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历史·浦东开发开放

安徽率先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

[口述前记] 卢荣景，1933年8月生。1984年12月至2001年1月，历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

省长、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在1988年4月至1998年8月担任省委书记

期间，他带领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并实施“抓住机遇，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

东，迎接辐射，带动全省”的战略决策，使安徽成为第一个进入浦东新区投资开发的省

份，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发挥了“领头雁”作用。

● 口述：卢荣景

采访：谢黎萍  郭德成（安徽） 郭继  孙戎（安徽） 孙宝席  姚吉安

整理：孙宝席  时间：2019年12月25日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

放浦东，这是中央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作

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安徽省委、省

政府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作出“抓住机

遇，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

射，带动全省”的战略决策，并决定在浦东陆

家嘴建造起第一座省级楼宇——裕安大厦，希

望以此为突破口，借船出海，促进安徽扩大开

放和经济发展。

皖沪合作源远流长

讲到安徽和上海的关系，首先要讲讲我们安

徽的地理位置。安徽省位于长江沿岸，是长江

流域的一个重要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安徽曾

被毛主席划为沿海城市。这样，安徽和上海、

长三角地区因地理位置比较接近，互补性强，

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1957年7月，中共中央

上海局为了促进地区间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召

开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五省一市经济协

作会议，认为在国家统一计划领导下，充分发

挥地方积极性，通过协作关系，互相帮助，互

相支援，对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大作用。1961

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成立包括中央华东

局等在内的6个党的中央局。其中，中央华东局

代表中央领导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

一市，机关驻地为上海，以加强对建立区域性

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等工作的领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催生了建立以上海为中

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研究，中央对此很重

视。1982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成立上海

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

上海经济区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个跨省区的

经济区。1984年12月，安徽省加入。我可以说

是这个工作的最积极分子。上海经济区规划办

公室成立以后，在制定跨省市的中长期重点规

划、促进横向经济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

工作，为推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

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同志曾担任过上海经济

区规划办主任。他是安徽嘉山人，对安徽的发

展很关心。我在当安徽省长时，曾给汪老发过

聘任书，聘请他担任安徽省政府顾问。汪老是

一个很有战略思想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负责

的人，答应的事情就认真去做。所以他同意担

任安徽省政府顾问后，每年最起码两次来安徽

进行考察，并为安徽的发展出谋划策、牵线搭

桥，包括把一些上海企业介绍到安徽。安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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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外资企业就是由汪老引荐来的。

不过，由于安徽经济发展的底子薄，加上

自然灾害频繁，安徽省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内

并不突出。我们也在努力地探寻能让安徽走上

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之路。记得1988年元月，

我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主题为

外贸体制改革的全国省长会议时，作了一次发

言。当时，我很激动地说：“我有一个问题实

在想不通：为什么江苏南京、江宁已批准对外

开放，外国轮船可以进出，而安徽的马鞍山、

芜湖和江苏南京、江宁紧紧连在一起，就不允

许对外开放呢？也不允许外轮到马鞍山、芜湖

呢？是不是到了江宁就是社会主义，到了马鞍

山、芜湖就是资本主义呢？对这件事不仅我想

不通，安徽人民也想不通。过去计划经济时代

把安徽划到沿海要准备打仗，很多工业布点不

能在安徽。现在改革开放又把我们划到内地，

我们又不算沿海。其实早在1876年清朝时代，

芜湖就被辟为通商口岸，当然是英帝国主义强

迫满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开放的。”当

时，中央领导笑着说，中央会考虑这件事的。

时间到了1990年出现重大转机，4月18日，

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同意

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向世界显示中国

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从中央考虑看，加快浦

东开发，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

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

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这为安徽加强与上海的

合作交流，利用浦东这个开发开放的窗口实现

借船出海，开辟了新途径。

呼应浦东提出开发皖江战略

其实，我听到关于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的

消息要早一些。我是从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

同志那儿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的。他说小平同志

下决心要搞浦东开发开放。我一听到这个消息

是异常兴奋，我们首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带动

安徽经济发展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只有抓

住和依靠浦东开发开放这个机遇，安徽才能找

到希望，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再也不

能失去这次机遇了，否则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

错误。

于是，在1990年4月中央还没有正式下发关

于开发浦东的文件时，我就委托安徽省计委主

任陈健组织一帮人抓紧收集资料，了解中央在

开发开放浦东上有些什么考虑。4月，我因胆结

石开刀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到芜湖休养，省委工

作由省长傅锡寿负责。我呢，也没闲着，利用

休养机会带领一帮人在芜湖搞调查研究，专门

思考、酝酿和讨论安徽省“如何呼应浦东、开

发皖江”问题。所谓皖江，指的是流经安徽的

长江“黄金水道”，横贯全省400多公里。皖

江这一提法不是我们的发明，早在清代著名的

小说家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一书中就提到

了“皖江”。抗日战争时期，“皖江抗日根据

地”是安徽三块抗日根据地之一。1959年，中

共安庆市委机关报命名为《皖江日报》，并由

谢觉哉题写报名。上世纪80年代，由安徽省顾

委的老同志牵头，对皖江经济带花了很长时间

进行调研，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制定

了规划。

对于加快安徽改革开放的迫切性，我是有

着深刻的认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央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全国的对外开放的。

到1990年，对外开放已经扩展到了长江下游，

如江苏省的江宁县、南通市建立了开发区，南

京市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享受国家开发区

的待遇。可以说那时对外开放已经搞到了我省

的家门口，而安徽还不能对外开放。外国商船

能到江苏省的江宁县，但却不能进入紧靠江宁

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和芜湖市。因为没有开放政

策，无法享受出口创汇、减免税收等许多优惠

政策和待遇，外商基本上也不会到你那里去投

资和进行商贸活动。

而且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较快

的省份来看，都有一个规律：凡是沿海开放省

份，享受国家开放政策的，发展都比较快。福

建省过去也是比较穷的省份，但由于福建省的

沿海城市属于开放城市，有国家的优惠政策，

因此他们的经济发展条件比我们就好得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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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快。再比如广东、浙江、山东也是这样。

浙江改革开放前，我们安徽的工业基础比浙江

还是要好一些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他

们能享受开放政策，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并远远

超过我们。我之所以要讲上面这些内容，就是

想说明对开发、开放皖江为什么我们安徽人的

认识会达到高度的统一。因为这是安徽人期盼

已久的事情，期盼着这个机遇早日到来，期盼

着经济发展更快一点。

在芜湖调研的这段时间，我和同志们紧张而

认真细致摸情况、收集资料。后来，我的身体

稍好一点，就回到省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

在会上，调研组的同志向常委会汇报了开发皖

江的意见。常委会一致赞成调研组的意见，认

为安徽一定要抓住呼应浦东这个机遇，下决心

要把皖江开发开放这篇文章做好，要有大动

作，不能小打小敲，在全省要有大的行动。在

省委统一思想和意见后，省里几套班子开始集

体调查研究。1990年7月5日，省委、省顾委、

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和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一起集体从合肥

出发，前往长江流域调研。那时，我因手术后

出现排异现象，伤口不能愈合并伴有化脓，人

很痛苦。机关的同志好心地劝我说：“您身体

都这样了，就不要去了。”我说：“这件事情

是我提出来的，我必须要去，而且事情已到了

这个程度，时间已经定好，明天就要开始调

研，不能耽搁了，希望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

动摇我的决心，再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

这样，省委组织的沿江调研组按期出发开

展工作，为安徽“开发皖江”赢得了时间。7

月5日至12日，从安庆市开始沿江调研，途经

池州、铜陵、马鞍山，最后到达芜湖，实地调

查研究，分别听取了5个地市及一些大中型骨

干企业的汇报，进行了座谈。在芜湖调研结束

后，12日至13日，在芜湖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

会议，沿江的各地市委书记、市长、专员和省

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扩大会议

上，经过讨论，最后就开发开放皖江中的若干

重大问题作出决定。7月18日，《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刊登了记者张振国的报道，题为《抓住

机遇开发皖江呼应浦东》。文章的中心内容就

是“全省进一步动员起来，抓住机遇，开发皖

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当好配角，迎接辐

射”。我在当年7月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

访时曾说过，“我们决定重点开发在安徽境内

406公里的长江经济带，迎接浦东开发的辐射，

我们长江经济带在许多方面与浦东、上海存在

着互补性。”我又说：“我们的基本战略是学

上海。”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快工作的落

实，在芜湖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我们回

到省里及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建立一个

领导小组，着力把呼应浦东、开发皖江落到实

处。

第一个重要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全省各地

市委书记、市长、专员会议。我在会上指出浦

东开发对我省特别是对沿江地区必然带来强烈

的辐射，同时也为我们呼应浦东、服务浦东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要求各地市、省直各部门正

确理解省委的决定，支持省委的决策部署，把

各方面工作做好。我还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

疑虑作了解释。比如合肥市同志提出合肥是省

会，为什么不是开放的重点？省委、省政府把

资金扶持的重点转到沿江了，对其他地市的发

展会不会有影响？等等。

第二个重要会议是7月26日召开的加快沿

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动员大会。我主持，省长

傅锡寿作题为《抓住机遇，迅速行动，扎实工

作，加快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步伐》的动员

报告。会上我特别强调：这个动员报告是代表

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全体人民发出的动员号

令。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

刻领会和理解这个报告，切实贯彻省委关于加

快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步伐的重大决策。为

在全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省里的所有新闻

单位统一行动，密集宣传“抓住机遇，开发皖

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带动全

省”，还开展了大讨论，这实际上是解放思想

的大讨论，做好本身工作的大讨论，同时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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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的大讨论。这几句话朗朗上

口，再加上宣传力度大，切合安徽的实际，所

以直到现在许多人都还记得。

我们建立的小组是开发开放皖江领导小组，

组长由省长傅锡寿担任。领导小组首先着手制

定开发开放皖江近期和长期的规划纲要，其次

做好开放皖江的基础工作。比如在芜湖港建外

贸码头、外贸仓库，配套建设接通一条7公里长

的铁路；设立海关、防疫检疫、公安、边防等

一系列部门。

1991年6月，李鹏总理来安徽视察工作时，

我们向他汇报了要“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

应浦东，迎接辐射”的战略考虑。李鹏总理当

时拿出地图，边看还边问我：“老卢，你们提

出的开发皖江，皖江在什么地方，怎么地图上

找不到？”我说：“总理，皖江是一个形象的

称呼，其实就是流经安徽的长江段称为皖江，

共有400公里长。抗战时期新四军七师有支‘皖

江支队’，‘皖江’很早就提出来了。”李鹏

总理听了我的解释后说：“啊，我知道了。我

在北京就听说安徽‘开发皖江’，那时还不清

楚‘皖江’具体是指哪里。”

经过各方努力，1992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

准芜湖港对外国籍船只开放。当年就有不少外

国籍轮船到芜湖，标志着安徽皖江开发、开放

取得历史性进展。事实证明，借上海浦东开发

开放这一历史机遇，开发皖江，使安徽能发展

快一些，是安徽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喜事。

率先在浦东建造首座省级楼宇

根据我们的战略规划，呼应浦东、开发皖

江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在浦东陆家嘴建造一座大

楼，在浦东建起通往海洋的桥头堡和窗口。

1990年8月，省委、省政府正式决定在浦东成立

裕安公司，投资建造裕安大厦。

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安徽的举动是没有

想到的。他们很高兴、很欢迎，同时在各方面

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在裕安大厦门前还命名

了一条裕安路，上海的银行也给我们提供了贷

款。尽管如此，由于那时我们的条件比较差，

资金方面十分困难。怎么办？我们就开动脑筋

采取了“一船装到上海”的办法。具体来说，

就是勘探设计由省里的勘探设计部门派人去，

所需要的钢材由马钢供给，所需的水泥由海螺

供给，把安徽各有关企业都动员组织起来，为

建设裕安大厦贡献一份力量。1991年6月24日，

裕安实业总公司在浦东东方路张杨路口刚刚动

迁的2-2B地块上，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和裕安

大厦奠基仪式，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浦东开发

的省级公司。

其实，就在裕安大厦举行奠基仪式之前，

1991年我们安徽省正遭受着特大洪涝灾害的考

验。我们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救灾任务，资金

也好、人力也好都需要向救灾倾斜。当时裕安

公司的同志曾请示我：裕安大厦还要不要建，

裕安的其他建设项目还上不上。我们省委经过

研究最终决定：一定不能动摇，困难再大也要

干。我当时讲过：“开业典礼如期进行。60年

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能搞原子弹，大水

过后，安徽还要生存、要发展，参与浦东开发

的机遇不能失，这是5600万人民的重托。”我

和省长傅锡寿带领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参加了裕

安公司的开业庆典和裕安大厦奠基仪式。上海

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

邦国和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参加了庆典。

《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纷纷

称赞裕安公司领头签约浦东新区第一块土地的

批租，领头兴建裕安大厦并率先奠基开工，领

头作为全国第一家省级内资公司进入浦东开

发。裕安公司在浦东开发中起到了“火炬”和

“领头雁”的作用。

下午，我们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举行会谈。

当晚，我们还邀请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吴邦

国、黄菊等在我省驻上海办事处共进晚餐。据

说上海市内部有规定，市党政领导一般不参加

这些活动，可以说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参

加我们安徽裕安大厦奠基仪式，并在安徽办事

处共进晚餐还是第一次。当然，我们安徽对于

裕安大厦的奠基开工没有进行新闻报道，因为

当时特大洪涝灾害还在影响着5600万安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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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场灾害从6月底一直持续

到7月中旬。因此，24日晚上我连夜赶回安徽

滁县地区指挥抗洪救灾。说实在的，1991年的

特大洪灾，给我们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是迎

头一棒。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我们不仅没有

动摇，相反还迎难而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

关，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裕安公司和裕安大厦的建设进展情况，我

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1992年9月12日，我和其

他省委领导在上海考察期间，专程视察了裕安

公司、裕安大厦工地，并为裕安金桥出口加工

区第一期工程剪彩，为裕安公司第一家中外合

资企业——上海裕安玛丽安娜服饰有限公司开

业揭牌。1993年7月，当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进入

实施的关键时刻，我和其他省领导一致表示：

在当前经济宏观调控时期，资金紧缺的情况

下，安徽省参与浦东开发的决心不变，增加对

“裕安”的投资，加快“裕安”的建设速度。

这一消息在同年7月26日的《文汇报》报道后，

对当时国内外企业参与浦东开发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1993年9月初，浦东新

区首幢超高层大厦——裕安大厦封顶了。9月24

日，我又专门抽出时间，与常务副省长汪洋等

同志一道专程到上海，与上海有关部门、浦东

新区的领导一起出席了裕安大厦封顶典礼，同

时带去了安徽省政府给裕安公司等有关单位颁

发的嘉奖令。1995年6月26日，裕安大厦落成启

用。我再次去了浦东，省长回良玉同志也一道

去了。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出席了我们举行的裕

安大厦建成典礼。

当然，我们在浦东建立裕安大厦不是参与

浦东开发的最终目的，更不是把裕安大厦仅仅

当成一个房地产项目来操作。我们更看重的

是发挥它帮助安徽走向世界的窗口、招商引资

的媒介、带动发展的主轴、信息传播的管道等

功能。为此，我们在上海还建设了裕安出口加

工区、裕安英展国际贸易大楼、裕安港区等项

目。裕安出口加工区建立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

区，由生产设施、行政管理、生活服务中心等

组成，建成后有安徽省兵器工业局、中国扬子

电器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企业创办的20多

家中外企业进入该区，利用浦东新区的优惠政

策充分发挥“前店后厂”的功能。

裕安英展国贸大楼位于外高桥保税区，分为

办公用房和仓储用房两部分，具有国际贸易、

转口贸易、仓储业、出口产品加工业等多种

功能。建成后的裕安英展国贸大楼充分利用保

税区（即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来为安徽

的经济发展服务。比如说，安徽进口的海外物

资先放在保税仓库，安徽出口的物资也可先放

在保税仓库，通过享受相关的保税政策降低成

本，同时存取又很方便，这对安徽发展外向型

经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提一提的是，参与建设裕安大厦的很

多企业也因裕安大厦而出名，走出了安徽。承

担裕安大厦设计任务的马鞍山市设计院，又中

标设计宁波市最高的42层大厦和苏州市的数幢

高层任务；安徽第三建筑公司也是扬威浦东，

外商独资的汤臣大厦决定要这个公司施工；合

肥市建筑工程监理公司在监理裕安大厦工程

后，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一级质量监理，开始承

担上海市的一些建筑监理项目。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安徽成立裕安实

业总公司率先进入浦东开发，率先建成浦东新

区第一座省级楼宇——裕安大厦，这是安徽省

把握机遇、呼应浦东、加快发展的必然结果，

充分表明了安徽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心。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则

为加快安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过程

中，皖沪情深，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加快发

展。

在这里，我借用邦国同志为裕安实业总公司

开业的题词——“在开发浦东的共同事业中上

海安徽共同繁荣”，作为两省市进一步合作发

展的良好祝愿。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和安徽一定能够在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国家战略下，实现更加持续

健康的高质量发展。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口述历史·浦东开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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