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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改善老城人居环境，提

升老城功能品质，北京开启

探索老城保护复兴新路径。

坚决拆除违法建设，坚

持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

建；在保护性修建中，充分

利用老构件、老物件，以绣

花的功夫细心打磨每一处院

落，北京南锣鼓巷4条胡同

改造实现了“一院一方案、

一户一设计”。在这里，胡

同肌理和院落风貌得以保

护，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延

续，正成为探索老城保护复

兴新路径的一个范例。

北京探索老城保护复兴新路径——

古老的胡同 现代的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合肥：老工业区变身“中国网谷”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初秋是雨儿胡同最美的时节。从北京市
东城区南锣鼓巷口北行百米，路西可见开着
一丛攀援的凌霄花怒放于青砖黛瓦之上，这
便是到了雨儿胡同。在雨儿胡同30号院，
70岁的居民崇宝才搬回改造后的老院落，
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很满意。他笑着跟记者调
侃：“以前我们羡慕你们住楼房的，现在该
你们羡慕我们了。”

焕然一新的雨儿胡同，讲述的是北京老
城复兴的故事。2015年起，通过“申请式
腾退”，东城区对南锣鼓巷地区雨儿、帽

儿、蓑衣、福祥4条胡同的一批院落进行了
腾退改造，一部分居民外迁后，曾经拥挤不
堪的胡同敞亮了，留下居民也过上了“下厨
不出户、如厕不出院、洗浴在家中、储物有
空间、晾晒有设施、院内有绿化”的现代化
生活。

雨儿胡同位于南锣鼓巷地区，东起南
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这里文物资
源丰富，平房院落多，但之前风貌被破坏
较严重。人口密度高、城市管理难度大，
再加上基础设施薄弱、生活现代化水平

低，上厕所得奔胡同口，下雨天得蹚水进
院。随着北京迈向建设世界城市步伐加
快，对改善老城人居环境、提升老城功能
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历史悠久的传统
居住片区尤其如此。

作为雨儿胡同示范区修缮整治提升“样
板”的30号院，是个公房院，原为清朝值
年旗衙门的杂物房，有南中北三层排子房。
腾退前，院内有居民14户，总建筑面积
300.87平方米，自建房林立，院子里拐来
拐去，厕所离着几十米远。“夏天潮热，木
质的房门关不上；冬天干冷，房门关不严。”

雨儿胡同启动“申请式腾退”后，居民
可以自愿去留。崇宝才和另一户居民选择留
下。紧接着改造拆除了违建、留下老砖瓦、
地面是青砖，木质窗棂内藏着断桥铝门窗
……曾经的大杂院变成名为“雨儿人家”的

“共生院”。
所谓“共生院”，是通过对腾退空间重

新设计，与老胡同形成建筑共生；通过吸引
年轻人入驻，与原住民形成居民共生；新老
融合形成文化共生，保留老胡同居民之间的
亲近感。负责30号院改造的吴晨，是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他告诉记
者：“建筑共生、居民共生、文化共生是30
号院修缮整治、打造‘共生院’的重要思
路。”

现在，院内的“槐香客厅”是胡同居民
的聚会场所；“议商暖阁”是居民议事协
商、调解邻里矛盾、团队会议的“多功能
厅”；“值年小站”里，居民们可以轮流值班
提供各种服务；“文馨书馆”是家庭及代际
互动类共享空间；“琢玉学堂”里能看到胡

同修缮整治的历程与成果。此外，设计师还
按照崇宝才的回忆在院内复原了一座藤架。
如今，藤架上已是绿意盎然，大大小小的葫
芦垂挂下来，让小院更显灵动。

值得一提的是，南锣鼓巷4条胡同改
造实现了“一院一方案、一户一设计”。雨
儿胡同20号院是历史上形成的边角杂院，
且留住居民较多，设计师就围绕留住居民
需求，植入厨房、卫生间，在公共空间实
施强弱电入地、地面铺装、排水系统改
造，同时装饰园林景观，提高居民居住品
质和院落环境。

名为“乾井院儿”的雨儿胡同4号院，
因在改造中发现一口乾隆年间的水井而得
名。如今，4号院居民已全部腾退，水井被
原地保存下来。院中冬青伸展、青苔覆地，
衬着深色中式门窗，别有洞天。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
乔孟斋告诉记者，南锣鼓巷4条胡同共有
院落118个，其中公房院57个，私房院30
个，单位产权院落31个；已腾退居民437
户1332人，共涉及院落56个，其中15个
院落完成整院签约。雨儿胡同修缮整治提
升率先于2019年年中完成，其他3条胡同
修缮整治提升目前也基本呈现出改造效果。

拆除了违法建设，坚持保护性修缮和恢
复性修建，充分利用老构件、老物件，以绣
花的功夫细心打磨每一处院落……4条胡同
正成为北京探索老城保护复兴新路径的一个
范例。目前，4条胡同中有3条胡同实现机
动车禁停，1条胡同单行单停。在这里，胡
同肌理和院落风貌得以保护，历史文脉得以
传承延续。

焕然一新的雨儿胡同。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改造完成后的雨儿胡同30号院“雨儿人家”。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5G时代来临，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网
谷”大数据企业聚集，引领数字经济风向标；

“智慧瑶海”驶入信息快车道，“城市超脑”构
建合肥东部未来之城；“汇成工匠”平台上线，
创新建成安徽省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
园……合肥瑶海区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建
设合肥东部新中心为契机，高起点、高质量发
展数字经济。

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翅膀

日前，“智慧瑶海，物联未来——2020年
瑶海区重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暨猪八戒网
（合肥）数字经济创新服务峰会”隆重举行，吸
引了业界广泛关注。

会上，集中签约重点招商项目共24个，
总投资额达246.87亿元。同时，猪八戒网安
徽运营总部示范园区正式启用，这标志着国
内领先的线上经济平台正式落户合肥物联网
科技产业园，未来将打造10万平方米的共享
空间、集聚10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服务10万
家以上的中小企业。

瑶海区作为合肥市老工业基地，在近年
来的发展中，抢抓数字经济契机，助推经济换
道超车。猪八戒网安徽运营总部落户，只是
瑶海区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和合肥物联网科技
产业园快速成长的最新成果之一。

作为合肥市数字经济产业特色园区，
2019年，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被认定为

“长三角G60产业合作示范园”，打通了与长
三角区域城市合作的新渠道。

在合肥市，以科大讯飞为龙头的“中国声
谷”享誉全球。而瑶海区打造的“中国网谷”
则是刚刚崛起的新秀，赋能数字经济。2020
年，“中国网谷”的一谷三基地将完成近80万
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建设，形成物联网产业生
态承载空间。

“闯”出一条智慧路，打造万物互联新瑶
海。瑶海区数据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做实做强“中国网谷”品牌，培育和引进一批
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建设全国一流的物联网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和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高地。

在瑶海区白马服装城，一间间传统的格
子间商铺华丽变身成一个个小直播间，“网
红”主播们通过直播带货，让这个传统服装批
发市场搭上数字经济快车，焕发出全新的活
力和风采。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停业50天
后，白马服装城陆续复工复业，即以全新面貌
亮相。拥抱网络直播带货风口，并不是赶时
髦，也绝非一日之功。早在2012年，瑶海区
就着手布局安徽白马电商产业园，积极完善
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此后，安徽短视频直播基地落户瑶海，已
有36家数字经济和文化传媒企业入驻白马
电商产业园，现有专业直播间73间。根据规
划，未来将提供15000个工作岗位，每天将

有5000场直播，每天可销售产品5000万元。
为传统市场插上数字翅膀，依托安徽短

视频直播基地，瑶海区的专业市场都在谋划
转型，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服务业新生态正
在形成。

“智慧瑶海”政务服务升级

去年11月，瑶海区召开营商环境再提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关注的是，
政务会议全程高清5G直播，这在安徽省尚
属首次。不仅是直播一次会议，瑶海区的政
务服务也逐渐开始运用数据传输，实现部门
之间的数据连通，更快捷、更方便地为民为企
提供政务服务。

2019年，瑶海区升级智慧政务平台，
打造智慧政务大厅，将大数据、物联网和
5G等技术应用于行政审批，用最新科技创
新成果保障“放管服”改革。同时，瑶海区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行政审
批、公共服务事项网上运行和办理，实现就
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一门、一次”模式常态化，全力
打造“瑶海服务”品牌。

打造“智慧瑶海”的信息快车道，瑶海区
数据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加快5G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在2019年建成151座
5G站点的基础上，2020年再建700座5G基
站，力争2020年底实现二环内5G全覆盖，

基本建成贯通全区主要路段的高速率、大带
宽，低时延和高可靠的信息高速公路。初步
建成量子安全政务服务大数据平台，提高行
政审批的安全管控水平，提升便民服务质效，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城市超脑”提升治理水平

瑶海区“城市超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赋能城市管理和服务，不断提
升和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服务水
平。通过政务云计算中心、城市协同指挥中
心和“城市超脑”体系，打造N行业智慧应
用，提升瑶海区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政府监
管、产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的智慧化解
决方案。

“城市超脑”建设区级数据平台，实现全
域数据归集，摸清家底，为大数据深化应用及
数字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同时，打造数字孪
生城市，对瑶海区全景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和
虚拟化，依托虚拟数字化建设，推动城市大数
据共享，并为数字生态伙伴提供技术支持服
务，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瑶海区数据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瑶
海区将推进“数字瑶海、智慧新城”顶层规划
设计，完善区级“城市超脑”建设方案。同时，
深入推广数字企业智慧城市应用场景落地，
努力夯实“数字瑶海、智慧新城”的科创产业
基础。

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
展正在推动新的空间——“数
字空间”的形成。在深圳市福
田区，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

“数字空间”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涌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进入今年第二季度，福田经济
增长由负变正，经济增长稳中
向好的基本面正在做实做强，

“数字空间”正成为稳增长、
保民生的大底盘。

日前，在福田区政务服务
中心现场，来自“数字空间”政
府高端研讨会的专家们体验了
福田数字政府的服务：智慧服
务“掌上办”、网点服务“就近
办”、自助服务“全天办”、容缺
服务“马上办”“4办服务”；“一
扇门”进出、“一窗口”受理、“一
张网”覆盖、“一层级”办结“4个
一体系”；区级事权实现“零收
费”、网上大厅实现“零距离”、
压缩流程实现“零时限”、数据
共享实现“零材料”“4零清单”
等。专家们对省时、省力、省心
的服务赞不绝口，对福田“数字
空间”惠企惠民的作用予以
肯定。

“福田‘数字空间’建设已
进入全面赋能期，智慧服务‘掌
上办’、容缺服务‘马上办’、区
级事权‘零收费’等改革都是先
行示范。”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民安介绍，即使受到
疫情影响，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平均每月新增2000家企业
主体，注册企业一天就可以完成，涉企事务实现“一门通、一
窗通、一网通”。对新注册企业主体，政府免费送开办印章，
企业首办缺材料也可先上车后补票。

如今，“互联网+政务”的“数字空间”建设成果在
福田区正转化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也是惠企惠民的新福
利。据刘民安介绍，福田出台“1+9+N”产业资金政
策，今年将有20亿元惠企资金流向企业，全部采取智能
化不见面审批，申报结果自动生成。福田聚焦民生精准发
力，还首推租赁备案线上“秒批”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
国成表示，从“4办服务”到“4个一体系”再到“4零
清单”，福田区“数字空间”不仅开拓了稳增长惠民生的
线上空间，而且通过标准化、体系化的创新为国内“数字
空间”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福田模式”是
在危机中寻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基层案例。福田区数
字政府把数字服务力转化为企业活力和区域竞争力。这充
分说明，中心城区完全可以走出物理空间的制约，开辟

“数字空间”的新动能。
刘民安表示，福田政务改革按照福田区委、区政府的部

署，服务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大格局，把数字政务服务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韧性和活力。政务服务改革要加快从平面互联网时代转
向5G大数据的“数字空间”时代，从数据管理转向数据共
享模式。

□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晏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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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方：

“城市梯田”落在搬迁安置区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梯田美丽如画。
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在规划时把田园风光融入城镇建设，在古镇中心建设了12
万平方米的“城市梯田”，种植各类观赏植物，将安置区打造
成景点。 王纯亮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