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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路径①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六次专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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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大开发战略自1999年提出至今已20年，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

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旨在为西部地区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能，也标志着

西部地区将在新时期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0年7月12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围绕“西部大开发：

新时期、新格局”进行了线上专题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们全面分析了西部地区开发建设2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相

关经验，新形势下西部大开发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新时期新格局下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使命，并就推进形成西部

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路径提出了重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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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部地区已历经21年的建设与发展。1999年5月，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在陕西西安吹响，当时的目标是

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开

启了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阶段；2010年，党

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

进入了承前启后、深入推进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十

八大以后，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力

度。经过不断地努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持续增长，总体面貌极大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到2020年，西部

地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10 年，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旨在为西部地区

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能，也标志着西部大开

发进入第三个阶段，西部地区将在新时期开启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区域经济 50人论

坛”以“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为主题，于

2020年7月12日在线上召开第十六次专题研讨会，

深入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

见》），同时对新时期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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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展开讨论。本文基于参会专家发言内容，重点围

绕“西部大开发20年：成就，经验与挑战”“西部大开

发新时期、新格局、新使命”以及“推进形成西部大

开发新时期新格局：对策与路径”三个方面的内容

进行综述。

二、西部大开发20年：成就、经验与挑战

西部大开发经历了两个10年，取得了重大历史

性成就。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开发

初期的17%提升到了20%以上，与其他地区的人均

GDP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

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陈耀、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等多

位专家在发言中表示，西部地区20年来取得了全方

面的重大历史性成就，生态环境得到极大保护和改

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

步，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

程推进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

边疆安全得到了保障。同时，区域经济迅速发展，

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明显缩小，对外开放也有所增

强，西部地区的材料物资采购、工程施工建设和技

术人才引进也对包括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的经济形成了较大的溢出效应和拉动作用。此

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胡鞍钢基于世界视角和绿色发展视角，进一步肯定

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他认为，西部地区用 20年的

时间，以世界国土面积的 5.2%、世界总人口的

5.0%，实现了 2019 年世界 GDP 的 3.4%，并且人均

GDP从极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发展，不仅对中国，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国

以全球6.6%的植被面积，达到了全球植被覆盖面积

净增量的25%，西部地区对此也有着极大的贡献。

20年的西部大开发历程也形成了一系列各省

政府合作、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政策工具和对口扶持

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发言中提到，在推

进西部开发的政策工具上，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

付、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国际通行做法外，中国还实

行了“对口帮扶、对口援助”这一特殊工具，不仅中

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发展加大支持，而且还组织东部

发达省份对西部贫困落后省区“一对一”或“多对

一”的帮扶，这是促进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有

效政策工具，也是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的一个体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研究员刘亭以浙江为例，介绍了浙江在“对

口支援”“对口帮扶”“对口合作”三方面的成功经

验，浙江有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可移动的要素

资源，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有土地空间、能源等不

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双方优势互补，在市场机制下

成功带动当地光电资源可持续开发和产业链形成。

西部大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于

历史、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西部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落后。尽管 20年来保持了持

续发展的势头，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西部大开发

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与会专家们在肯定了西

部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从地理区位、区域发展、产业

发展、生产要素、发展形势五大方面指出了西部地

区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挑战。

对于地理区位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指

出，地理距离是西部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新疆除

了自身拥有 2千多万人口形成的消费市场以外，周

围 2千公里范围内，基本没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同

样，以兰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圆，覆盖到的国内消费

市场也很少。交通能力可以改善空间距离，但是运

输距离的影响很难改变。新疆曾经的大规模煤电、

风电和光伏电开发，输送至缺电的山东电网和华中

电网，三千公里的输送距离需要花费国家大量的补

贴，此外，新疆的粮食和瓜果等农副产品、成品油的

运输，都因运输距离过长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区域

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也表示，西部的边境线很

长，但是相邻地区都不是很发达，这是一个现实。

对于区域发展方面，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增长动

能转换受阻、西南西北差异加大、城乡差距较大等

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西

部地区从 2008年以来一直在四大板块中保持领先

增长的位势，这两年被中部地区超越，西部地区整

体发展动能有所减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也提到，采用各省份的

生产总值及实际增速进行测算，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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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长速度从“十二五”期间四大板块中最高的

11.0%回落到“十三五”期间的 7.5%，比中部地区低

0.3%，城镇化率也进入减速阶段。此外，西部地区

的南北增长分异十分明显，西北地区落后于西南地

区，且差距在加大。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也是西部地

区面临的一大问题，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除广西、

重庆、四川、新疆外，其他 8个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

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也表示西部地区中

心城市“一树独大”是区域发展20年来的老问题，以

2019年全国26个省的各省会GDP在全省的占比来

看，排名第一的是西部地区城市，银川、西宁、成都、

西安、昆明、乌鲁木齐都处于前13位。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整体质量不高。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

善同通过投入产出表数据，说明了西部地区参加全

球价值链的分工和国内价值链的分工程度都较低，

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增加值率要高于东部地区，但参

与东部生产的增加值率和参与向国外出口部分的

增加值率都很低，从电子电器行业投入产出的拓扑

图来看，西部地区也还是一个很小的供给枢纽。浙

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认为产业发展是西部

地区最大的难点，尽管《指导意见》强调西部地区全

国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但西部地区的新能源消纳难

题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

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提到，西部地区产

业产品竞争力不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多是初级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传统产业增速放缓，而新

兴产业培育较慢，发展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

业经济比重高，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新兴产

业比重较低；市场化程度和活跃度不高，国有经济

比重大，民营经济发展慢。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对于投资依赖

大，创新和人才集聚动力不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研究发

现，即使是成渝双城经济区，人才总量在过去一些

年也是相对下降。未来 10年、20年人口甚至包括

人才的总量进一步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的

趋势无法改变。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

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也表示，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

增长与资源的高消耗并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西

部地区技术进步贡献率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政

产学研协同发展缺乏有效政策，研发投入和力量

弱，成果转化率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

高层次创新和科技领军人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

高，缺乏有效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引人留人能力

弱，对高层次人才、高素质劳动力吸引不足。

西部地区在新时期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形势更

加复杂严峻。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

研究院院长刘以雷表示，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疆稳

定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南疆汉族人口比重不足

15%，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南疆问题的核心。从外

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余音未消，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抬头，中美关系恶化，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

进程和国际政策协作，而全球疫情蔓延高发，进一

步加剧世界经济衰退。各种压力向处于产业链前

端和价值链低端的西部地区传导，西部地区面临更

大的经济发展失速风险。

三、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新使命

21世纪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新动力和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则是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

的西部大开发更是具备了增长、生态、协调、开放四

个方面的新发展要求和发展使命。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金碚表示，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仅是

区域战略或边疆战略，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核心战

略高度相关。对新时期经济增长而言，从东部地区

形成增长极，必须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在西部地区

形成新的增长极，是国家经济发展顺应客观规律的

一个核心战略路径；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核心战

略问题，也要求经济发展的红利扩散到西部地区；

西部大开发和生态环境大保护，密切关系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

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的开放前沿，

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

的划时代标志之一；此外，后疫情时代西部大开发

战略将负起提高中国经济以至国家安全质量和畅

通效率的重大使命。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提出，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使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内外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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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互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

西部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更加

着力解决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交通瓶颈问题，打造

沟通欧亚腹心地带、边缘地带的亚欧交通枢纽；三

是进一步加强清洁化能源基地和国际通道建设，打

造能源支撑引领中国和亚欧绿色低碳转型的亚欧

内陆枢纽；四是进一步应对生态危机，打造中国和

亚洲生态安全屏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同样认

为，西部地区会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尤其是

“一带一路”的前沿阵地；疫情常态化下，西部地区

将在国内内循环、与周边国家中循环中发挥转换

带、连接桥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的生态也会在全

国生态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屏障作用；未来西部也会

成为投资高地、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开放高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提到，要按照更加注重抓好

大保护，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更加注重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新使命，形成“大保护”“大开放”“中心城

市引领和城市群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格

局。

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相比于 1999年的西部大

开发，无论是时代背景、发展条件还是发展环境都

已经大不相同，在党中央、国务院《指导意见》的指

导下，西部地区将开启新的发展局面，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

院长樊杰提到，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三个重大变

化，一是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区位条件发生了根

本性改变，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安全和重构全球

战略格局，特别是发挥“一带一路”战略愿景的前沿

地带和关键地区；二是西部大开发20年来生态建设

和绿色生产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为西部地区在大保

护基础上进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三是基础

设施等建设大大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营商环

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

长、研究员马晓河同样认为，西部地区是未来中国

崛起的关键所在，一是从数据上看，西部地区的经

济结构变化值为29.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产

业技术革命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区域时空成本，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都给西部带来发

展机遇；三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

代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四、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

对策与路径

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技术、新业

态和新需求的涌现，为我们重新发现新时期西部地

区的新发展优势、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

了新的机会。关于推进形成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

新格局，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已经做了全

面、明确的说明，核心在于“大保护”“大开放”和“高

质量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大保护”“大开

放”和“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

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发展路径，与会专家学者们从

区域格局、发展环境、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对外开

放、生态保护六个方面发表了深刻见解。

区域格局方面，专家们肯定了中心城市的提升

发展是西部地区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认

为，要实现有质量的快速发展，核心是发挥城市群、

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

耀提到，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大，绝大部分是山地、沙

漠、河流，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新时代西部开发

要形成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

发展的新格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以贵州贵阳和广西百色

为例，说明地缘政治格局和交通格局的变化使西部

地区一些原本处在边缘性区位的城市和地区逐渐

成为新的中心型区位城市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

也认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自身提升和对周边的辐

射带动非常重要。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社会

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认为，要在西部地区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一是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

是积极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三是适当下放

部分省级管理权限，四是要探索市委书记高配模

式。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

副组长丁任重认为，发挥西部地区“西三角”重庆、

成都、西安的带动作用，是西部大开发重要一环。

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认为，在保护为

主的前提下推进西部地区开发，成渝城市群和关中

城市群将作为主要支点，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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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天山北坡、昆明和贵阳等地区应成为二级

城市群。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

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则认

为，西部地区现有条件无法形成多个和较大的都市

圈、城市群，更重要的还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每个区域有一个城市来辐射带动。此外，部分专家

对于区域格局划分提出了相关建议。北京大学首

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认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在

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

差异，建议将原西部地区重新划分为西南和西北两

个区域，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

策。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则认为，现阶段人为力

量还不能大幅度地改变三大自然区和地形的三大

阶梯，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未来较

长时间内，全国格局不宜进行大的调整。

发展环境方面，软性制度环境和硬性基础设施

建设既是西部地区的短板，也是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环境由相对劣势转化相对优势的重要抓手。对于

软性制度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

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

究员马晓河、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

究院院长刘以雷等专家认为，西部地区要对标国际

通行做法和国内先进经验，通过深化各领域改革，

建立公正、透明、可持续的政策法规体系和良好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开放、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

场体系和秩序。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认为，要推出一

批更能体现西部大开发的重大体制改革，例如更加

宽松的产权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提到，国家要统筹协调西南、

西北地区的发展，在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

格局过程中，国家在政策上一定要给予更多的支

持，以便促进西北地区尽快走上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的轨道，同时要着力建设高水平的农村全面小康，

全面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浙江省政府咨询委

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刘亭则进一步强

调，在今后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要突出并大力

推进“对口合作”的方式，“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

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要一

体推动新老基建发展，在 5G和数字技术等方面力

争与东部并行或走在前列。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

表示，要加大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在西部地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可以同时发力，共

同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来说，新基建对西部

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

司长陈文玲、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

究院院长刘以雷、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都认为，要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推行“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基

础设施的建设，要把西部地区放在重要位置，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完善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生态工程。

产业发展方面，在新时期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

构换挡升级，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数字产业，从而

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与会专家们的一致看

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

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认为，中国产业转移要尽量

在全国形成内循环，龙头企业要向西部发展，在西

部形成新的产业激励。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

长范恒山认为，要抓住西部地区“特色”拓展提升产

业链条，一是推进融合发展、拓展特色产业体系，二

是创新运作机制，提升生态、能源等特色资源的价

值。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沈体雁以贵州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广西河池

市环江毛南自治州的林业经济、广西巴马县的现代

长寿产业，以及西藏林芝地区的藏药产业集群、西

部干旱地区的沙产业和节水产业为例，说明了西部

地区如何创新资源观，发现新资源、新价值，发展现

代化的特色资源经济，以及如何创新知识观，发现

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价值，从而发展西部特色的高新

技术产业。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

副组长丁任重认为，西部地区应当着重于产业结构

的提档升级，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

道提到，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地方企业，

是地方发展特色经济的基础，要解决运输距离对西

部地区产品竞争力的影响，西部地区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数字技术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且

能够降低区域对自然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基础的

依赖，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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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路径。对此，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

兵提到，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营造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环境；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推动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链和消费升

级；加强东西部合作，推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体制

创新；加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领域的安全治理。中

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认为，要把西部私营个体经济

放在全国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实施最优惠

的、具有西部特色的支持政策，强化创新创业和数

字化发展支持，鼓励私营资本进军西部。

要素流动方面，与会专家们着重提到了人口要

素特别是人才的流动问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

忠提到，要让西部人口率先自由流动起来。西部地

区地广人稀，绝大多数城区人口密度低下，城镇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许多利用不充分，完全有条件在

全国率先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应率先全面放开落

户限制，让西部人口自由流动起来，并在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同时，将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放开落户限制要求的情况纳入中央巡

视范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沈体雁同样强调了建立一个对流型的

人才流动体制对新时期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他

认为，可以把东部地区跟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资

源，独特的地方知识，独特的特色产业相关的人才

相对往西部地区流动，形成一种对流型的人才流动

格局，同时要推动西部地区的国民自愿服务制度，

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和大学的西部计划制度，给西部

地区的同学，特别是要回西部地区工作的人，读研

究生、读博士生更多的优惠。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

中心原主任曹文炼认为，应该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

力量，甚至说要研究新时期的在市场决定性配置资

源的基础上的新举国体制的力量，加快加大生产要

素，包括最重要的人口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或配置。

要有大学、医院等公共资源，特别是名牌大学去西

部，人才才能去西部，人口才能向西部地区集聚。

此外，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

张占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

长、研究员马晓河、刘以雷等专家提到，人才对经济

社会发展和区域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西部地区

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对人才吸引力有限，要高度重

视西部地区的人才引进、人才激励和流失补偿机

制。一方面对于紧缺型高端专业人才，要比照中东

部地区条件，相应提升人才待遇标准，以及更加的

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对

西部人才流出地的反哺机制。

对外开放方面，与会专家们表示西部大开发的

前 20年里，西部地区主要是向东部地区开放，未来

则要转向国内、国外同时开放。四川省委省政府决

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认为，西部

地区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沿边地区区

域合作，例如新疆要主动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云南广西要主动参与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内蒙

古应当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云南应当积

极融入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合作等等，同时要大

力发展中欧班列。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

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

成认为，大开放是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条

件，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面向发达国家，要要借

助“一带一路”，通过陆路向东南亚开放，向中亚开

放，向东欧、西欧开放，面向国际市场、南亚市场、东

南亚市场、中亚市场开展国际秩序合作，例如云南、

广西可以和东南亚国家相邻地区开展合作，新疆可

以和中亚国家相邻地区开展合作。

生态保护方面，西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

障和资源富集区，与会专家们在讨论中肯定了新时

期西部地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原

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

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河南省人民政府参

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四川省委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新疆大

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等

专家认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导向要由大开发转向大

保护，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促进，实现"两
山"理论在西部地区更好落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在“十四

五”时期，要考虑在西部地区如何实行一系列重大

的、必要的生态工程，例如三江源的保护工程。如

果能够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生态环境方面形

成新的格局、新的态势，不仅对中国，也会对全球的

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路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六次专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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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本身也是衡量西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其生态贡献可能更高于

经济贡献。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孙久文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

长张占仓提到，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

缺乏，制约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同样制约

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未来10—15年时间，应当下

大力气把西北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彻底地解决。根

据现有论证情况，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启动的条件已

经具备，技术准备与资金筹措都比较可行，应尽快

启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改善西北地区因为缺水而

导致的生态环境脆弱情况，以便为西北地区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注入足够的活水与活力。

五、结语

本次“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中，

与会专家学者们以“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

为主题，全面分析了西部地区开发建设20年取得的

巨大成就和相关经验，以及新时期新格局下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使命，从地理区位、区域发展、产业发

展、生产要素、发展形势五大方面指出了西部地区

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挑战的同时，也就推进形成

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发展路径，从区

域格局、发展环境、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对外开放、

生态保护六个方面发表了深刻见解，为西部地区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导下如何实现“大保护”

“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具

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注释：

①此文由肖金成、沈体雁、凌英凯根据“中国区域经济 50人

论坛”第十六次专题研讨会各位专家发言整理而成，由中国

区域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编辑发表。

Countermeasures and Path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Pattern in the New Period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ummary of the 16th Symposium of“China Regional Economic Forum of 50 persons”
Xiao Jincheng Shen Tiyan Ling Yingkai

Abstract：The campaign of“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has mad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it
was first proclaimed in 1999. Recently in May 202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unveiled guideline on advancing western development in new era, aim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sts of 50 Forum hold an online seminar on“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New Era and New Pattern”on
July 12th, 2020.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presented reports on the great achievemen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analyzed the present status and problems facing by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n
provided profound reviews an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Regional Strateg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sts of 50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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