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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化创意产业

已成为拉动北京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产业发

展对空间载体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同时，北京尚有

七成处于待开发状态的老

旧厂房。因此，北京不断

深挖旧厂房资源，并从政

策上进行创新突破，使老

旧厂房的开发利用迎来

“春天”

针对停车难、办事难、治理难

看审计部门如何出招解难题
本报记者 姚 进

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历
程中，尚有七成处于待开发状态的老
旧厂房。不久后，散落在北京城各处
冷落荒凉的老旧厂房中，将“长”出时
髦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实体书店、艺术影院、非遗展示中
心，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其
中的佼佼者更有望对接高端项目资
源，成为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逐步释放的资源宝库

随着北京产业结构深刻
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持续
推进，老旧厂房资源将进一
步腾退释放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东城区，位于
美术馆后街的 77 文创园，聚集了戏
曲、戏剧、时尚元素，是建在胡同里的
创意工厂。这里最有名的要数北京
市文化局设立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

3年前，北京市文化局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整体租赁了北京胶
印厂 3560 平方米老旧厂房，并进行
装修改造，形成19个功能多样、大小
不等的排练厅，并委托专业运营机构
进行运营，对排练团体按每日200元
至800元不等的价位收取租金。

“这仅相当于市场价的 2.5 折到
6 折。”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告
诉记者，北京剧目排练中心是全国第
一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的
公益性排练服务平台。院团拿着剧
本来了就能排，出去就能演。随着创
作资源的聚集，这里逐渐成为艺术创
作的一个孵化基地。

关宇介绍，北京全年有约21000
多场演出，平均每天晚上 70 余场。
演艺市场的繁荣，使排练场所供不应
求。北京有 799 家艺术表演团体，
90%以上的是民营团体，且绝大多数
没有自己的排练厅。排练难、排练贵
的问题十分突出。

瞄准了排练厅这个紧俏定位，中
心从2015年10月19日开业到2018
年 3 月 31 日，已签订排练合同 616
份，排练厅使用 7626 间次；接待 336

家文艺表演团体454个剧目排练，已
有434个剧目成功上演，在业内树立
了良好的口碑，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

同样迫切需要空间资源的行业
还有不少。“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
过程中，北京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
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不足，设施陈
旧。”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王野霏表示，希望充分挖掘老旧厂房
的文化内涵和利用价值，有效缓解实
体书店和电影院线空间、设施不足的
矛盾，拓展文化空间。

北京的老厂房还有多少潜力可
挖？“北京是一座有着百年工业发展
史的城市，拥有丰富的老旧厂房资
源。”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生
表示，据初步统计，全市现有腾退老
旧厂房总占地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
米，其中一些已转型为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典型的如莱锦、751、798、新华
1949 园区等，另外还有七成处于待
开发状态。

这些老旧厂房，既是城市文化的
重要记忆，也是发展文创产业、营造
文化设施的存量空间资源。随着北
京产业结构深刻调整、疏解非首都功
能持续推进，老旧厂房资源还将进一
步腾退释放。“如何在保护好的基础
上利用好，是一个既关系市民文化生
活品质，又关系文创产业发展的时代
课题。”余俊生说。

恰逢其时的发展选项

无论国际国内，老旧厂
房腾退利用，已是大势所趋

余俊生说，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定
位，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拉动北京经
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产业发展对
空间载体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无论
国际国内，老旧厂房腾退利用，已是
大势所趋。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以划
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利用存量房

产、原有土地兴办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为利用存量空间资源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指明方向。老旧厂房的开发
利用迎来“春天”。

2015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中心开始对北京老旧厂房、老旧
仓库和老旧商业设施资源进行普查，
历经3年基本完成《北京市老旧厂房
转型升级为文创园区、公共文化设施
研究报告》。

“截至 2017 年 11 月，北京已腾
退老旧工业厂房242处，总占地面积
超过 2500 万平方米，多数都具备历
史文化风貌和良好的改造再利用硬
件条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
心主任梅松告诉记者，其中109个已
得到保护改造利用，占全市老旧厂房
总面积的 23.88%；26 个正在保护改
造利用，占 5.48%；107 个待保护利
用，占70.64%。

例如被称为“水泥罐”的北京塞
隆国际文化创意园，是腾笼换鸟的典
型；北京电视台新址旁的郎园文化创
意产业园聚集了众多传媒企业；正在
改造的西店记忆文创小镇，处于6条
正在使用的铁道交会处，别具特色。

梅松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利用存量老旧
厂房资源转型为文创园区，为减量发
展做了示范。

“老旧厂房大多建筑风格独特、
文化气息浓郁，非常适合文化创意产
业项目，发展文创也是大城市升级转
型的基本途径和普遍做法。”北京市
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磊表示，北京正争取短时间内“种
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形成一批高
质量的老旧厂房示范典型。

直击痛点的政策矩阵

对老旧厂房改造利用从
政策上进行创新突破，为老
旧厂房“松绑”

老旧厂房的保护利用，涉及用地
性质、发展规划、技术手段等诸多因
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际操

作中土地使用、改造审批、建设施工、
安监消防、工商注册等环节缺少系
统、规范、可操作的规则流程。而今，
直击痛点的政策矩阵正在形成。

赵磊表示，“近年来，一批厂房转
型文创园区，成为文化新地标。但认
识不够统一、资源底数不够清楚、规
划引导不够清晰、改造利用不够顺畅
等深层次问题也日益突出”。

不久前，北京出台首个保护利用
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专项政策

《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
间的指导意见》。赵磊认为，“5年过
渡期政策”是《意见》最核心的条款。
以往，老旧厂房转型文创项目，如变
更用地性质，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让企
业难堪重负；不办理变更，后续改造
中立项规划、建设施工、安监消防等
一系列手续又难于办理，使企业陷入

“两难”。
《意见》提出通过“允许临时变更

建筑使用功能”来解决“审批难”。即
在不改变原有土地性质、产权关系，
不涉及重新开发建设的前提下，经认
定批准，在5年内仍按原用途和原土
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暂不对划拨土
地的经营行为征收土地收益。过渡
期满或涉及转让的，可按新用途、新
权利类型、市场价，采取协议出让或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
式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赵磊说，这条措施对老旧厂房改
造利用从政策上进行了创新突破，从
程序上予以规范明确，真正打通了老
旧厂房文化再造的通道，有效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为老旧厂房“松绑”。

去年以来，北京相继制定了文创
产业园区认定及规范管理办法、关于
加快市级文创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发
展的意见、推进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
意见等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下一
步，北京还将分步或并行推进全市老
旧厂房的资源普查、分类认定、设计
利用等，挖掘老旧厂房空间资源，让
其承载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功
能，或推进其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
型。同时加快制定完善相关实施细
则和操作流程，确保《意见》尽快落
地，释放效能。

北京充分挖掘老旧厂房的文化内涵和利用价值

老旧厂房变身“文创乐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曾经的老国企新华印刷厂，摇身一变成为了进驻100多家文化设计企业、累计产值上百亿元的文化金融产业园

区。图为产业园区内由旧厂房改造的33剧场。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在江苏无锡，周末的南禅寺人
流如织，南门湖的小桥流水与步行
街的烟火繁华相得益彰，往来的公
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经过广场斑
马线时都自觉减速礼让行人，于无
声处尽显这座城市的风貌与底蕴。

中央文明委 2017 年举行的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公布，无
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无锡江
阴市、宜兴市双双入选。由此，无锡
创建了首个全国文明城市群。

无锡的文明城市创建是如何推
动的？

在无锡，城市文明体现在市民
的一举一动中。环卫工人、公安民
警、城管队员、窗口行业人员、街道
社区干部、义工志愿者等，共同撑起
城市文明的脊梁，让居民和游客处
处感受到文明的服务。2017年，无
锡拥有 162 万注册志愿者、5 名全
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1名
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71位

“中国好人”、121位“江苏好人”。
城市文明还体现在为民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上。例如宜兴市占地
18.5万平方米的洑溪河公园景观提
升工程，将一座新造的人行桥梁横
跨在健身步道与河中小岛之间，岛
上还新建了广场、滨水平台和廊架、
矮墙，大大开阔了市民在此休闲的
活动半径。不仅如此，2017 年以
来，针对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老大难
问题，全市30多个部门联动开展交
通秩序规范、市容环境整治、集贸市
场改造等10方面工作，不仅给市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使无锡的
整体发展环境得到优化。

文明的环境助推了产业的发
展，也为城市竞争力提升增添砝
码。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无锡的物
联网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2016
年、2017年世界物联网博览会的成
功举办，更让全球产业、技术、资本
不断向这块土地高度集聚。比如航
天科工一院就与无锡开展战略合

作，其中包含的卫星遥感技术，将有
力推进无锡在物联网技术和产业方
面的发展。航天科工一院副院长王
毓敏曾表示，无锡是我国物联网产
业的高地，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
典范。

城市文明也体现在行政体制改
革上。在江阴市行政审批局大厅
里，江阴长岭物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继发拿着手上的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感慨道，“以前审批要一个个部
门跑，一个证批下来至少要3个月，
有时甚至要一年，现在19天就批下
来了”。

夏继发说，审批速度直接决定
了企业效益，按照以往的审批流程，
一个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需要跑土
地规划、建设、国土、安全监督、环保
等10多个部门，如果两个月不能获
批，企业极有可能失去市场先机，利
润大幅下滑。现在这些业务只需在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行政审批局的项
目投资建设窗口就可“一窗式”受
理，再不用一次又一次跑了。

一窗受理后，后台如何实现高
效规范运作呢？江阴市行政审批局
负责人说，江阴市将发改、住建、工
商等部门涉及市场准入、建设投资
两大领域的 66 项行政许可权事项
和其他职权事项，划入行政审批局
集中审批。同时，打造市镇村三级
政务服务体系，采取“全程管控”“提
前介入”“并联审批”等机制，创新提
出信息提前获取、工作提前介入机
制，500 万元以下项目审批下放到
镇街政务服务中心，约60％的市场
准入事项可在 2 个工作日以内完
成。在不动产登记领域，开设各类
涉不动产登记窗口，增设“实体经济
绿色通道”专窗，不动产登记业务基
本实现4个工作日内完成。在投资
建设领域，建立市、镇、村三级代办
服务体系，组建覆盖全市的代办员
队伍，50%左右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证可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

江苏无锡市创建文明城市群

一举一动皆文明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餐厨垃圾桶也有“身份证”？近
日，在青岛市市南区闽江路上，一辆
印有“市南环卫”标识的餐厨垃圾收
运车停靠在三宝粥店外，车上的自
动装载装置将两桶餐厨垃圾倒进密
闭的车厢里。同时，车内智能识别
系统立刻读出了桶的“身份”，并记
录下餐厨垃圾的总重量。环卫工人
收运结束，随手从车载机器上撕下
超市小票一般的收运凭条交给餐饮
店店员。在一系列动作完成的同
时，这家餐饮店的餐厨收运收据早
已通过智能系统传输到了后台。至
此，市南区餐厨垃圾首次实现了智
能化收运和监管。

众所周知，餐厨废弃物作为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内容之一，对城
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及居民的正
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大。长期以来，
我国不少地区民间习惯用餐厨废弃
物饲喂猪及其他畜禽，但由于其易
腐败，且可能含有多种化学污染物
和病原微生物，不经科学处理直接
用作饲料，不仅可能危害动物的健
康，还会通过食物链给人的健康带
来极大危害。近年来，地沟油事件
频发，某些不法商贩为了牟取暴利，
从餐厨垃圾中提炼地沟油，然后经
非法渠道回流到餐桌及食品行业，
更是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食品安
全隐患。

餐厨垃圾智能化收运，正是为

了严查提炼地沟油源头，推进餐厨
垃圾无害化处理。青岛市市南区为
每个餐厨垃圾桶量身定制“身份
证”，在垃圾桶外侧加装智能芯片，
全面记录收运点的地理位置、餐厨
垃圾产生单位等信息，实现了餐厨
垃圾管理的信息化。“通过垃圾桶芯
片和餐厨垃圾车上传感器的对接以
及数据读取，可以确定当日该餐饮
商户垃圾是否收运，同时，也可以防
止商户餐厨垃圾的处置去向不明，
有利于切断地沟油回收的黑色利益
链，从源头有效监管和规范了餐厨
垃圾收运流程。”市南环卫清洁总公
司业务科科长郭建辉说，“目前我们
在闽江路、云霄路等进行试点，在
50 家饭店投入了约 100 个智能垃
圾桶，预计5月份将在全区推广”。

据悉，餐厨垃圾收运车上加装
了自动读卡、称重、车载打印机、视
频监控及 GPS定位系统，车载智能
管理设备自动识别，匹配专用垃圾
桶的信息（如单位名称、收运地址
等），自动对餐厨垃圾重量进行称重
并上传数据，分类汇总、生成报表，
同时车载打印机打印回执单，由餐
厨垃圾产生单位对每天的收运量进
行确认签收。监管平台可全程监控
车辆的“一举一动”，对收运作业过
程中是否按时收运、是否按路线收
运、收运过程是否规范等也作了全
面管控，大大提高了收运效率。

青岛市市南区从源头严管

餐厨垃圾桶有了“身份证”，

谁也别想“揩油”！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青岛市市南区环卫工人通过餐厨垃圾收运车收运垃圾。 （资料图片）

国家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基石。不过，我们平时很少将
审计工作和城市治理直接联系起
来。实际上，国家审计作为一种专
职和专门监督，一项重要职能就是
反映真实情况、揭示风险隐患、查找
突出问题、对症下药地提出建议，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决策信息
和依据。在越来越科学精细化的城
市治理中，审计部门也在发挥积极
作用。

在湖南，和国内很多城市一样，
停车难也是一块“心病”。2017 年，
长沙市审计局在对全市公共停车场
实施专项审计调查时，针对发现的
公共停车场多头管理、未建立统一
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停车信息难以

互联互通等问题，提出了统一公共
停车场建设及管理职能、搭建公共
停车场信息共享平台、盘活停车场
资源解决市民停车需求等建议。湖
南省长沙市政府采纳审计建议，出
台了《利用大数据缓解城市停车难
工作实施方案》，综合施策治理城市
停车难问题。截至目前，该系统已
归集全市 498 个公共停车场的 13.5
万个车位信息，大幅缓解停车难。

在山东，一些服务大厅功能不
够完善，群众办事需要跑多次；对需
要多个部门审批的同一事项，部门
间信息未共享，申请人需往返多个
部门和窗口重复提交材料……山东
省审计厅在2017年度政策跟踪审计
中发现这些问题后，建议搭建联合

推进工作机制，促进实现网上预约、
网上申请、在线办理的全流程网上
服务，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
政主管无缝衔接的协同监管机制，
实现“一窗式”受理。审计建议受到
了山东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全面
推行政务服务大厅“一窗受理”，建
立审批信息库和电子证照库，实现
审批部门间信息共享。

在浙江，松阳县审计局于 2017
年对该县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与
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发现存在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管理不
够规范、地质灾害点搬迁进度缓慢、
部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使用绩效不
高等问题。审计建议加强地质灾害
项目管理，加快地质灾害项目实施

进度，尽快进行避让搬迁，提高资金
使用绩效，以及完善地质灾害工程
治理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等。松阳
县采纳审计建议后，出台地质灾害
工程治理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目
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一年来完成
避让搬迁近 540 户 1700 余人，完成
工程治理项目 17 个。2018 年还将
推进剩余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搬迁与
治理工作，细化任务完成时间节点，
并形成倒逼机制，确保全年实现地
质灾害隐患的解危与清零。

城市治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
全社会的力量共建共治，从问题中
寻找方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来自
审 计 部 门 的“ 金 点 子 ”还 可 以 更
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