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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墙体彩绘进小区

一件件颇具农耕韵味的传统器
具、一个个复原的农耕生产生活场
景、一幅幅源远流长的农耕历史画面
……这是记者日前在山东平度市崔
家集镇农耕文化展馆看到的景象。
展馆以极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元
素为切入点，充分展现农耕特色小镇
文化魅力。

这是平度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
一个缩影。自2016年4月启动特色
小镇创建工作以来，该市特色小镇建
设蹄疾步稳。记者从平度市特色小
镇建设办公室了解到，去年，总投资
近400亿元的91个与特色小镇有关
的项目全部开工，目前已经完成 20
多个项目，再加上今年新开工的项
目，当前总计 300 多亿元的 70 多个
相关项目正快马加鞭推进。据统计，
平度市南村镇被国家住建部纳入第
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南村·家电
小镇和大泽葡萄旅游古镇被纳入省
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店子农谷小
镇、新河编艺小镇入围青岛市级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云山360体验小镇入
围省服务业特色小镇序列。

“今年平度市将深入实施特色小
镇建设‘123’工程，即 3 年内打造 1
个全国知名、2个省内领先、3个青岛
典范的特色小镇，同时规划建设养生

美食小镇和马家沟芹菜小镇，推进花
生小镇等产业小镇落地开工，打造全
国知名特色小镇样板。”平度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着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
合”、形态“精而美”、文化“特而浓”的

规划原则，平度引入北大、浙大、中国
美院等高水平规划设计单位，编制完
成《平度市特色小镇整体研究》《大泽
山特色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专
题研究》等各类规划40余项，结合全
市产业特色和功能分区，提出“突破
两个点、打造三个块、提升一个面”的
总体思路，重点打造旅游类、产业类、
农业类三大板块，全面提升产城融合
发展水平。

特色小镇的繁荣发展必须依靠
产业支撑。平度坚持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和新兴产业孕育孵化双轮驱动，
深度挖掘家电、草编、啤酒、农业等传
统产业元素，聚焦大数据、航空体验、

“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元素，力促特
色立镇、产业兴镇。

“我们将继续贯彻‘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效益运
营’理念，壮大产业实力，聚力打造精
品，以更大力度推进实施特色小镇建
设。”平度市特色小镇建设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李洪瑞介绍。

山东平度市

产城融合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晓东

“建设旅游中心城市可以发挥
多种效应，比如支配效应、乘数效
应、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对于周边
旅游城市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
用。”在近日举办的“阆中新型城镇
化暨川北文化旅游中心城市建设”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冯奎指出，旅游业对于城市相关产
业的联系和带动作用强劲，不仅可
以引入人才、项目、资本，更能促进
观念创新和地区的改革开放。尤其
对于川东北这样的贫困山区来说，
推动旅游中心城市建设，对于加快
川东北发展，实现以旅游为导向的
新型城镇化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四川省的旅游城市发
展面临挑战，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
整体上呈现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以来，四川
规划在成都周边和川东北、川南地
区打造几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建
设“一干多支”的旅游城市格局，对
于川东北地区，提出要加强区域中
心城市建设。

“阆中市在川东北区域具备成
为旅游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由于
刚好处于成都、重庆、广元这些中心
城市之间的中心地带，因而有广阔
的空间条件培育出一个旅游中心城
市。”冯奎表示，阆中历来是重镇、古

都所在地。同时，该地旅游综合发
展水平较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前
景好，增强了旅游可进入性。

阆中市市长杨德宇表示，阆中坚
持做好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将旅游与
其他各产业互联互通。其中，“工旅
互通”围绕旅游强工业，走城市工业
与旅游融合的多元发展道路，扩大
张飞牛肉、保宁醋、卓尚丝绸等企业
旅游产品研发；“农旅互动”围绕旅
游抓农业，依托现有现代农业园区，
推动“农区变景区、田园变游园、产
品变商品”，促进城市游向乡村游辐
射、区域游向全域游转变；“商旅互
赢”围绕旅游壮大三产，坚持以商贸
凸显活力，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推动
三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阆中建成
宜居宜游宜商的活力之城。

用旅游带动城镇化发展是很好
的城市发展路径，但也要跳出常规
的就旅游产业做旅游的思路，避免
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旅游景观的同
质化。“旅游中心城市的规划思路一
定要和区域发展相结合，和上级城
市发展目标做到充分的研究和对
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刘士林指出，用文旅产业引导
城市发展，要对产业体系有全面的
考量，除了旅游业之外，还要培育融
合其他产业，防止可能出现的人气
不足、产能分离等问题。

四川阆中市

文旅、工旅、农旅、商旅
多样化旅游带动城镇化
本报记者 李 景

平度市南村镇一角。 孙科强摄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体育正从专业化的竞技运动，向
发展群众体育转变。

围绕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特色
体育运动名城”这一目标，浙江省衢
州市把体育融入城市发展当中，玩转

“体育+”。近日，记者前往衢州走访
调研。

优化人与城的互动

城市的活力，可以表现在经济
上，也可以表现在人们的获得感中。

初夏的傍晚，夜色渐浓，衢江之
畔，前来休闲健身的人们渐渐多了起
来。这一天，衢州市跑步运动协会组
织的荧光跑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参
加。绿荫簇拥、水光潋滟，身着统一
运动服的人们迈着轻缓的步子，在绿
意里挥洒汗水。有的市民抱着几个
月大的孩子跑起来了，头发花白的老
人也跑起来了——这已经超出了简
单的锻炼身体的范畴，他们是真正把
运动看作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变美了，我们当然愿意多
外出锻炼身体。能一边跑步一边享
受美景，这种感觉非常幸福。”一位跑
步爱好者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衢州市跑步运动协会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衢州，像这样的跑步活动
每周至少组织3次。通过跑步，市民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在跑
步的过程中能与城市更好地互动，感
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沿江一直走，便来到 2017 年新
建成的信安湖景观桥。这座横跨衢
江的大桥将衢州新老城区紧密相连，
被当地人追捧为“网红桥”。走在桥
上，曲线型的人行拱桥与自行车道叠
加，在夜色中不断发出彩色灯光，于
五彩斑斓中彰显出一种时尚感。“网
红桥”的诞生，释放了衢州致力于打

造“运动休闲名城”的信号：本地市民
也好，外地市民也罢，都能从健身中
享受生态环境之美、运动休闲之乐。
这样的信号还在更多细节中体现。
比如，衢州当地的宾馆，已经开始尝
试免费为顾客提供运动鞋租借服务。

走着走着，便来到水亭门的古城
墙下。时值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当地
组织衢州各区县的32支少儿球队代
表32个国家，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水
亭门少儿世界杯”。有趣的是，比赛
赛程与俄罗斯世界杯完全一致，目的
就是为孩子们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杯之旅，享受足球的乐趣。

“人们向往美好而健康的生活。
近年来，衢州举办马拉松、骑行、瑜
伽、气功、地掷球等健身赛事，正是出
于民众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衢州市
体育局党组书记姜建勋说。

近年来，诸如骑行挑战赛、围棋
联赛、健美锦标赛等一系列群体项目
比赛深入开展，掀起了衢州全民健身
的一轮又一轮热潮。据统计，目前衢
州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到34.7%以上，国民体质合格率保
持在90%以上。

全民健身规划先行

身在衢州，你会感受到打造“休
闲健身城市”不仅是体育概念，而是

“体育+”，这个“+”的后面，可以是生
态、旅游、科技，也可以是养老、文化、
教育，最终的目标是让运动休闲元素

遍布城乡。实现“体育+”的过程，就
是完成“全域运动休闲”的过程。

当然，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并不
容易。比如体育场地的问题。在国
内城市规划的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
于城市开放的运动空间——尤其是
如何综合规划和利用绿色空间往往
思虑不足。不少地方的体育场馆运
营存在效能不佳、体育功能属性弱化
等问题。衢州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的？答案是，规划先行。

在衢州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的
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这里曾是衢州市粮食批发市场，而
今，“旧粮仓”即将大变样，成为一座
座健身场馆。今年 8 月 8 日全民健
身日期间，这里将正式对外试运营。
而到 2019 年 1 月，所有场馆都将完
成改造，全部对外开放。

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充分规划设
计，立足于粮食批发市场的原有风
格，所有建筑都将保留下来，只要经
过改建，就能实现各类体育项目的健
身功能。而一些无法改建成体育场
馆的建筑，则被设计成民宿、攀岩墙
等，作为健身中心的配套设施使用。

“全民健身中心不仅建有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网球等传统体
育场馆，也将引入一系列适宜不同年
龄阶层人群体育锻炼的场地，比如运
动健身区、运动休闲区、运动生活区、
运动体验区，我们希望将其打造成怀
旧、快乐、时尚的综合型体育生活广
场，而不仅仅是一个健身的地方。”姜
建勋说。

在规划指引下，衢州打造运动休
闲城市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比如，
围绕“水”文章，衢州不仅沿衢江两岸
建设了百里健身长廊，还把运动休闲
和当地“五水共治”结合，每年邀请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泳爱好者来衢州戏
水，在让人们享受游水之乐的同时检
验治水成效。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如今，衢州体育产业的发展正进
入快车道，“体育”成为打造城市品牌
的新动能和对外展示的新名片。衢
州市副市长吕跃龙在谈到体育和城
市之间的关系时表示，衢州正在谋划
建设“大花园”，而运动休闲健康是

“大花园”的重要内涵和支撑。
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目前，衢

州已在发展体育的过程中尝到了甜
头。比如瞄准“体育+旅游”这一突
破口，通过举办衢州马拉松等各类赛
事活动，把单一的观光旅游变为运动
休闲体验游。衢州市每年承办和举
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300多项，年均
来衢人数突破50万人次。

体育的蓬勃发展还改变了衢州
的营商环境。体育舞蹈、健身操、乒
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
培训遍地开花，健身操培训的市场规
模达到 1600 万元，足球项目培训直
接参与人数达3万多人。

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更促进了
三产融合。比如，借助羽毛球培训产
业的发展，衢州市的羽毛球销量已占
据全国 75%的市场，还出口到韩国、
日本等东南亚国家。

“体育最能让参与者找到归属感
和认同感，不仅是游客，还包括客
商。”姜建勋说。发展体育产业，有助
于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随
着全民健身中心、汽车运动中心等体
育项目引来资本关注，衢州本地企业
也开始发力。衢州体育产业联合会
顺势成立，让当地企业可以通过平台

“抱团”发展。
“既然风来了，就要让自己站在

风口。”随着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不
断增长，体育消费势必成为新的消费
点和增长点。当健康中国目标和全
民健身理念融入百姓生活，体育将为
城市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围绕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特色体育运动名城”目标，浙江省衢州市通过改建新建

群众体育设施、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不断加强体育运动对居民和游客的吸引力，提高居民

的生活品质。同时，通过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活力

浙江省衢州市打造运动休闲城市

体育，让城市“动”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今年4月举行的2018“畅想信安，寻美绿道”中国衢州万人健步走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华里社区燕旭里小区，画师正在画 3D 裸

眼墙体彩绘。近日，海港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组织美术画师对辖区内

燕旭里、红光北里、新征南里等5个老旧小区部分墙体进行3D裸眼墙体彩

绘。在改造的同时引导市民共同保护环境，关爱大自然。 曹建雄摄

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停车逐

渐成了一件让人们犯难的事，急需

寻找解难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

共享停车进入公众视野。只是眼

下，一边是更多城市开始试水共享

停车，政府部门或社会小区纷纷

“打开”大门；一边是北京共享停车

刚刚实行 1 个多月就“名存实亡”，

“共享车位”的字迹模糊不清，停车

场 内 空 置 的 车 位 被 车 主 上 了 地

锁。这样的矛盾凸显着“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

通过错时共享，盘活闲置资

源，提升既有停车场的利用效率，

共享停车的概念在理论上的确很

科学，它直指“车多位少”的供需失

衡，切中有车一族“开车十分钟，停

车半小时”的明显痛点，无疑是个

妙招。但事实上，理论成立与现实

操作往往是两回事，共享停车已经

喊了好几年、在共享经济环境不断

向好的当下依然火不起来，不是没

有原因的。

技术层面，由于目前缺乏精准

的定位导航，被“绕晕了”都找不到

车位的情况时有发生，停车计时不

精准的问题偶有出现，难以实现资

源的真正共享。管理方面，共享人

不按时取车、车位拥有者无法停

车，容易浇灭共享热情；对物业而

言，允许社会车辆进入必定拉高风

险指数，一旦发生车辆剐蹭，责任

无法认定，带来的管理成本阻碍共

享落地。还有，每月几十块钱的共

享车位收益与增加的麻烦相比，实

在没有什么吸引力。以上若干条

加在一起，就不难理解共享停车今

天的处境了。

其实，看上去很美的共享停

车，考验的是城市管理的智慧。如

今的遇冷，再次证明城市管理还要

更精细一些、“绣花”功夫还要下得

更深一些。毕竟，城市管理面对的

问题五花八门，城市居民的利益诉

求愈发多元，当“五花八门”碰上

“愈发多元”，只有拿出更具针对性

和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才能让好

的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再回到共享停车，既然明确了

现实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意味

着可以寻找对应的解决方案。具

体来说，可以依托新技术，升级停

车 APP的功能，实现高效精确的共

享停车管理；可以收缴“滞纳金”甚

至建立黑名单，治理超时停车的问

题；可以细化相关激励政策，适当

上浮共享车位收益或优化定价策

略，通过动态价格分配车位、提高

利用率、增强吸引力。除此之外，

也要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增强市

民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提高对社会

公共治理有效参与的意识，让车位

拥有者充分认识到自己既是奉献

者，也是受益者。

总之，共享停车具备市场需

求，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逐渐成

熟和物联网建设的全面推进，也具

备日益发展完善的基础。所以，不

要因为当下的遇冷就匆匆结束共

享停车的探索，而是要共商共治、

群策群力，不断磨合优化方案。这

样的做法，对今后城市管理中还会

出现的市场有需求、发展有基础的

一系列新问题，同样有效。

探索共享停车
不必因噎废食
□ 牛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