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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的黄岛三部曲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刘 成

15

城市发展要以人为本
—— 访 国 家 发 改 委 国 土 开 发
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
本报记者

作为推
动城镇化的
一个重要路
径，
“ 产城融
合 ”描 绘 的
是一种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
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机互动的发
展形态，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
支撑，城镇化则为工业化提供
空间载体。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
青岛市黄岛区，1984 年获批建
设，是我国首批 14 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从一个“以
项目为生命线”的产业孤岛，到
加快建设环境优美、功能完善、
宜居幸福的西海岸新区，30 多
年来，黄岛的变迁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产城融合的鲜活样本。

找空间——

越长越大的城
向融合要动力
秋 实

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
就要探索从单一的“经济体”
向产城融合模式的转型路径，
同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使
开发区成为宜居的有机体
和所有的经济建设试验田一样，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建立之初，被赋予
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产业的主
要职能。而现在，无论从空间上还是经
济联系上，黄岛在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都成为了青岛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随着交通、住房、商业、景观等环节的
补足，黄岛成为一座建设中的新城。
在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开发区，
承担着为产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使
命。因此，开发区的经济结构一般比
较简单，发展模式单调，缺乏相应的
配套设施建设。
但是，如果开发区的发展停留在单
纯的产业区，即便吸纳了大批城乡职
工、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难
以提供完善的居住或社区管理、城市管
理相关功能，就不能真正实现“人”的
城镇化，产业发展也会遇到瓶颈。城市
职能发展的滞后，将影响其活力和凝聚
力，产业区跟居住地分离，也会造成交
通负荷加重，带来更多问题。
因此，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
就需要探索从单一的“经济体”向产
城融合模式的转型路径，同步推进城
市化和工业化，使开发区成为一个宜
居的有机体。
所谓产城融合，就是指产业与城市
融合发展。城市既要为人类提供生产、
生活、休息、交通等功能，也要为经济
发展提供载体。另一方面，从产业的角
度来说，开发区也要告别只提供就业岗
位的产业园区模式，真正满足安家落户
的需求，让产业工人实现市民化。
在开发区发展的不同阶段，产城融
合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很多开发区在
发展初期都是独立于城区之外的增长
极，随着开发区的成长与城市规模的扩
大，开发区逐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实
现与新城扩展、老城改造的有效对接，
成为一个产业功能区；有的产业园区发
展到一定规模后，开始向现代化新城区
的方向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种功能
分区不再被强调，而是形成了生产、生
活、生态复合发展的格局。
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经历缺、补、
融等过程后协调发展，才能达到城乡统
筹发展的统一、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统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统一，并最终
实现人、产业和城市的共同成长，这也
是产城融合的终极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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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初，位于胶州湾西岸
的黄岛，是与青岛市南区隔海相望的孤
岛。在这里设立的 15 平方公里开发区，迅
速成为开发开放的热土。
“ 那时，开发区
还不是一个城区的概念，只是享受特殊
政策的经济发展特殊区域。”原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规划土地局局长汪少华说。
“以项目为生命线”的开发区，很快
遇到了天花板：土地。
“ 什么项目都往里
放，纺织、电子都搁一块儿，不像个城市
样；好多项目没法摆，迅速饱和的土地资
源让我们错失了很多机遇。”82 岁的吴希
善是青岛对外开放办公室第一任主任。
要进一步发展，没有土地没法实现；
要更好地发挥生产、生活、文化、交通等
功能，需要在更大空间内合理布局；要有
像样的配套建设，就得补上缺失的行政
管理职能——开发区和行政区“两区合

一”成为众心所向。
1992 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决定，将
开发区和黄岛区体制合一，建成一个以
外 向 型 经 济 为 主 、功 能 相 对 完 善 的 区
域。10 年后，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面积达 274.1 平方公里，贡献了青岛
市 1/4 的工业总产值和 1/5 的 GDP。
伴随着数次合区进程，
“ 黄岛”的内
涵与外延不断被丰富。
2012 年底，胶南市与黄岛区合并，诞
生了区域面积 2000 多平方公里的“新黄
岛区”。原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
书记、黄岛区政协主席蔡可卿曾一度担
心：仅 200 多平方公里的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其理念和政策优势能否再一次
辐射到整个行政区？
这种担心很快消除。今年 6 月，国务
院批复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包括“新黄

岛”全部行政区域，两区合一在新的高度
上得以实现。
假如说，开发区与行政区的第一次
合 并 ，更 多 是 钱 与 地 、政 策 与 空 间 的 置
换，那么第二次合区，已经成为社会管理
与产业发展的化合反应。行政区庞大的
社会管理资源和成熟的管理方法，与开
发区的高效运作优势融合，让如今的“新
黄岛”成长为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政策
环境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在由“岛”到“城”的变化中，土
地开发的强度越来越受重视，15 平方公
里的发源地逐渐演变为城市的核心商业
区，曾经的工业项目开始为新城建设和
产业升级让路。三美电机、中达化纤、
印华陶瓷……这些最早一批引进黄岛的
企业代表，正相继退出舞台、在旧城改
造中搬离。

越靠越近的海
半小时买回了培根。
“ 这位外宾住着 500
元一天的房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留住
他。”梁新宇说。
海都大酒店的常住客源，是观察黄
岛产业变化的一扇窗口：从加工型的松
下电器、三美电机，发展到技术含量高的
三菱电机、东碧机械，再到后来的武汉光
谷、中德生态园。产业，一度是黄岛对青
岛最主要的贡献。
2011 年，青岛胶州湾大桥和胶州湾
隧道同时建成通车，通往青岛城区的车
程缩短至 10 分钟，把 2.26 海里的“海路”
真正连上了。从此，黄岛的旅游旺季不再
局限于夏天，高性价比和快捷的交通让
“住黄岛、游青岛”成为旅行社的新选择；
到黄岛看海，也成为很多游客的新选项。
海的魅力不只于此。陆域面积 2096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5000 平方公里的西
海岸新区，真正有机会做一篇“海”字头
的大文章。

2013 年,西海岸新区实现海洋经济
增加值 494 亿元，占青岛全市的比重达
37.5%；集聚了北船重工、武船重工、中海
油等百余家船舶制造与海洋工程企业的
海洋产业，已经做好准备，从“浅蓝”走向
“深蓝”，打造海洋经济“升级版”。
到 2024 年，这里将形成先进制造业
发达、现代服务业繁荣的海洋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环境优美、功能完善、宜居幸福
的现代化国际新城区，生产总值力争达
到 8000 亿元。
海，真正成为了黄岛的支柱。而此
时的“新黄岛”，已经不满足于扮演“产业
经济强”的单一角色。
“ 新区的‘新’，主要
体现在新兴产业、产业新区、新城区三个
方面，我们要按照第三代科技园区的建
设理念，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同步
推进、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产城一体化。”
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黄
岛区委书记王建祥说。

找突破——

越走越远的路
没有梧桐树，怎引金凤凰？
一组数字反映了人才对于这座新城
的重要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2010 年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户籍人
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接近 1：1，全区 65
岁以上人口仅占 5.30%，这是一座年轻的
移民城市。
1995 年，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孙武初到黄岛，1000 多名员工几乎
全是本地人；现在，7000 多名员工中有
90%来自外地。
在孙武看来，不同年代的“梧桐树”
有不同含义，
“ 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与我
们那一代对温饱和简单娱乐的需求不
同，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工资、网络、住
宿条件等。”从 2008 年开始，澳柯玛建起
了容纳数千人的公寓，配套建设、文化设
施、餐饮网吧、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随着产业发展与外来务工人员增
多，黄岛的住房需求也不断攀升。
“不包括胶南，仅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就通过保障性住房和人才公寓等措
施，解决了 10 万中低收入家庭居民、新
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引进人才的
住房需求。”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管
理与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王诚明说，
“在
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北船重工
等重大项目的引进中，我们都需要做好
住房配套工作。”
借助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协力
公寓等多种模式，黄岛统筹解决外来人
员的住房问题。而位于黄岛北部的中德
生态园则走得更远一些，开始了外来工
人和本土居民、生活和产业共生共融的
探索。
“商业、产业、居住的融合，在设计之
初就被统筹考虑。”青岛中德生态园管委
会主任助理朱亚军说，中德生态园建设
涉及 15 个村庄的 2000 多户村民，没有
一户外迁，全部住在园区内享受建设成
果。原则上，村民会分到一套高层和一套
多层，除了自住以外，剩下的一套可以用

近年来，产城融合的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越来越
受重视。产城融合应如何实施？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
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
肖金成指出，1984 年，我国在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设
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初开发区发展思路是“三个为
主”，即“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外销为主”。应该
说，建立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经济特区之后重
要的战略举措，在体制机制创新、引进和利用外资、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当开发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问题也随之产
生。尤其是有些开发区离主城区比较远，又没有商贸服
务业和居住功能，这样就变成了“鬼城”，白天有人，晚上
没人，并形成了潮汐式交通。
1999 年，肖金成作为课题组组长，对全国 32 家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的大多数进行考察后，形成了一份
研究报告，题为“21 世纪的开发区战略”。报告认为，
“三
个为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挑战，开发建设需要新的理
念，向“三个并重”转变：第一是二三产业并重，不仅要发
展工业，还要发展服务业；第二是内外资并重；第三是内
外销并重。产城融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肖金成认为，开发区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新城区，不仅
要发展工业，还要发展商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最
早意识到产城融合问题的开发区之一。1992 年，开发区
的范围扩大到黄岛全区时，并没有把岛上的居民迁走，而
是建设了新的居住区，并发展服务业。2013 年，黄岛区
又与胶南市合并。黄岛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了产
城融合的理念。
肖金成认为，新区应该是新的规划区或新的产业集
聚区，不仅有城市建设区，还要有生态区和农业区。规划
的范围可以很大，但是建设占用的空间并不需要很大。
新区的功能应该是“反磁力中心”，即对产业和人口的吸
引力要比老城区更大。新区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交
通更便捷、环境更优美、设施更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
企业和人才，疏解老城区的功能。
今年 6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对其
今后的发展，肖金成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集中发
展。紧凑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产业、居住不能离得太
远，如果空间拉得很大，容易产城分离。第二，要集约发
展。单位面积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提高土地的利用
率，对土地投入产出指标要有所要求。第三，要组团式发
展，实现产城融合。组团之间可以用生态区和农业区相
间隔，未来，虽然城市规模很大，但生态环境仍然很好。

产城融合应多元推进
—— 访 中 国 社 科 院 城 市 发 展
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

找支柱——

如何发挥沿海港口城市的优势，打
开利用外资、引进关键技术与项目的新
局面？这是 1984 年在沿海部分城市座
谈会上探讨的问题。
海，从一开始就是关键词。
在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中，黄岛与主
城区的直线距离最近——2.26 海里，实
际路程却最远，需要借助 1 个多小时的轮
渡才能抵达。
对此，黄岛第一家星级酒店——海
都大酒店的副总经理梁新宇感触很深。
自 1997 年酒店开业后，担任采购经理的
他需要每天开着面包车乘渡轮去青岛市
区采购。
“ 咖啡伴侣、奶酪、意面……几乎
70%的食材都得去那边买。每天的交通
费用在 7000 元采购费中占 10%。”梁新
宇说。
一次，日本客人想吃培根，因为轮渡
已经停摆，梁新宇驾车驶上了刚开通的
胶州湾高速公路直奔青岛市区，花两个

熊 丽

于出租。
“我们既不希望这里成为一到晚上
就黑灯瞎火的空城，也不希望这里成为
睡城。”朱亚军说。
包括村民自己选址建设的幸福社区
在内，
园区百分之百推行绿色建筑。
4 个商
住组团和 4 个产业组团通过道路间隔、互
不干扰。每个组团内从区位中心到任何地
方，步行都不超过 10 分钟。不但配套了教
育、医疗、商店等服务设施，还利用太阳
能、
地源热泵为小区提供清洁、
低碳能源。
“ 幸 福 社 区 是 一 个‘ 城 市 岛 ’，在 这
里，人、产业和城市能够共同成长。”中德
生态园管委会建设局局长王为群说，虽
然这 11.6 平方公里与新区相比还很小，
但它立足于生态、示范、引领，是一种探
索性的突破。
在王建祥书记的畅想中，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的西海岸新
区，将成长为一座生态、智慧、幸福的美
丽海洋新城，成为人们圆梦的地方。

本报记者

熊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
凯指出，产城融合是城乡规划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思路，是
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机融合的有效形式。各地发展情况不
同，产城融合也应该是多元化的。
魏后凯认为，一个工业园区的有效规模一般是 10 到
20 平方公里，
太小了不能发挥集聚规模经济效应，
太大了
就存在配套问题。
由于最初的定位以工业为主，
青岛、
大连
等我国第一批 1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遭遇这个
问题。
随着招商引资的推进，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土地越来
越不够用。一方面是配套服务跟不上，产业与城市发展不
协调；
另一方面，
缺少商贸服务和居住区导致开发区
“有业
无城”
，
一到晚上就空了，
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
事实上，在产城融合的概念提出来之前，各地已有所
实践。随着规模扩大，一些老的开发区逐渐向现代化新
城区方向转变。比如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也有商业楼宇和住宅，实际上就是按照一个现代化的新
城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规划的。
魏后凯认为，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重
点就是要将产业园区与现代城市建设有机融合起来，这
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探索出
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这一概
念的范畴很广，从大的角度来看，产城融合是推动城镇化
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互动的有
效形式。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城镇化则为工
业化提供空间载体。
魏后凯认为，总体上看，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我们
在不断向产城融合方向推进，产业发展层次提高。从产
业的角度看，工业园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产业园区化。园区化就是产业进园，它
只能解决产业集聚问题。有的园区招商引资来者不拒，
没有解决产业的关联性和功能定位问题，就好像“一个麻
袋装着一大堆土豆”。
“ 麻袋”是园区的边界，
“ 土豆”就是
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把麻袋一打开，土豆都散了，说明园
区内是有企业无产业，有项目无产业，企业之间缺乏有机
联系和合理分工。
第二阶段是产业链式发展。就是要形成园区的主导
优势产业链。比起园区内企业只是地理空间上的扎堆，
产业链的形成将有利于提升园区产业的竞争力，沿海地
区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
第三个阶段是形成产业集群。园区内不光有产业，
还有大批中介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形成网络来支撑园
区发展。这也是产业园区发展的高级阶段。
魏后凯强调，并不是每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打造成产
业集群。由于各地的发展阶段不一，产业类型不同，产城
融合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产城融合更多的是城乡规划发
展的一种理念和思路。比如当产业园区规模较小时，可
以是城市的一个专业化功能分区。当产业园区做大后，
可能会向现代化的新城区发展。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
以复合发展的理念，强调土地的复合利用，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的融合，减少大规模的通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