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多年前，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第
一炮在这里打响，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
卷烟厂华美卷烟厂、国内知名电视机生
产企业厦华电子公司等都诞生于此。这
里，就是位于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的
湖里老工业区。

30 多年后的今天，记者走在湖里老
工业区，高大的厂房古朴依旧，却再也听
不到机器的轰鸣声，看不到烟囱冒出的
烟雾。处处涌动着的文创热潮让记者意
识到，再不能叫这里老工业区，这里现在
已是名头渐响的“特区·1980”——湖里
创意产业园意产业园。。

目之所及目之所及，，是一家由废弃的锅炉厂是一家由废弃的锅炉厂
改造而成的改造而成的““锅炉咖啡锅炉咖啡””，，它是华美空间它是华美空间

文创园的明星店铺。Loft 工业风设计
空间内，“85 后”海归老板正带着员工为
晚上的活动精心布置。从去年3月份正
式运营至今，在联发华美空间文创园的
支持下，这里前前后后举办了百余场活
动，成为厦门或者来厦文艺青年的热门
去处。

“锅炉咖啡”所在的联发华美空间
文创园由华美卷烟厂旧厂房改造而成，
集时尚秀场、时尚展示与发布、艺术创
作与交流、创意设计与办公等功能为一
体，目标是打造出一个极具格调的时尚格调的时尚
设 计 中 心设 计 中 心 。。 联 发 华 美 空 间 举 办 的联 发 华 美 空 间 举 办 的

““20162016年华美空间绽放季暨国人生活美年华美空间绽放季暨国人生活美
学节学节””仅三天时间就吸引了数十万仅三天时间就吸引了数十万人

参观。
目前，湖里创意产业园已经在华美

卷烟厂、联发厂房 3 号、4 号等老厂房里
建起了华美空间、海峡文创园、文创口岸
3 个文创园区。华美空间已经引进文化
创意类企业105家。海峡文创园海西设
计中心引进了多家知名产品设计、家具
设计、室内建筑和平面设计公司，提供咖
啡、书吧、公共会议室和展厅等各类
服务。

从老工业区到创意产业园，以建设
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为目标，
这片厦门经济特区第一块被激情燃烧的这片厦门经济特区第一块被激情燃烧的
热土热土，，已经化茧成蝶已经化茧成蝶，，引领着湖里的产业引领着湖里的产业
转型升级和城区腾飞转型升级和城区腾飞。。

长久以来，经济特区厦
门一直以宜居宜业综合程
度高而受到广泛赞誉。

如果说，自然环境的优
越更多地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馈赠，就业、创业环境则需要
全方位、多层次地打造。厦门
市之所以能够较快摆脱转型
升级的苦恼，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根本原因就在于
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和营商
环境的持续提升。

走进厦门市湖里区，一
条条道路就是一扇扇“窗”。
过去一年里，湖里区凝聚全
区力量共同扮靓“窗口”风
景，市政园林部门、执法部
门、街道、社区等形成合力，
重点向“两违”、占道经营、
违 章 停 车 等 违 法 行 为“ 开
刀”。同时，全区实施了一系
列绿化美化提升工程，鳌山
路、长岸路等等，一条条主
干道华丽变身，一路上有看
不完的风景。

过去一年来，湖里区还
积 极 落 实 市 委 、市 政 府 部
署，以新加坡为标杆，实施
营商环境提升工程，率先建
立服务自贸片区“立体工作
网”，形成与厦门市自贸管
委会联席会以及项目调度
专题会制度。同时，湖里区
还激发各个街道的能动性，
强化项目“全流程”跟踪服
务、重点项目“一对一”跟踪
服务。互联网创新思维已运用到招商与服务当中，
首创的“互联网+招商”服务模式，得到了众多企业
的热情点赞。

市场宽松有序，政府高效透明，社会多元包容，
开放便利可控，要素汇聚高效，法制公平公正，设
施完善便捷，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将促进湖里这
一老工业区的再次腾飞。

今年 9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厦
门举行，这既是对厦门的肯定和鼓励，也是机遇和
挑战。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是厦门市确定的今
后 5 年发展目标。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第一位
的，而看不见的环境创新至为重要。在他们看来，
谁能在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实现创新和领先，谁就将
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先机。

把环境提升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老工业区变身创意产业园

1981 年 10 月 15 日，
厦门市原禾山乡湖里大队
一处小山丘一声炮响，开山
炸石，揭开了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辉煌的一页。30 多年
来，湖里区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全区GDP、工业总
产值、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分别达34%、38%、33.4%。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
年的快速发展，受土地、资
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愈发
明显。湖里区委、区政府认
识到，用高附加值、高产出、
无污染的新兴产业取代低
附加值、低产出的产业势在
必行。

近几年来，石材、钢材、
煤炭等产业陆续从湖里外
迁。30 多年前，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之初，这些企业从
和平码头搬迁至此，30 多
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又陆
续从和平码头迁出。这些
企业的一进一出，不仅是湖
里区域经济发展腾飞的缩
影，更是湖里区优化第二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的见证。
如今，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已经成为湖里区两大
发展方向。

“湖里区的产业升级，
首先是以科技产业导入达

成产业升级。”厦门科湖集成电路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旭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说，集
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
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台湾地区在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因此湖里
区政府依托对台和自贸区两个优势，下大力
气打造厦门两岸集成电路自贸区产业基地。

当前，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已经形成了
良好的发展基础。在研发方面，厦门市拥有
清华海峡研究院、厦门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服
务平台等技术研发机构。在资金方面，设立
了规模不低于 500 亿元的厦门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发展。目前，以打造

“厦门硅谷”为目标的厦门两岸集成电路自
贸区产业基地，已经成功引进电源芯片设计
企业芯阳科技、台资半导体公司大容触控等
一批高新企业，入驻产业园企业 90 多家。

石墨烯是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导
电导热性能最强的新型纳米材料，被誉为“新
材料之王”。2016 年 4 月，恒力盛泰（厦门）
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在厦门湖里正式揭牌。
该公司计划通过对股东公司 20 多项领先世
界的石墨烯成熟专利技术在厦门的转化和产
业化，打造国内首家单层石墨烯工业化量产
基地。“到2017年底，单层石墨烯产能将达到
300 吨，2020 年各项石墨烯产品产能争取达
到 5000 吨。”恒力盛泰执行董事长陈木成表
示，单层石墨烯工业化量产实现后，将从根本
上解决石墨烯高价位低产能的瓶颈，推动石
墨烯上、中、下游产业快速发展，厦门也将成
为全国最大的单层石墨烯工业化量产基地。

“我们正着力引导企业加快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跟踪培育 139 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到到
20202020年年，，高新技术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将达到比重将达到7575%%。。””湖里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湖里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发力产业布局

加速培育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是当前外资投资的热
点，这些产业更加看重制度和环境。经
济特区和自贸区的双重身份，让湖里区
现代服务业发展如虎添翼。

飞机维修业是典型的高附加值行
业，依托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等
企业，厦门市早已成为亚太地区飞机维
修业的领头羊。厦门太古也已经从最初
的 1 个机库发展到目前的 6 个机库，成
为世界上最大和维修能力最强的飞机工
程服务基地之一。

“对于飞机维修业来说，时间就是生
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如何让来自全
球各地的航材快速通关、又好又快地维
修，是影响厦门太古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因素。”厦门太古物流经理许建清说。

按照传统的监管方式，需要在飞机
进境以后，根据检测情况确认所需维修

航材，而航材大部分又需要从全球各地
进口，造成飞机需要等航材进口后才能
维修的局面，极大地制约了业务的拓展。

为此，湖里区政府配合厦门市政府
协调厦门海关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
行先试的优势，为航空维修业“量身定
制”出“修理物品+保税仓库”的服务
举措。

邮轮产业是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
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邮轮旅游可产生
1：10以上的带动系数。厦门作为“海上
花园城市”，发展邮轮产业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自贸区的设立，又为该产业发展
进一步拓展了空间。

“2013年厦门邮轮母港接待邮轮客
为2.5万人次，到2016年就超过了20万
人次。”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总经理蔡
培植说。蔡培植还介绍，目前湖里区正

在积极打造厦门国际邮轮母港，去年 9
月开工的“海上世界”综合体项目建成后
将带动湖里第三产业驶上快车道。

在湖里东北部，尚保留着厦门岛内
最完整的3平方公里土地，为使其价值最
大化，厦门市确定将其用于发展高端金
融商务产业，通过建设“厦门五通金融商
务区”来打造海西金融产业聚集区，进而
把厦门市打造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截至
2016年11月，该金融商务区累计注册企
业已达680家，总注册资本179亿元。

依托自贸区优势，厦门金融创新也
不断取得突破。跨境人民币贷款、跨海
峡人民币代理清算蓬勃发展。下一步，
湖里区乃至厦门市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改
革创新，深化两岸金融交流合作，努力将
金融创新打造成为厦门自贸片区一张亮
丽的名片。

高端人才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核
心要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吸引和
留住人才的重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高效的社会管理、便利的生活环
境、优越的办公条件等。

湖里区委书记林建表示，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湖里区将围绕福建省委“再
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这一中心任务和
厦门市委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这一战
略核心，全面加强城市综合管理，营造一
流城区环境，加快建设厦门现代化中心
城区。

英伦风电话亭、24 小时自动售卖
机、打印室、阅览室以及可直接席地而坐
的地毯“会议室”。“90后”林荣辉对中骏
大厦的联合办公室FUNWORK“一见钟
情”，之后他便辞去原来的高管工作搬来
创业。FUNWORK 运营总监曾明媚介
绍，该联合办公空间共 2500 平方米，提

供 373 个工位，目前已有 23 家企业入
驻，这是湖里区为提升自贸招商引资服
务而打造的新型创业办公模式。

同 样 位 于 机 场 北 片 区 ，“ 云 创 智
谷”电商产业园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一
个拥有“自贸特色”的创新创业社区正
在形成。“云创智谷”首创“云创业”商
业模式，包括咨询、园区、金融、投资、
市场的五大体系，能够为创业者提供
一个融合智能化和深度服务的低成本
创业空间，构建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
的生态圈。目前该产业园已有 162 家
企业入驻。

占地 3 万平方米、拥有 5 万多种进
口商品的夏商风信子，是目前全国自贸
区单体面积最大、产品最丰富的跨境直
销中心。夏商农产品集团副总经理乐
文泉介绍，从 2015 年 10 月底试营业至
今，夏商风信子已吸引 38 个商家入驻，

平均每个月的销售额都在 1100 万元
以上。

“我们当时选择湖里自贸区是因为
政策好，不仅仅是税收、贷款和科技补
贴，更重要的是政府切实帮企业想怎么
留住人才，解决员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还
有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等一系列人才扶
持政策，留得住人才，也利于公司长远稳
定发展。”厦门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C事业部总监柴智告诉记者。

综合来看，在转型升级过程之中，湖
里区构建起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
业体系，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
发展“双引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至 70%；创
新发展取得新成效，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超过 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65%。湖里老经济特区正
焕发出新的活力。

升级服务模式 打造高端人才聚居地

加大扶持力度 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看老经济特区如何焕发新活力
——厦门湖里区产业转型调查

今年我国正式接任金砖国

家轮值主席国，并将于9月份

在厦门市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金砖会晤会址花

落厦门，让这座老经济特区城

市的发展备受关注。《经济日

报》记者近日走进厦门经济特

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

管中窥豹，探寻厦门转型升级

之路和新活力之源。

阅 读 提 示

去年6月19日，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海洋赞礼号”靠泊厦门港口，这是靠泊厦门的最大游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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