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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金

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员

工在忙碌。近

年来该企业不

断 延 长 产 业

链，探索企业

发展新格局。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棵参
天大树，实体经济就是深埋地下
的根，根深才会叶茂。

山东烟台市“因工而强”，
制造业占据着烟台经济的半壁
江山。

近年来，烟台提出要以新旧
动能转换为统领，以提高质量效
益为中心，着力打造结构优、质

效高、规模大、动力强、后劲足
的制造业强市。

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站上新
起点的烟台，正奋力抢占产业制
高点。烟台企业全力打通产业
链，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崛起并
重，一场席卷制造业企业的铸链
大潮正成为烟台制造业强市建设
最强有力的支撑。

四川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

要基地之一，遗留下了一些重要

工业遗产。三线建设是指自 1964

年起我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的

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大规

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

施建设。以广元为例，国家累计投

资 3 亿多元，先后建起一批重点

企业，形成了雷达整机、电子专用

车辆、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门

类齐全的军工电子装备基地。

随着广元建市，绝大部分工厂

迁至城市，原有厂房或被废弃或被

整合，出现了许多空置企业，这些

“遗产”转化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第一，用地空间不断受到侵

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建设

用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很多三

线建设单位工业用地不断被转化

为居住用地、产业用地。

第二，建筑风貌出现重大改

变。三线建设单位的外貌比较统

一，基本上是由红色或灰色的黏

土砖组成。随着时间变化，原有建

筑风貌发生了不同程度改变。

第三，建筑功能发生明显变

化。随着经济发展及结构转变，许

多建筑功能改变，建筑废弃、设备

闲置现象较为普遍。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思想层

面的原因，也有规划和管理层面

的原因。首先，保护意识淡薄，规

划严重滞后。很多三线城市总体

规划没有涉及工业遗产的保护内

容，工业遗产保护处于无章可循、

无法可依的状态。

其次，管理机制不健全，保护

资金缺口大。维护三线建设工业

遗产还需大量资金，地方政府财

力有限，民间资金投入机制尚未

形成，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更为

少见，经费短缺加速了工业遗产

生存环境的恶化。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三

线建设单位遗址保护已经成为很

多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如

不重视，若干年后将再也看不到

三线建设痕迹。因此，协调各方利

益，制定并推进工业遗产保护规

划，既有紧迫性也有现实性。

第一，需开展全面的普查工

作。进行地毯式全面细致的工业

遗产普查，摸清市域范围内的工

业遗产家底。

第二，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四川省没有专门的工业遗产保护

法规，但并不影响出台地方性法

规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例如，广

元市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设

计，在控制性详规中落实保护利

用要求。

第三，需完善保护管理体制。

制定相关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管

理规定，明确由规划部门牵头，多

部门联合管理，还可以建立统一

的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统筹工

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管理。

第四，需探索融合性开发利

用途径。鼓励工业遗产再利用与

博览、科普教育相结合，与旅游、

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承载城市

发展新功能。

第五，采取多样化投资运营

模式。探索工业遗产开发综合体

模式，即投资者以整体开发或定

制式开发的形式提供工业遗产产

品，然后以租赁、转让或合资等方

式进行项目经营和管理。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让“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保护开发有章可循
□ 杨 谦

山东烟台

强实体经济之“根”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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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检验车间员工

正在检验电子

设备。东方电

子实施的“精

进模式”将集

团推入发展快

车道。

现代化的

张裕葡萄酒工

业园区内，员

工在生产线上

忙碌着。近年

来其开发的冷

冻自控系统等

先进技术支撑

了企业的后续

发展。

水生态建设是城市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

水生态环境是增强市民幸

福感的重要举措。随着我

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

出现了“一城青山半城湖”

的景象，更为可喜的是，越

来越多的建设模式和管理

经验不断涌现，为更多城

市因水而兴创造条件

北京市密云区等105个城市（县、
区）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被水利
部确定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记者日前从水利部在四川成都召
开的南方片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现场交流会上获悉，经过3年多努力，
全国首批 46 个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
已完成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城
市探索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水资源
条件、不同水生态状况下的建设模式
和经验，为全面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
提供引领和示范。

问题在水里 根源在岸上

建立政府主导、水利牵头、分

工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只有
多部门、多板块协同推进，才能高效

“治水”。
“从加强顶层设计，搭建推动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工作体系着手，水利部
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
明确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
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制定了《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河湖健康评价
技术导则》等技术规范。”水利部副部
长周学文说。

从试点城市来看，各地纷纷建立
了以政府主导、水利牵头、分工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30 余个第一
批试点城市将水资源管理纳入到党政
实绩考核体系中。

山东省临沂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
长、多名副市长任副组长，48 个市直
部门和各区县一把手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将试点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区
县、各部门，列入政府督查范围，纳入
年度绩效考评范围，有力保障了试点
建设任务的落实。

山东省济南市在试点期间，结合
国家生态城市、森林城市、卫生城市、

环保模范城市、园林城市、海绵城市建
设，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
组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区县人民
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七城联创”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
领导，统筹安排和协调解决试点建设
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强大合力。

既要有合力更要施“巧力”。对于
地方政府而言，急需破解的难题是：缺
钱、缺人、缺技术、缺管理。让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引入 PPP模式是点睛
之笔。105个水生态文明城市通过多
元化手段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大力整
合财政资金，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吸纳
社会资本，累计完成投资超过7500亿
元，其中社会资本占近三分之一。

2015年年底，四川广安获批开展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工作，白云湖国家
湿地公园将于 2020 年初步建成。“白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投资将超过 4000
万元，为解决资金难题，广安决定以
PPP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保护建
设。”广安市林业局总工程师王山说。

广安引入 PPP 模式“治水”既提
高了项目对社会资本的综合吸引力，
又解决了建设过程中的难题；既提高
了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率与政府投入的
效率，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站在全区域
的角度对项目进行整体优化，促进技
术的进步与管理模式的提升。

源于静 贵于净 归于境

通过优化城市水生态格局，使

城市品位提升、广大民众受益

“通过调整城市经济结构、产业布
局，恢复河流、湖泊、洼地、湿地等自然
水系连通，试点城市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首要任务，着力解决最为突出
的水问题，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
境，优化城市水生态格局。”周学文介
绍。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批试点城市
新增、恢复水域或湿地面积 1436.7平

方公里，大大改善了城市水生态。
“源于静、贵于净、归于境。”成都

白鹭湾湿地孕育了 200 余种植物品
种，10 万余株乔木，因成群白鹭常年
栖息于此而得名。2013年，白鹭湾湿
地正式对游客开放，近5年来，白鹭湾
湿地成为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成都市民左女士说，自从住到白鹭湾
湿地附近后，每天吃过晚饭，带着孩子
到湿地游玩成了一大乐事。

建设伊始，白鹭湾湿地便突出湿
地保护和生态重建，在尊重原有地形、
地貌、植被的基础上，采用大量乡土物
种进行植被恢复，并借原有水系统形
成了水面湿地和长达6公里的水域生
态景观。如今，湿地设有浏览活动区、
重点保护区、湿地展示区、科普展示区
等功能区域，植物绿化率达65%，陆地
绿化率将达到 90%以上，具有生态涵
养、水质净化、景观休闲、水量调蓄、抗
洪防涝等多重功能。

江苏省徐州市则立足“显山露水、
为民造绿、让绿于民”的思想，实施“基
本农田整理、采煤塌陷地复垦、生态环
境修复、湿地景观开发”四位一体的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模式，将采煤塌陷区
变废为宝，打造成现代生态湖，实现了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
城湖”的绿色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的生
态园林宜居之城。

不难看出，水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牢牢把握群众需求，才能在实践中针
对问题有的放矢，使水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

绷紧“控制线”用好“护身符”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协调人水关系，实现人水和谐

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中央水
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
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

纳污“三条红线”，从制度上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201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对实行这一制度作出全面部署
和具体安排。

至此，水资源开发利用有了明确
的“控制线”，水资源保护有了强有力
的“护身符”。

据周学文介绍，各试点城市均认
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
将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四项指标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第一批试点
城市累计出台476项水生态文明相关
政策、524项相关制度、82项相关技术
标准，成为协调人水关系、实现人水和
谐的重要制度保障。

作为一座水资源紧缺城市，陕西
省西安市在试点建设过程中，以全面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
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发展高
新技术、现代物流、电子信息等低耗水
产业，打造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
的经济结构体系。按照“调蓄地表水、
涵养地下水、截留雨洪水、调剂生态
水、用足再生水、用好地热水”的思路，
西安积极构建水资源配置新格局，有
效破解了资源短缺地区水资源供需瓶
颈，在不突破红线指标的前提下，新增
水域和湿地面积 3.96 万亩，形成了

“八水润西安”的城市水系网络。
西安作为一面镜子，映射出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成果。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三条红
线”，实现了社会水循环取、用、排三大
环节的全过程管理，推进了发展方式
的转变、优化了经济结构，体现了生态
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要求，是水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中心任务。

山川秀美，关键在水。水生态文
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
总体工作部署，第二批59个试点建设
任务正在进行，预计 2018 年前全面
完成。

全国首批46个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顺利推进

看试点城市如何理水兴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这是江苏省无锡市贡湖湾湿地公园一景。贡湖湾水资源保护工程使得该地区形成集水保护展示、湿地景观、太湖风

光、体育健身、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区。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45公里黄浦江“一览无余”

上海把滨江空间还给市民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刚刚迈入 2018 年，上海市民就
迎来一件开心事：黄浦江两岸从杨浦
大桥至徐浦大桥 45公里岸线的公共
空间全部贯通。

这 45公里岸线上，曾经有工厂、
垃圾处理厂、仓库，还有不少工业遗
存，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上海是如
何“还江于民”的？这背后隐藏着数
不清的“绣花式”管理功夫。

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剑豪比喻
道，没有让步和协调，滨江沿岸工
程就会像五颜六色的跑道，上面的
人各行其道。只有两岸各界舍弃各
自利益齐心协力，才有如今 45公里
的“一览无余”。

黄浦海事局就充当了各方力量
的“黏合剂”。黄浦海事局负责人坦

言，最难协调的莫过于水上工程和通
航之间的矛盾。随着两岸工程如火
如荼地展开，辖区内的“黄金水道”涌
入了大量工程和运输船舶，2017 年
最后 3 个月，过境船舶超过 6300 多
艘次。同时一些工程需要封航实施，
对水上交通造成极大压力。

针对黄浦江东侧川杨河口园桥
吊装的封航需求，上海黄浦海事局、
浦东新区航务管理所杨思站等部门
用两个多月时间，拿出了一个“史无
前例”的方案：在川杨河口附近的岸
边打下临时桩，辟为临时“停船带”，
供 70 艘左右的船舶暂时靠泊，等待
水上工程的间歇再恢复通航。

上海地产集团作为黄浦江码头
岸线的资源代表，全力配合浦东、黄
浦、杨浦等区段建设要求，主动停止、

拆除相关陆域、水域的经营性业务，
把码头岸线清理后腾空。同时，他们
还从规划、建设、管理开始，负责实施
了总长约7.3公里的岸线贯通任务。

45 公里岸线贯通之后，上海旅
游局随即推出了多条“微旅游”线路，
其中，杨浦区的线路以“工业风”为代
表。杨浦区没有将岸线原有的船厂、
纱厂、水厂和码头等工业遗存一拆了
之，而是完美地整合到滨江改造中，
让市民游客在游览黄浦江美景的同
时，深入了解上海近代工业文明。比
如，曾输送水电的管道被设计成路
灯，兼具实用和装饰性。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说，这里整修一
新，集休闲与游览于一体，真正做到
还江于民、还岸于民，工业遗产则成
为城市的记忆。

上海市民在黄浦江岸边步道上展示

各类社区健身项目。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