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13

在日常生活中，
有的居民图方便从楼
房高层向窗外抛撒垃

圾，甚至有一些家装人员随意向楼下倾倒装修垃
圾。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不仅
时刻威胁市民的生命安全，还污染环境，破坏邻里
和谐。然而，高空抛物却是城市管理的顽症，虽经
多年治理却难以根治。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加强法制教育，物
业要和社区居委会联动起来，逐家逐户宣传高空
抛物的危害性，广泛宣传有关高空抛物的问责规
定，让法入人心。加强文明举止教育，社区联合居
民工作单位共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在居民中形
成小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共识。同时，针对老
弱病残等特殊居民，建议社区物业服务公司开展
上门代收垃圾服务，切实解决居民困难。加强家
装队伍监管。采取收取家装垃圾清理保证金制
度，以经济手段治理家装人员高空抛物行为。提
高监控技防手段，加强对小区的无缝隙管理，一旦
发生高空抛物，能够第一时间取证并及时处理。

（新疆 顾文革）

软硬结合治理高空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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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处处飘书香

由市民自发成立的“信江微诗社”成员正在信

江湿地公园朗诵诗歌。

市民正在社区“读书驿站”阅览图书。

鹰潭市政府机关利用走廊空间设置书架，打

造“书香机关”。

江西鹰潭依托历史底蕴深厚、人文积淀丰富
的优势，以城市书房建设为切入点，以 10 分钟
阅读圈建设为基础，大力推进书香城区、书香机
关建设。同时，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努力打造“民字号书房”品牌，使之成为灵活布
局、适应性强、群众自主的泛阅读服务场所，提
升了城市品位。 胡 南摄影报道

宜居先宜业。在新城新区建设过程
中，城市吸引力的塑造离不开产业的支
撑。在发展新城新区产业时，如何有针对
性地定位产业？如何增强产业的创新能
力，提高区域整体吸引力？此外，产业不是
凭空而来，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城市为依
托。如何协调和处理好产业与城市发展之
间的关系，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业”，做
到真正的产城融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学者。

产业定位须全面考虑

要考虑当地的产业资源、环境要素和

产业基础，也要看能否便利地从周边、全国

甚至全世界获得所需资源

“为新城新区进行产业定位，实际上是
规划的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总规划师朱荣远表示，多年的城市规划经
验告诉我们，产业规划要符合社会和城市
发展的规律。在规划之前，需要研究当地
在产业方面有什么苗头和趋势，或者有哪
些初期的产业形态。在分析这些现象的基
础上，再根据产业特质来做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
心主任倪鹏飞认同这一观点。倪鹏飞指
出，定位新城新区产业，首先要考虑产业发
展的一系列条件，特别是当地有什么产业
资源、环境要素和产业基础。新城新区的
产业要从这里面生长出来。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的发
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三来一补”模式为主
的加工贸易产业。而“三来一补”成为主导
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毗邻香港的独
特地理位置，以及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等优
势，包括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各种有利
条件集聚，使得珠三角迅速成为外向型经
济地区。

“其实，产业定位还不能仅限于当地要
素，也要看周边有什么相关产业，以及能否
便利地从周边地区、全国甚至全世界获得
所需资源。只有把这些要素都考虑进去，
才能对产业精准定位。”倪鹏飞说，以贵阳
为例，因为其环境优美、气候适宜，普遍认
为当地适合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旅游服务
业。但是，贵阳抓住了大数据发展的契机，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当地适宜的环境，吸
引高新技术人才，借助互联网技术，在大数
据产业上做得有声有色。

为新城新区的产业作定位，涉及的要素
非常多，要作详尽调研，还要通过特定的方
法来计算。倪鹏飞表示，首先，确定哪些因
素影响产业定位；其次，要看通过城市规划

经验提炼出的哪些因素特别重要；再次，与
全国其他新城新区对标，看产业发展处在什
么水平，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最后再确定产
业定位。这一过程也需要科学论证。

此外，相关业内专家表示，为新城新区
定位，还要从新区整体发展战略去考虑。

“比如，建设新城新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
题？是为了疏解中心城市功能还是为了发
展特色产业？是为了解决产业创新方面的
问题，还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方面的问
题？只有了解新城新区发展大战略，才能
有针对性地为产业定位。”

注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企业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应建立起足够

的联系，形成相交融的产业生态链，还要铺

设软环境，营造创新土壤

当前，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城市，它们本
身发展很好，但是过于依赖某种资源，当资
源出现枯竭，城市的相关产业随之萧条，城
市也走向衰落，殷鉴不远。在发展新城新
区产业的过程中，如何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提高区域整体吸引力？

业内专家认为，在发展新城新区产业
时，一定要注重形成产业生态链。很多城
市随着支柱产业的兴衰而兴衰，是因为没
有形成产业生态链。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
的背景下，一些大企业看重当地优势资源
或优惠政策，迅速落地生产。但是，这些企
业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没有建立起足够的联
系，没有产生交融在一起的产业生态链。
一旦大企业撤离或所在行业衰落，所在城
市的活力也将迅速衰减。

同时，要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不仅要
吸引大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更要营造合适
的土壤和氛围，让创新型企业自发生长。

“观察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创新的土壤，
不应只看那些大产业和大企业。例如，谈
起深圳的创新能力，肯定绕不开华为和腾
讯，但是，当地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更是
未来创新发展的关键，从它们生存状况可

以看出当地的创新能力。”朱荣远表示，只
有具备开放的观念、良好的契约关系、完备
的法治精神，才能孕育出具有创新精神的
产业和企业。

在营造土壤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怎
样的作用？相关业内专家表示，如果是简
单的招商引资，政府只要将水电、土地、
交通等硬件设施建设到位就可以了，但是
要营造创新的土壤就需要更完善的软环
境，比如，降低创业成本，开展创业辅
导，提供融资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合理切分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这意味着相
关部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
务型政府。

此外，增强产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好办
法就是开放。倪鹏飞说：“在封闭状态下，
资源要素只能是当地的，缺乏创新和转型
的基础和动力。只有充分开放，增加新的
要素市场，才能打破内部固有的循环体系，
为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切莫急于求成。”朱荣远说，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强调，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新城新
区的建设周期为 5 年到 10 年，5 年到 10 年
之间，可能形成初步的规模，10 年之后，才
能真正产生吸引力。产业创新也要遵循规
律，不能缩短或者跳过城市生长的各个
阶段。

产城融合要因地制宜

哪些产业可以融合，哪些产业不能融

合，以及如何进行产城融合，融合到什么程

度，都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城市发展也
要有产业作支撑。为推动产业与城市融合
发展，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
拟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60 个左右条件成熟
的地区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了全国 58 个产城
融合示范区以及建设的主要任务。在这一
过程中，不少新城新区把产城融合作为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产城融合是指城市在特定发展阶段，

产业、城市和人口三者围绕城市功能互动
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三者均衡协调和可持
续。相关业内人士表示，产城融合在时间
上要同步进行，产业发展要与城镇建设做
到同步演进、协调配合，应避免工业化城镇
化不同步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并围绕工业发展需求优化城镇功能，确保
城镇化有产业带动，工业化有城镇支撑。

不少专家表示，开展产城融合，关键还
在于满足人的需要。朱荣远表示，首先要
确定“人”具体是哪些人？是外来人还是本
地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高端人才？是普
通群众还是企业家？“人”指向的明确对城
市和产业非常重要。厘清了“人”的概念，
才能更好地规划产业和城市的关系。

以当地人和外来高端人才为例，倪鹏
飞分析认为，一般来说，当地人在新城新区
建设中是受益者，但如果没有平衡好关系，
这一群体也可能是受损者。外来高端人才
的工资待遇可能不错，但容易受到高房价
影响，进而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在产城融
合的过程中，应根据人的需要，进一步调整
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使得他们的投入和
回报更趋平衡。

倪鹏飞进一步介绍说，在空间结构上，
如果新城新区过分注重工业产业，规划面
积较大，必然压缩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特别
是住房用地的面积，带来用地不均衡等问
题，引发房价上涨。如果产业和生活空间
布局不合理，交通建设跟不上，则很难保持
职住平衡，为新城新区发展埋下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产城融合也要因地制
宜。相关业内专家表示，不是所有的地区
都适合发展产城融合。比如，一些重化工
发达的地区，因为产业有一定的污染性，就
不能简单地产城融合。只有一些污染很小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才适合融合。倪鹏飞认
为，产城融合不是绝对的。哪些产业可以
融合，哪些产业决不能融合，以及如何进行
产城融合，融合到什么程度？都要因地制
宜，因城施策。

一座城市有没有吸引力，与产业发展休戚相关——

因城施策营造产业生态环境

新城新区的建设离不开产

业的发展。产业不是凭空而

来，如何进行产业规划？如何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如何更好

地为“人”服务？专家认为，

要详尽调研、全盘考虑，还要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

服务型政府。最为关键的是，

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产城融合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孟 飞

说起松山湖，不少人也许并不了解。
不过，提起这里正紧锣密鼓施工的华为终
端总部项目，可谓知者众多。此前，社会上
有不少关于华为迁离深圳的传闻，而松山
湖就是华为终端总部要迁入的目的地。虽
然传言多有不实，但松山湖对企业的吸引
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松山湖魅力几何？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要从它的定位和历史谈起。

据了解，松山湖园区位于“广深港”黄
金走廊腹地，南临香港、深圳，北靠广州。
园区致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是
广东东莞发展模式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抓手。

在 2000 年之前，东莞松山湖地区以
农业和养殖业为主，环境和资源特征并没

有过人之处。当时，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
带动下，东莞出现不少生产制造业集聚的
经济强镇。当地政府希望众多活跃的民营
经济体能成为城市发展长久的推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松山湖（生态园）应运
而生。作为城市政府主动参与整合地区经
济产业架构和提供更完善创业服务的尝
试，松山湖实现了从最初的产业园区到新
城的转变。2001 年，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成立，规划控制面积 72 平方公里；2006
年，东莞生态产业园成立，规划控制面积
31 平方公里；2010 年 9 月，松山湖升级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2 年，生态
园获批建设国家生态示范工业园区；2014
年 12 月，当地政府决定将松山湖高新区、
东莞生态园统筹发展，打造成为东莞的科

技中心和创新中心。
松山湖园区秉承“科技共山水一色，新

城与产业齐飞”“生态与产业并举，创业与
宜居并存”的规划理念，采用最有利于产业
集聚发展的功能区域布局，实现自然生态
环境与人工设施有机融合，为当地的企业
和员工提供便利的生活环境。

相关专家表示，为满足特定目标人群
的需求，松山湖园区采用自行车和机动车
道分离设计，人行道设置在有场所连接需
求的地段。城市密度和高度、公共中心和
滨水绿地格局，自上而下造就了舒缓的生
活节奏，使新城成为社会生活和产业发展
的风向标。

具体配套上，园区拥有万科生活广场、
创意生活城等购物场所，已建成投入使用

公租房 3849 套，正在建设公租房约 8000
套。教育方面，拥有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
科大学、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中心小学、
艺鸣幼儿园等一批学校，形成了从高等教
育到幼儿教育的完善教育链条。互联网服
务方面，打造智慧园区，免费 WiFi 已覆盖
面积达 20 平方公里，预计今年可以实现园
区全覆盖。文化生活方面，定期举办松湖
大讲堂、松湖 LIVE等文化品牌活动。

松山湖园区规划设计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荣
远此前表示，当前，整个松山湖地区面对的
不再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园区型城市，而是
寻找融合推进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高端路
径，松山湖地区将进入产业功能与城市功
能共同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新阶段。

东莞松山湖：从产业园区迈向产业新城
本报记者 孟 飞

工人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产业集聚区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作业。近年来，河南省驻马店市把产业集聚区建设

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先导，以产业集聚支撑城镇化，推动产城互动融合，发展以电子、制药、食品加工、服装、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配

套产业体系。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