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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花四溅、钢水奔流的炼钢
厂，到造冰制冷、寒气四溢的冬训中
心——首钢园区的今与夕，不啻“冰
火两重天”。在长安街的西延长线
上，首钢老厂区这片经历了钢铁主流
程搬迁，又通过合理规划完成城市更
新的土地，已成为北京城市复兴“新
地标”。

老厂房挑起大梁

镜面一样的冰池中，花样滑冰运
动员轻盈地掠过。“这里是提供最好
条件和服务的场馆！”中国花样滑冰
队总教练赵宏博的这句评语，是对首
钢冬训中心花滑馆的最高评价。

“钢铁主流程搬迁后，我们对老
厂区8.63平方公里面积进行了系统
规划和开发。”北京首钢园运动中心运
营管理中心执行副总经理郭晓民告诉
记者，“这一片冰场地区就是体育+产
业的核心地带，立项叫冬奥广场”。

今年6月初，中国花样滑冰队搬
进新家——位于首钢园区的冬训中
心。不久后，短道速滑和冰壶队接踵
而至。目前，3支队伍160余名教练
和运动员驻扎在这个“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首钢情结”的冬训中
心，在工业遗存改造的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冰壶训练场馆中上冰训练。

作为工业遗产的精煤车间原是
储存煤的仓库，是运煤列车可以轻松
开进的一座300米长的阔大厂房。首
建投公司工程建设部冬训中心项目
负责人曹雷告诉记者，“车间最宽处
有67米，刚好一字排开冰壶馆、短道、
花滑3个独立场馆”。连体建筑内部，
满是岁月痕迹的柱子、天车梁和剪刀
撑呈现出“工业特色冰雪场馆”风貌。

冬训中心在原工业厂房的空间
结构基础上，针对冰雪运动特点和比
赛训练要求进行“私人定制”，精煤车
间被改造“切分”为 3 座国家队训练
馆；不远处正在建设中的冰球馆预计
今年年底竣工，将成为国内顶尖乃至
世界一流的冰球专业场馆。

按照规划，首钢园区将建设“四
块冰”，即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
冰球4个冬季运动训练场馆，冰场均
为 30 米乘 60 米的标准场地。场馆
内安装了 LED 扩声、影像回放等一
流的体育专项设施，配套设计了运动
员休息室、医疗室、体能训练区等空
间，达到专业级、赛事级、国际级水
准。“四块冰”周边，则配套建设运动
员公寓等设施。

冬奥广场为国家队提供训练服
务，既解决了国家队冰上项目因首都
体育馆改造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又
带动了园区的“体育+”产业，带活了
京西地区的人气。未来，这里还计划
向社会开放，为市民提供服务。

城市更新的生动范例

首钢园区内的冬奥建筑，远不止

冬训中心一处。首钢实施搬迁调整
后，原厂区以全新的理念打造“新首
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围绕首都
功能定位，推动首钢园区绿色转型升
级，打造京西高端产业创新基地，探
索城市更新改造的新路子。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不适
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
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搬迁腾退

后的首钢老厂区，正是一块难得的
“试验田”。

2016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委会搬进西十冬奥广场。这里
曾是用来存放炼铁原料的西十筒仓，
由 16 个圆柱形筒仓和 2 个料仓，以
及若干空中输送通廊、转运站、空压
机房组成。2013 年，西十筒仓改造
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国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第一批试点，也是首钢北京园
区第一个改造项目。

改造时，高 30 多米、直径 20 多
米的钢筋混凝土圆筒被镂空雕刻出
直径 1 至 3 米的圆孔，形成建筑外
墙，内部空间被分割成六层，成为紧
凑实用的办公楼。架设在空中的皮
带通廊在空中勾勒出硬朗的线条，周
围转运站、料仓等建筑物外墙保留了
原始风貌，内部却已变身为现代化办
公场所……

沿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向南，原
用于工业循环用水的晾水池畔，4个
高高矗立的晾水塔映入眼帘。这个
区域即将开工建设滑雪大跳台中心，
这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
单板大跳台场馆，也是北京冬奥会唯
一位于市区内的雪上项目举办地。
赛后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
要遗产之一，继续用于单板大跳台的
比赛和训练。

“如果您对城市更新感兴趣，请
看看这个堪称典范的首钢园区。”在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眼中，首钢园
区是一个“让人惊艳”的城市规划
和更新范例。国际残奥委主席安德
鲁·帕森斯说，“首钢工业园区的复
兴，称得上是遗产和场馆可持续性
的优秀范例”。

2018年6月5日，首钢集团跻身

北京冬奥组委最高级别赞助商，也成
为奥运会赞助史上第一家城市更新
服务商。工业遗存与奥运元素结合
的首钢园区，正生动书写着奥运会推
动城市发展、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以
及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的答卷。

打造城市复兴新地标

更新的目标是复兴。如今，由首
钢老工业区转型而成的首钢园区正
加速崛起。

经北京市新首钢领导小组审议
同意的首钢北京园区北区详细规划
方案，为园区建设明确了功能定位、
发展思路、路线图和时间表。获得了
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国际卓越
规划奖”，国际绿色建筑大会“绿色建
筑先锋大奖”，住建部“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

首钢北京园区被纳入国家首批
城区老工业区改造试点、国家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北京市绿色生
态示范区。未来的首钢将建设西十
冬奥广场、首钢工业遗址公园、石景
山景观公园、城市织补创新工场和公
共服务配套五大功能区。

曾用于存放炼铁循环用水的秀

湖下建起停车场，昔日红火的高炉上
搭起玻璃栈道；由主厂房及冷却塔改
造成的特色酒店即将开门迎客；新首
钢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出台；
国内首例静态交通研发示范基地建
成；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生物质能源
发电厂投运……首钢人正用实实在
在的城市更新服务成果，打造北京城
市复兴新地标。

未来，首钢园区将打造世界级跨
界融合都市型产业社区，形成包括体
育+、数字智能、文化创意三个主导
产业，消费升级、智慧场景、绿色金融
服务 3 种产业生态和首钢国际人才
社区在内的“三产三态一社区”产业
体系，推动高精尖产业集聚发展，不
断提升城市更新服务核心能力。

从钢铁厂到产业园，首钢园区经
历了艰辛的转型，老员工们亦是如
此。在冬训中心工作的刘博强，曾是
钢铁主流程上的工人。与钢铁打了
20 年交道的他，如今成为一名制冰
扫冰工作人员。他说，“我很喜欢开
着冰车上冰的感觉，也期待着作为工
作人员参与2022年冬奥会”。

“过去我们是产业工人，现在做
起了服务业。”郭晓民说，产业工人纪
律性强，上下班有时有点；服务业则
要根据服务对象调整工作时间，“我
们的员工正在适应新的工作状态，后
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不久的将来，首钢将积极推动
场馆的功能转换，利用国家队训练的
空余时间，向体育、教育系统的俱乐
部、学生开放，让更多的冰雪运动爱
好者到国家队训练的专业场馆体验
滑冰乐趣，并将逐步承接滑冰、花滑、
冰壶协会的赛事活动及国际级、国家
级重要比赛，推动京西的城市复兴。

首钢老工业区成城市复兴“新地标”

从老钢厂到冰雪乐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图为北京首钢园区冬训中心一角。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首钢实施搬迁调整后，原厂区以全新的理念打造“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围绕首都功能定位，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探索城市更新改造的新路子

在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的湖南
湘江新区，一座规划面积约800亩的
特色小镇——湘江基金小镇正快速
成长。截至今年7月底，191家基金公
司1830亿元资产在这方创新创业的
热土“百舸争流”，为湘江新区乃至整
个湖南实体经济发展、企业创新创业
源源不断地注入金融活水。

2017年7月26日，湘江基金小
镇正式揭牌，由湖南湘江新区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负责整体运营。在湘
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中杰看来，
与发展其他产业的特色小镇相比，
基金小镇占用资源更少，产出效益
更高。

湘江基金小镇成立之初，也曾面
临“成长的烦恼”：作为身处中部地区

的后起之秀，靠什么吸引金融机构入
驻？刘中杰说，与金融发达的大城市
相比，湘江新区“精小美”的软硬件环
境自成优势。通过精准对接投资机
构的需求，配套全周期管家式服务，
为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让全国各地
的基金管理机构都能在湘江新区有
资可募、有项目可投、有完善的服务
配套、有顺畅的退出路径。

短短一年时间，昔日这座名不见
经传的小镇，如今已成为资本“候鸟”
竞相汇聚、私募风口风势强劲的创新
热土，吸引了盛世投资、海捷投资、景
林投资、昆仲资本、元航资本、博伟投
资以及一嗨、美团龙珠资本等一批优
秀基金和管理机构。仅今年一、二季
度，就新增入驻机构 54 家，星河动
力、深思创芯、酷哇机器人智能驾驶
应用社区等优质项目也相继落户。

通过一大批优秀基金管理机构
的运作，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从湘江基

金小镇出发，有力地支持了湘江新区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湘江新区的麓山创新工场，长
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从创
业之初，就致力于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公司副总经
理应龙告诉记者，对于高新技术产业
来说，前期研发资金不足，是企业面
临的最大挑战。2017 年，他们完成
了首轮3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由
光大控股和红杉基金领投。目前，他
们每年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亿元，更
坚定了企业攻关智能驾驶、智能装备
核心技术的信心。

对于基金管理机构来说，独木不
成林，只有通过产业集聚、抱团取暖，
才能形成气候、共赢共生。如湘江盛
世母基金通过构建母子基金体系，挖
掘了一大批具有深厚产业资源背景
的基金管理机构落地新区，打响了基
金小镇的名号，如今已经逐步产生了

集聚效应，使湘江新区一举成为区域
基金聚集的高地。

除了为基金投资机构做好落地
服务以外，湘江基金小镇还定期举办

“智汇湘江·科创新区”大型路演活
动，引入湘江创投孵化器，共同推出

“湘江创投汇”，打造各类沙龙、论坛、
项目路演等活动，切实从“募、投、管、
退”等基金管理全生命周期为入驻小
镇的基金提供服务。

在湘江基金小镇，金融在实体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造血”作用越来越
明显，一大批引领未来的新兴产业被
强有力地扶植起来，而高能耗、低效
益的落后产业则被淘汰。“未来，湘江
基金小镇不仅要吸引更多知名投资
机构来新区落地生根，更要以基金服
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
湘江新区的产业发展、创新创业贡献
资本的力量。”湘江新区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总经理冯怡说。

湘江基金小镇

资本“候鸟”竞相汇聚
本报记者 祝 伟

冷不丁就杵着水泥墩子的人行
道、十字路口突然出现的报刊亭、广
场上“隐身”的阶梯、两头通向电线
杆的斑马线、迷宫一样的地下停车
场……近段时间，城市中的一些“陷
阱”由于一篇演讲迅速引发共鸣，频
频出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介
平台并被不断转发，也让人们想要
借此探求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会产生触动？因为这样
的“陷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
见惯。正因为司空见惯，我们慢慢
学会了熟视无睹，渐渐忘记了亚里
士多德说过的“人们为了生活而来
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在城
市”。长时间的“见怪不怪”之后被
突然点醒，人们产生情感共鸣也就
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与人不
便”的城市设施？一来，受制于成本
等诸多因素，作为最低标准的施工
规范被视为实际操作中的最高要
求，结果就是简单粗暴地“对付”建
设中的不少环节，使得符合“规范”
的城市仍然充斥着“陷阱”。二来，
同一个城市空间往往被赋予多种不
同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又会交由不
同的部门管理，这就可能造成即使
发现了城市设施的“与人不便”，也
因管理的缺位或重叠而很难及时解
决。人们长期“投诉无门”，久而久
之自然被迫“无视”了。

已经显现出的这些“短板”容易
补齐吗？的确耗费时间。无论规范
过低还是多头管理，都需要达成共
识后的重新梳理，或许还会因为触
动某些人的固有利益而遭遇阻力。

真的有那么难吗？其实，只要懂得
城市设施更要注重“用户思维”的道
理，把置身其中的人们真正当作设
计的起点和终点，就会避免更多“与
人不便”的城市设施出现。

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时代的热
词，某个新产品想要上市后被用户
接受，在设计之初就要揣摩目标用
户的心理、研判目标用户的需求；生
产出样品后，更要站在目标用户的
角度体验产品好不好用、方不方便，
并及时做出修改调整。城市设施是
特殊的产品，其目标用户是生活在
城市中的人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城
市设施也要遵从上述逻辑，学会换
位思考，从细节出发最大限度满足
人们的需求。甚至在有可能的情况
下，还可邀请目标用户亲自检验，借
由他们的建议实现城市设施的完善。

当然，作为“目标用户”的你我
他也有事要做。碰到“与人不便”的
城市设施时，不要再停留于抱怨，而
是用好手中的权力，积极拨打热线
电话，必要时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促
成现状的改变。正像有关专家所说
的那样，“城市的人性化改造，最缺
的就是较真的人。较真推动进步，无
原则的宽容只会鼓励低水平错误”。

城市设施影响生活品质，进而
影响着人们的获得感。数据显示，
到2030年，预计我国城市人口还会
净增 2.5 亿人。所以，在这个过程
中，无论城市设施的“供给方”，还是
使用城市设施的“需求方”，都必须
尽快行动起来，做些未雨绸缪的事，
让更多走进城市的人体会到城市的
善意与温度。

建设城市设施

要注重“用户思维”
□ 牛 瑾

南昌西湖区

绿水绕城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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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亭
公园水清岸
绿，再现“徐
亭烟柳”的
美景。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大力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在
全区境内河流、湖泊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构建保护有力的区、街道（镇、
处）、社区（村）三级河湖保护机制。
建立河、湖档案，形成“一河（湖）一
档”“一段一档”，做足“水文章”。为
修复水生态，西湖区投入 1.1 亿元
实施孺子亭公园改造提升工程，如
今已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休闲娱乐

场所。
除此之外，西湖区还注重建绿

透绿，充分发挥“绿肺”功能。2017
年重点打造桃苑绿色生态街区，呈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都市桃
源”。今年，该区还将加快升级抚河
风光带，推进朝阳中央公园、桃花河
景观打造，实现景观与生态相融合，
真正做到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绿
于民。

南昌抚
河展露清秀
容颜。抚河
步道成为人
们休闲的好
去处。

西湖区
城区一角。
绿色旋律在
高楼大厦间
跳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