2014 年四城市

数据来源：2014 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
省统计年鉴，2014 年武汉市、长沙市、合肥市、南昌
市统计公报。
表 2 2013-2014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间最
大可能联系强度

分 别 为 72342.22、121759.37、116614.01、70810.81
元/人。 此外，以合肥家电业、长沙装备制造业、武汉
光电子产业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形成一体
化展示平台。 而人才互通机制的缺乏、资金流动的
滞缓、利益平衡机制的缺失使得四省会城市联动发
展缺乏要素支撑。这些方面的发展又需要相应的资
金支持，制度法律保障以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
制的构建，即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居民福利间多
层次利益平衡系统的完善。
三、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度分析

（一）引力模型的介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区域联系的
研究中应用了引力模型。 因而，本文引入引力模型
中最大可能联系强度一指标来衡量区域间联系度，
进而为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研究提供必要
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
（二）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联系
度分析
1.模型选取
i
R=Rij/kij= 姨Pi×V
× 姨Pj×Vj
2
Dij

数据来源：2014 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统计
年鉴，2014 年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统计公报。
2.实证结果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联系度加强。
由表 1 知，2013 到 2014 年， 合肥与长江中游
城市群各副省级城市的联系强度 R 值增大， 这表
明合肥与武汉、长沙、南昌的联系加强，合作深入。
原因在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促进省
际毗邻城市合作发展，此时，安徽拥有以合肥为核
心城市的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因而合肥作
为连接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桥梁，具有承东
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武汉的中心城市地位加强。
就绝对值而言，表 1 中 R1a，R1b 值远大 R2a，R2b，
R3a，R3b 值， 表明于合肥与武汉经济联系强度远远
超过其与长沙和南昌的联系强度。 表 2 中 R'wc，R'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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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c，R"wn 值远大于 R'cn，R"cn 值，表明于长沙、南昌
与武汉经济联系强度远远超过长沙、南昌间联系强
度。 因而武汉的区域中心地位不断加强。
3.实证小结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联系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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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弈矩阵，若充分合作，即（合作，合作）成
为 A、B 政府的占优策略， 政府那就要满足：
（1-α）TA+βTB+tA-CA>TA+βTB

（1）

（1-α）TA-CA>TA

（2）

对于（1）式化简后可得 tA-αTA-CA>0，任何一经

加强。 2013《武汉共识》——
—2014《长沙宣言》——
— 济人都会要求 tA 越大，αTA，CA 越小。 tA 越大说明区
2015《合肥纲要》这一历程，为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

域间合作收益越大，这就要求 A 政府要能够找到合

群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外，武汉中心城市地位

适的合作伙伴，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规模效

的强化为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提供了良好 益。 αTA，CA 越小越好，CA 越小表明地区间合作的成
的目标导向机制。
四、 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博弈

（一）地方政府参与城市合作的目标

本小，符合政府目标。 但是对于 αTA 中的两个因素 α
和 TA，如果 α 小则表明政府对推动区域合作兴趣不
足， 通常可能会导致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我国目前的行政体系考核主要是以 GDP 为 如果 TA 小则存在两方面原因：其一，政府获得的财
主，因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寻求其所管辖的 政收入低，将导致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以及财政实
区域的 GDP 总量极大化。 因此地方政府在区域合 力来推动区域间合作；其二，该地区经济水平不高，
作中也是希望获得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资源，提升

进而在参与区域合作中可能会存在融入难度大等

本地区的经济总量，但是合作易陷入
“囚徒困境”。

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建立合作补偿机制。

（二）政府间合作博弈理论分析

对于（2）式简化后得-αTA-CA>0 这个不等式不

1.指标选取

成立。 因为 CA 合作成本，一定大于等于 0。 当然这

为了展开博弈分析我们做如下假定（1）只讨论

时如果引入上级政府或者法律的监管，对参与合作

两个地区间的合作，即地方政府 A、B。 （2）两地区 受到损失的地方和政府予以补偿，补偿金额可以设
未合作时的 GDP 为 RA、 RB， 通常一地区经济总量 为 P。 这样（2）式就可以变为：
高与财政收入呈正相关。因而用两地区的财政收入

P+（1-α）TA-CA>TA

TA、 TB 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3）两地区合作

化简（3）式可得 P-αTA-CA>0，这样就要求 P 要

（3）

因协商等原因带来的成本用 CA、 CB 表示。（4）两地 尽可能的大，即加强监管，让区域合作能够按照约
区合作意愿 α、 β 分别表示因合作导致的产业转移 定持续下去。
等原因造成的财政收入的转移。 0<α、β<1。（5）因为

3.分析结论

比较优势的存在 A、B 政府促进区域间合作带来地

因而博弈分析得出了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能够

区规模效益递增， 会给 A、B 政府带来额外的收益 有效地平衡地区间利益的结论。借鉴国内外成熟的
TA、TB。

合作机制研究，合作机制的构建往往需要一个完整

2.博弈分析

的机制体系，即引导机制——
—目标机制——
—制度保

因而 A、 B 政府面临四种策略选择即（顺序为 障机制——
—补偿机制。
A、B）:（合作，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
作）；（不合作，不合作）。 于是得到 A、 B 政府合作
的博弈矩阵：

五、结论和建议

因此，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区域经济利益诉求是
区域合作的必要条件。合肥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重

表 3 A、B 政府合作博弈矩阵

要节点城市，其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是实现经
济要素充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 因而，要能够充分调动各地方政府的
积极性，发挥政府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发挥非政
府主体的积极作用。
（一）科技创新引领机制
政府作为区域合作利益的重要主体之一，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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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促成区域间的合作。因而要积极引导合肥与长江 升的重要因素。 而利益平衡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政
中游城市群三省会城市实现科技资源共享、科技成 府与企业和个人间利益的平衡。 通过立法规定各
果转化一体化。特别是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 参与政府的职责与义务，可以对各参与政府进行
合的时代，合肥要运用新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 有效的约束，防止政府的缺位与越位。 同时由于
业，使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相结合，并将电子 法律相对较为稳定，通过立法可以保证合作的连
续性，防止各级政府因为对各地方利益的追求导

信息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致合作的中断， 也可以防止合作重心的随意变

（二）资源要素共享机制

企业是区域合作利益的又一重大主体， 而企业 动。
发展进一步依托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和配置， 因此

（四）基础设施保障机制
就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实现区域间协

产业链管理就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此外，

产业的发展要汇集资本、人才两大要素。 具体看来， 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一，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探索开展合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省会城市产业合 一体化项目对接和建设， 重点推进四省间高速铁
作专项基金，通过财政改革、购买服务和政府 bb 引 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互通互联。 其二，打破长江
导模式，推动区域间资本要素有序流动。四省会城市 中游城市群物流业务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降低物
之间要互派科技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挂职交流，加 流企业成本，发展现代物流和电商，通过电子商务
强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 建设科技人才 平台带动线上线下互动，真正实现商流、物流、资金
培训基地，努力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区域内交流。
（三）利益平衡协调机制

流、信息流“四流”合一。建立以物流园区为依托、以
物流平台为支撑、以第三方物流为主体的现代物流

区域间利益平衡是促进区域竞争力不断提 服务体系。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Hefei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SUO Fei
Abstr 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fei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13 2014. Based on the gaming theory, we need to constru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roduction mechanism,
resource elements share mechanism, benefit -coordinated mechanism and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d
mechanism.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gravity model; game playing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