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出
台，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大幕开启。
一系列全新顶层设计将引领东北众多资
源型城市摆脱资源束缚，实现经济结构
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任务。众多资
源型城市中，昔日以煤电为经济支柱的
辽宁省阜新市率先实现全面转型振兴，
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先行区”。

产业多元初形成

2001 年，阜新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
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市，自此，阜新在全国众多资源型城市中
率先开始探索转型。

以转型振兴为主线，突出产业、生态
和人的可持续发展。10 多年来，阜新结
合自身实际不断尝试探索，走出做大经
济总量、加快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改善生
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不断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转型振兴道路。

2013 年，阜新已经基本告别资源依
赖，形成全新产业发展格局，转型“考试”
交出优秀答卷。转型 10 余年，阜新经济
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地区生产
总值由当年的 65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560 亿元，年均增长 15.6%；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由当年的 4.5 亿元增加到 64 亿
元，年均增长 27.2%。

转型前的阜新，煤电产业独大，占全
市工业比重达 76%。目前，阜新已经初
步形成多元化产业新格局，煤炭工业经
济比重下降至 17%。农产品深加工、液
压和氟化工产业、新型能源和煤化工以
及玛瑙等特色产业崛起成为支柱产业。
在此基础上，阜新倾力打造的“十大产业
集群”，不断丰富经济转型发展的蓝图。
目前，“十大产业集群”已入驻企业超过
1071 家，规模以上企业近 500 家，占全
市规模以上企业总数 50%以上。

阜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志
宏感慨地说，作为有 100 多年采煤历史
的资源型城市，阜新在累计为国家生产
原煤 7 亿多吨，发电 3000 多亿千瓦之
后 ， 又 积 极 为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积 累
经验。

生态改善惠民生

转型之路上，阜新坚持产业、生态、
民生三个转型同步推进，“阜新模式”成
效显著。

产业方面，以培育和壮大接续替代

产业为核心，阜新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
为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坚持自力更生
与争取国家支持相结合、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与培育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相结合、
治理工业污染与优化人居环境相结合，
走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之路。

农产品加工业是阜新最先确定的接
续替代产业，通过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和
培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双汇、伊利等
一批企业先后落户，在这些龙头企业带
动下，形成乳业等 10 条农业相关产业
链。装备制造业方面，阜新通过引进新
企业、建设新项目，做大关联产业，支持
一批企业发展壮大。比如，目前初步形
成以主机成套装备制造为龙头，以液压、
气动、密封元件制造为骨干，以配套件制
造为辅助的特色液压产业链。此外，阜
新还积极打造新型能源、煤化工、氟化
工、皮革、板材家居等产业集群。

产业升级的同时，阜新把修复城乡
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推进。在主城区
采取氟化工企业搬迁、铸造企业搬迁、工
业污染总量减排、煤炭物流园建设等一
系列减排措施，并开展细河全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工程，先后建设 17 座污水处理
厂，目前全市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42.5 万
吨。随着系列措施的开展，阜新的生态

环境也越变越好了，2014 年城市空气质
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天数保持在 95%
以上。

为使转型成果更多惠及群众，阜新
在转型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
置。在做大接续产业过程中，阜新坚持
就业优先，并围绕发展民营经济、做大第
三产业、扩大劳务输出等 10 个方面拓宽
就业渠道。转型以来，累计培训下岗失
业人员 36 万人次，4 万多名“4050”困难
群众通过公益岗位实现再就业。为解决
棚户区问题，阜新采取“六个一块”的资
金解决方式，即“争取国家和省补贴一
块、通过银行贷一块、地方政府出台政策
免一块、社会各界支持一块、居民个人出
一块、腾空土地商业化运作收入一块”。
从 2005 年至 2014 年，累计投资 160 多
亿元，改造棚户区 700 多万平方米，18 万
户居民乔迁新居。

转型振兴再出发

新一轮东北振兴大幕拉开，对阜新
而言是又一次转型振兴的难得机遇。转
型升级哪些方面？如何转型升级？陈志
宏表示，目前阜新已经有了初步设想：要
统筹推进三次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

和协调发展，深入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
业，形成多元化产业格局，全面提升经济
综合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去年年底，阜新被国家正式列入国
家产业合作与转型升级示范区。陈志宏
认为，这意味着阜新在产业转型过程中，
将以示范区为空间载体进行布局，引导
产业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促进产业转
移和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
配置。

“阜新将建立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园
区，为转型升级布局一批优势产业和重
大项目、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提供支
持。”陈志宏说。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阜新将抓住
促进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支
持中等城市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等
新兴产业政策机遇，落实东北地区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争取重大
项目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向阜新
倾斜，引进建设一批重点产业的重大项
目，着力打造东北重要的高端装备制造
及配套产业基地、绿色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产业基地、新能源产业基地，加快布局
建设页岩气开发基地，努力成为装备制
造强市和新能源示范市。

以转型振兴为主线，突出产业、生态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辽 宁 阜 新 ：转 型 先 行 先 兴
本报记者 张允强

用功能疏解促文物腾退保护——

北京：擦亮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阜新转型振兴见成效，很大程度上因

其另辟蹊径，走一条接续产业快速发展的

路。分析其10余年转型历程，不难发现这

一模式成功依靠的是一系列国家和地方

区域发展战略的强力支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几

乎与阜新转型试点同时启动，沈阳经济

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辽

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两大国家战略均

辐射到阜新，加上辽宁的“突破辽西北”

战略，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区域发展战略

为阜新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极佳机遇。

正是抓住一次次机遇，一个个项目，

阜新摆脱资源束缚，开启了全新经济发

展模式。昔日传统煤电产业被众多新兴

产业取代，“一元产业”变为“多极并进”

格局。善抓机遇，善用机遇，让阜新初步

实现转型重任，也是“阜新模式”的关键

所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标志着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战略启动，阜

新转型振兴再次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

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接续产业，推

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笔者了解到，

阜新已经提出继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更

高层次的发展。更高层次的发展，将不

仅仅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新成绩，

更要全面摸清资源枯竭城市在社会民生

和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提出科学完善的转型措施。

新机遇也意味着新挑战，面对新一

轮振兴东北战略实施，如何建好资源型

城市转型“示范区”，不断打造资源型

城市转型“先行区”，在开展招商引

资、产业转移承接、寻求创新合作、基

础设施联通、生态环境联合保护治理等

方面进行更多创新是阜新需要继续思考

的问题。

善 抓 机 遇 善 用 机 遇
云 樯

非首都功能疏解，不仅推动北京“瘦
身健体”，也让曾被居民或单位占用的文
物古迹重新焕发生机。北京正用功能疏
解促文物腾退保护，擦亮首都历史文化遗
产“金名片”。

北京是有 3000 多年建城史、860 多
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全市共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6 处，北京市文物
保护单位 215 处。占北京市域总面积不
到千分之四的旧城，分布了占总量 30%
以上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故宫、国子监、史家胡同⋯⋯这些在
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文化地标，集中于北京

旧城。但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文物被居
民、单位占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多年
来，破解“文物腾退难、占用文物修缮难”，
一直是北京重点研究、探索的问题。

如今，北京的文物腾退迎来了疏解非
首都功能的“东风”。“非首都功能疏解给
腾退文物带来了一次机遇，在疏解腾退
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
度利用。”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王海臣
表示，北京正在探索一条可推广、可复制、
行之有效的城市核心区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升级改造之路，扩大北京历史文化遗产

“金名片”的影响力。
箭杆胡同 20 号，是陈独秀在京时的

居 所 ，也 是《新 青 年》杂 志 编 辑 部 所 在
地。如今，按原貌整修一新的陈独秀旧
居与青灰胡同基色一脉相承，与老舍故
居隔北河沿大街“相望”。而就在一年

前，这里还是住着 6 户 22 口人的破危杂
院。2013 年旧居腾退修缮被纳入东城
区名城保护项目，2015 年 7 月全部腾退
完成，并于《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之际
举行了完工仪式。未来，旧居在推出基
本展陈的同时，还将作为东城区东华门
街道智德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为旧城
增加一处新的文化亮点。

“立足首都核心区功能定位，我们在
‘以疏解促文物腾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东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党组书记、
风貌办主任刘景地说，以项目为抓手，东
城完成及推进了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陈
独秀旧居等一批重点项目的腾退修缮及
环境整治，全区文物修缮率达 70%。

同处旧城的西城区，也随着地安门雁
翅楼复建利用、万松老人塔变身砖读空
间，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文化味儿。“文化

是城市的灵魂，要让文化魅力和艺术气息
从城市整体和细节中散发出来。”西城区
委常委王旭表示，未来几年西城将继续开
展重点地区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主要涉
及地安门内大街、鼓楼西大街、阜内大街、
大栅栏月亮湾、先农坛等地区。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告诉记者，
北京将把旧城内属于直管公房的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腾退，作为旧城文物保护的
突破口。

据统计，目前北京旧城内属于直管公
房范畴的不可移动文物约有 182 处，建筑
面积 13 万多平方米。相关部门正在了解
居民或占用单位的外迁意愿和要求，通过
政策宣讲和优惠的腾退政策，本着居民单
位自愿的原则，鼓励居民、单位外迁，推动
或完成陈独秀旧居、杨椒山祠、粤东新馆
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腾退。

本报讯 记者杨开新报
道：第十届科技创新与城市管
理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专
家围绕城市管理的相关话题
进行了交流探讨，建议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优化等方式，助
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院
长邹军表示，对于普遍存在的
交通、人口、环境、社会等城市
病，应该像治疗人体疾病一样
科学分析、辨证施治。城市的
发展趋势是生态、包容、循环、
创新的，应该城乡一体且更加
紧凑、更加生态、更加安全、更
加智慧。

邹军认为，城市科学是
门交叉科学和复杂科学，将
有八大关键技术影响城市未
来发展，包括空间结构弹性
增长、公共交通健康发展、开
发强度疏密有致、土地功能
混合使用、景观绿地系统串
联、基础设施综合配套、产业
用地整体协调、地上地下联
合开发，各地结合实际进行
了许多探索。比如，针对城
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
加大，江苏等地率先要求公
共建筑必须达到绿色建筑标
准。专家认为，应该完善政
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和鼓励
绿色建筑比例不断提高，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既包括
能源本身是可再生的，也包
括在使用过程中是节能的。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
态城市规划建设中心副主任
李海龙也认为，随着技术发
展，将来建筑可以少耗能、不耗能甚至还可以产能，装配
式住宅也将得到推广，绿色建筑会有大的发展。他认为
城市领域还有另两个关键技术值得关注：一是交通技术
日新月异，无人驾驶汽车和新型有轨电车会对城市空间
发展有很大影响；二是信息技术和城市深度融合，智慧家
居、智慧城市管理和智慧便利生活将得到普及。

李海龙说，建设生态城市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自
然资源的破坏，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服务市民，且保护
和传承好文化。欧美很多国家作了很多尝试，中国在这
方面也是起步较早，未来要借助国际合作的平台尽可能
学习先进的绿色技术。同时，还应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
助力生态城市发展，比如推动国土规划部门整合城市规
划，城市设计、城市修复、住宅产业化、建筑节能、综合管
廊、综合交通等方面也大有可为。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穆荣平认为，中
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
口进入城市，全社会生产力提升，财富创造能力整体增
强，自然就带动了消费。他认为，创建一批创新体系健
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效率高、创新效益好、辐射范围广
和引领作用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很有必要。“创新型城市
和高新区有很大的区别，高新区是功能相对单一的区域，
缺乏城市的功能。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
城市空间里面更加合适。”穆荣平认为，在创新型城市群
的带动下，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区区合作、品牌联
动”战略又有新动作，周浦镇与上海临港集团日前就大力
推进周浦智慧产业园转型升级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实现资源、产业、开发经验等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据介绍，上海一些镇级产业园普遍存在开发层级不
高、开发强度不够等短板。为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实现
弯道超车，上海近年来一直在推进国家级高新区与新兴
城区之间合作，以形成科技产业化和现代服务业集聚的
新基地。

据悉，合作协议包括建设临港周浦新兴科技产业园、
合作推进老工业厂房和地块更新改造、合作建设先租后
售的园区公租房等多个项目。在跨出合作第一步后，双
方将探寻更多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周浦镇是浦东新区四个镇级产业园转型升级试点之
一。据周浦镇党委书记张长起介绍，临港集团的品牌和
资源优势将带动周浦智慧产业园登上产业新高地，有效
服务张江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十三五”期间，周浦
智慧产业园将力争成为浦东新区南北创新走廊的特色空
间，进一步带动周浦镇镇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增强地区
综合发展实力。

“区区合作”带动镇级产业园弯道超车

上海周浦与临港集团开展战略合作

5 月 31 日，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老年养护院的专业

护工在陪老人聊天。近年来，北京市加大“医养结合”推

进力度，全市 449 家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医疗服务

覆盖率达 98.8%。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针对城市管理新趋势

，专家热议

—
—

创新技术能帮城市做什么

阜新是国内较早开始探

索转型的资源型城市，从一煤

独大到产业多元，地区经济增

长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民生福祉得到保障，这一“先

行者”如何能够交出转型的优

秀答卷——

经过治理后的细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