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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我

国有 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 69个城市被确定

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他们的转型发展可谓难上

加难。要想摆脱“因资源而兴，因资源枯竭而

衰”的怪圈，必须走出一条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新路。

首先，要回归以人为本理念。资源型城市往

往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等

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应从“工业为重”回归到

“以人为本”，从注重“生产”转变到注重“生活”，

下功夫完善城市功能，补齐住房、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短板，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其次，要坚定绿色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

要以绿色发展作为城市转型抓手，提升城市的

美誉度、吸引力。通过开展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持续改善人居环境，逐步恢复生态环境承

载力，重建绿水青山，实现城市面貌的提档升

级。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更要着力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绿色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新的增长点。

再次，要重塑产业发展格局。资源型城市

要推动产业转型，绝不是丢弃原有产业。在传

统优势资源产业方面，要改变原始粗放的资源

开采、外输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围绕

优势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在资源精深加工上做文章，提高产品附加值，

实现产业升级。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培育接续替代产业项目，实现多元发展。

最后，要想方设法留住人才。人才外流是很

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优美的生态环

境和人文环境，对人才具有吸引力，关键要通过

新产业、新模式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把人才

留住、用好。此外，要有针对性出台吸引人才的

鼓励政策，比如通过住房安置、福利待遇、特需

岗位和职业发展等有力措施吸引人才落地。

从现实来看，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并非

易事。一旦方向找准了，最关键是要狠抓

落实，久久为功、稳扎稳打。相信通过打造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优美、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资源型城

市一定能够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生活栖息

地，也一定能够实

现 城 市 的 可 持 续

发展。

资 源 型 城 市 也 有 诗 意 与 远 方

黑龙江省鹤岗市黑龙江省鹤岗市，，因煤而因煤而

生生、、因煤而兴因煤而兴，，是一座地地道道是一座地地道道

的的““煤城煤城””，，城市生态一度受到严城市生态一度受到严

重破坏重破坏。。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鹤岗如何谋求转型发展鹤岗如何谋求转型发展？？经济经济

日报记者深入当地采访发现日报记者深入当地采访发现，，通通

过坚持生态立市过坚持生态立市，，推进城市绿色推进城市绿色

转型高质量发展转型高质量发展，，短短几年时短短几年时

间间，，鹤岗实现生态环境提升鹤岗实现生态环境提升、、城城

市面貌改观市面貌改观、、产业发展调整产业发展调整、、百百

姓生活大变样的华丽转身姓生活大变样的华丽转身。。

鹤岗市努力打造鹤岗市努力打造““一城山水半城林一城山水半城林””的山水生态城市的山水生态城市、、公园城市公园城市、、文化旅游城市文化旅游城市。。图为市区内的前进沟由过去的臭水沟图为市区内的前进沟由过去的臭水沟““变身变身””为城市公园为城市公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鹤岗的麻雀都是黑的”“不能穿白衬衫出

门”“家里几天就落上一层厚厚的煤灰”……这是

人们对七八年前鹤岗的评价。“鹤岗水变清了，山

更绿了，空气更好了”“鹤岗很干净，满眼都是绿

色”“公园很多，老百姓休闲生活丰富多样”……

这些是人们对今日鹤岗的评价。

黑龙江鹤岗市作为一座地地道道的“煤城”，

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作为资源枯竭型城

市，该如何转型发展？带着这些疑问，经济日报

记者在鹤岗寻找答案。

棚改改出“洁净美”

过去的鹤岗，城市不大，棚户区却不少。

棚户区的形成有历史原因。1914年，鹤岗发

现煤炭。伴随煤炭开采，也开启了鹤岗城市化进

程。鹤岗从汤原县管辖的一个小镇发展到县城，

后又发展成为地级市。大量外来人员涌入，煤矿

周边逐渐形成多个棚户区。

由于鹤岗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粗放式发展阶

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历史欠账

较多，连片的棚户区成了鹤岗的“城市伤疤”。棚

户区内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私搭乱建、环境恶

劣，严重影响鹤岗的城市形象。

煤城应该是什么样子？很长一段时间，鹤岗

人给出的答案是“脏乱差、灰土尘”，如同煤炭的

颜色一样，仿佛整个城市的主色调就是黑色。

鹤岗最终能剩下什么？这是一个严峻而现

实的拷问。煤炭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城市

缺乏吸引力，老煤城鹤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压力。

资源枯竭型城市要转型发展，但如何转、向

哪里转？如何实现城市改头换面？鹤岗抓住关

键一招，充分利用国家棚户区改造的政策机遇，

下大力气对棚户区实施改造。

在南山区西山沟旁，69 岁的市民刘桂兰告

诉记者：“原先有一大片棚户区挨着西山沟，连条

像样的路都没有，垃圾遍地。”如今彻底改头换面

了，西山沟棚户区已经完成拆迁，重修了河道、种

上了绿树草坪。

今年 85 岁的市民葛玉环，在棚户区生活了

60 个年头，2018 年搬进了位于南山区的时代雅

居二期棚改新房。“1958年，我和老伴从山东来到

鹤岗，老伴成了一名煤矿工人。当时我们没有房

子，就找地方搭了两间草屋，后来在原址上盖成

了砖房，直到 2018 年才搬迁到新房。”葛玉环告

诉记者，当时很多在煤矿务工的外来人员都是自

建房屋居住。

从平房到楼房，老百姓生活变了样，获得感、

幸福感大幅提升。“住上了宽敞干净的新房子，

水、电、气、暖一应俱全，生活非常便利，日子一年

比一年好。”葛玉环动情地说。

大量棚改新房的保障供应，让鹤岗棚户区百

姓的住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鹤岗市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棚户区改造已累计

完成拆迁安置110407户，基本完成主城区的棚户

区改造工作。

棚改改出了鹤岗转型发展新天地，拓展出城

市发展新空间。鹤岗在棚改空地上得以除旧布

新、留白增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从

煤矿棚户区到采煤沉陷区棚户区、城市棚户区改

造，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道路贯穿

街区、一个个公园广场成为市民休闲胜地……

“洁净美”的鹤岗正刷新人们对煤城的印象。

环境治理显成效

碧水蓝天曾经是鹤岗百姓的奢望。

当地有过这样一句话：鹤岗有两难，“气难”

和“水难”。“气难”在于，鹤岗曾有上万个棚户区

小烟囱和小锅炉向外直排烟尘，很少能看见蓝

天。“水难”在于，生活污水、工厂废水直排河道，

导致流经城区的“两河十四沟”黑臭水体横流。棚

户区临河而建，建筑物侵占河道、垃圾堵塞河道，

河道泄洪能力严重下降，雨季棚户区经常被淹。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鹤岗老百姓也盼望着能早日重见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国家有要求，百姓有期盼。鹤岗只有通

过生态立市树立起新形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的新动力。但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治理面临的共

同难题是历史欠账多，资金缺口大，鹤岗如何解

决资金来源问题？

为此，鹤岗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2018 年

成功申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试点，共获得资金 9.41亿元；此外，鹤岗市

级自筹资金7.17亿元。

“气难”如何解决，还蓝天于民？“通过棚户区

改造、燃煤设施淘汰改造和集中供热并网改造，10

多万户家庭的小烟囱消失不见，10蒸吨以下燃煤

小锅炉也被全部取缔。全市70余户煤炭采选企业

实施防风抑尘改造，取缔‘散乱污’企业19家。”鹤

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杨光辉告诉记者，困扰鹤岗

多年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和煤炭采选业扬尘污染基

本得到治理。

数据显示，2020年，鹤岗市 PM2.5均值下降至

24 微克每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50%；空气优良

天数达 98%，其中优秀天数占全年的 65%。蓝天

白云下，鹤岗人终于可以尽情呼吸。

“水难”如何解决，还碧水于民？沿河棚户区

密集是造成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2018 年，鹤岗

向 56公里的城市黑臭水体“宣战”，启动“两河十

四沟清水秀岸综合治理工程”。通过黑臭水体治

理与棚户区改造有机结合，优先拆除沿河两岸棚

户区 4146户，腾挪出大片空地建设公园。修建堤

岸、清理河道、铺设污水管线，实现雨污分离，新

建污水处理厂……

短短一年时间，鹤岗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显著，实现由“黑”到“清”的转变。2019年，鹤岗被

列入全国第二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两

河十四沟”综合治理技术总负责人薛学义告诉记

者，鹤岗“治水”秉承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原则，

采取 PPP模式吸引民营资本参与治水，成功和中

国水务集团开展合作，成立河流整治项目公司，负

责前期的建设和后期的日常维护，保证河水“常治

长净，长制久清”。

鹤岗还打响“净土保卫战”，还净土于民。他

们对多片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清理固体垃圾，整地复绿。

在南山区矿山环境保护与修复项目区 4 号

地块，记者登上矿山顶部，看到满眼绿色，新近种

植的树苗茁壮生长。鹤岗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

复科科长龙冬冬告诉记者，区域内原为采煤沉陷

区，矸石山、建筑垃圾随处堆积，地面塌陷和粉尘

污染十分严重。“2019年，该地块开始实施矿山环

境保护与修复项目，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和烟

尘、粉尘污染，全面改善了生态环境。”

短短几年，鹤岗的河水变清了、河岸变美了、

矿山变绿了、空气变好了，昔日“龙须沟”变成市

民亲水乐园，昔日棚户区变成景观公园。走在天

水湖畔、前进沟边，绿树成荫、溪水潺潺、鸟语花

香，随处可闻欢声笑语……日益变好的生态环境

和人文环境，正让老煤城焕发出新的光彩。

石墨“崛起”变亮色

早在2011年，鹤岗被国家确定为第三批25座

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

后，煤城转型发展又面临新形势，应当如何推进？

当前，煤炭产业仍是鹤岗的支柱性产业，短

期之内难以做到“去煤化”，但煤炭产业链可以变

得更加绿色低碳。鹤岗积极推进煤炭采选业向

煤炭精深加工转变，做大做强“煤头化尾”。

6 年前，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鹤岗

市煤炭资源为依托，在东北地区投资兴建的第一

套煤化工项目——华鹤“3052”项目建成投产，年

产 30 万吨合成氨、52 万吨尿素。“该项目总投资

约 39 亿元，要为鹤岗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挥

示范和引领作用。”中海石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廉学强说。

要走出一条不唯煤、延伸煤，产品精深加工，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这

样的判断，鹤岗全力推进煤转电、煤制焦、煤制

气、煤制肥、煤基多联产五大产业链发展，并加快

建设煤化工产业园，促进产业集聚，把做深做长

煤炭精深加工产业链作为鹤岗经济解困、城市转

型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煤炭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转变的同时，鹤

岗也在大力推进石墨全产业链发展。通过引进

培育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鹤岗力争成

为国内重要的石墨精粉生产基地与石墨深加工

产业基地。

在萝北县云山镇，有“亚洲第一矿”之称的云

山石墨矿正被露天开采，几十台挖掘机和卡车忙

个不停。鹤岗石墨资源丰富，矿石量达 27.86 亿

吨，矿物量达 2.54 亿吨，其中云山石墨矿区是全

球最大的单体晶质石墨矿集区。

2019 年，中国五矿集团进驻鹤岗，整合云山

石墨矿区资源，取得统一采矿权，彻底解决了萝

北县多年来“一矿多开、大矿小开”问题，提升了

鹤岗石墨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云山石墨矿也被打造成为国内首家

“5G+工业互联网”绿色智能化露天石墨矿。

在云山石墨矿生产调度中心，通过一块屏

幕，绿色智能采矿的实时场景尽收眼底。“我们通

过钻孔和现场传回的爆破数据建立模型，由调度

中心的 5G智能通信系统指挥采矿现场精细化配

矿；同时，动态监测下游石墨加工业企业的矿石

库存量，从而科学有序向下游企业提供品质高、

稳定性强的矿石原料。”中国五矿集团所属萝北

县云山龙兴石墨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增达

告诉记者。

如今，鹤岗已拥有球形石墨、高纯石墨、负极

材料、动力电池等多种精深加工产品，正积极打

造萝北石墨和鹤岗石墨新材料 2个产业园区，着

力构建新能源材料、石墨烯材料、超硬材料 3 条

产业链和绿色矿山建设协同发展的“3+1”产业

发展格局。

聚焦“龙江千亿级石墨产业集群”目标，鹤岗

正把石墨产业作为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最直接、

最现实的产业加速推动发展，力争到 2025年，石

墨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 4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40%。

产业转型牵动全局发展，从一业独大向多元

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鹤岗正在摒弃原始粗

放的生产方式，更加讲求绿色低碳智能环保。推

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煤城由“黑”

向“绿”的转变，鹤岗仍在探索实践。

好生态赢得未来

汽车行驶在鹤岗开通不久的外环路上，青山

环抱、郁郁葱葱，道旁新近种植的花草树木错落

有致——煤城鹤岗真的变样了。同行者告诉记

者，鹤岗正在干一件大事情——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实现城市由“黑乎乎”向“绿葱葱”的转变。

鹤岗地处小兴安岭东麓，但老煤城“脏乱差”

的过去，难以和森林城市沾上边。与鹤岗临近、

地处小兴安岭西麓的伊春市，则被称为“林都”，2

个城市对比鲜明。

2017 年，鹤岗提出生态立市、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目标，推动煤城绿色转型发展。

在鹤岗人看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不在于得

到一块“金字招牌”，而是要树立起煤城新形象，

用生态为城市赢得未来。通过释放生态环境在

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产业中对各类生产要素的

“磁力”效应，提升鹤岗经济整体竞争力，推动高

质量转型发展。

鹤岗凭什么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他们给出

的答案是：举全市之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鹤岗

牢牢锁定“一城山水半城林”目标，把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与棚户区改造、两河十四沟清水秀岸综合

治理工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城区彩叶工程、绿色煤矿“一带两园”工程有

机结合，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推进建设。

一组数据显示出多方努力：两河十四沟清水

秀岸综合治理工程，绿化沟渠 16条，河流两岸绿

化 72.94 公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试点，矿山修复面积 900 公顷，植树 120 万株；城

区彩叶工程，栽植乔木 13.8万株；绿色煤矿“一带

两园”工程，建设绿色煤矿23家……

如今走在鹤岗街头，绿树成荫、满城绿意。

16支水脉串联起 23个城市公园，山水环绕、鸟语

花香，形成了极具鹤岗特色的水岸景观、生态景

观、文化景观、城市景观。“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森林”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在天水湖公园，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

都对鹤岗近些年的变化啧啧称赞，“鹤岗一年一

个样，在外的鹤岗人回来都不认识家乡了”“不敢

相信煤城也能有如此好的环境”“鹤岗教育和医

疗都不错，如今城市更加有吸引力了”……

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压力更

大、任务更重、困难更多，但鹤岗没有选择“躺

平”，而是坚持生态立市，推进城市绿色转型高质

量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实现城市面貌大变样。鹤

岗，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相辉映，正释放出煤

城绿色转型发展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