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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榆林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探讨
熊善高,李洪远,丁摇 晓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
摘摇 要: 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地,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
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型城市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该文以陕西榆林市为例,分析了榆林
转型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榆林市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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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前言
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地,为中国经济

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地带,总人口约 356 万,
总面积达 43 578 平方公里。 榆林以其丰富的矿产
资源被誉为中国的“ 科威特冶 。 其北部是储量丰富
的煤田,西部为无垠的气田,南部有浩瀚的岩盐,境

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目前,资源型城市发

内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是中国著名的煤炭资源富

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资源逐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

集区和国际级能源化工基地。 据统计,榆林已发现

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恶化等一

8 大类 48 种矿产资源,平均每平方公里地下蕴藏

系列问题,其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资源型
城市都会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战
后高速城市化和快速经济发展过程后,为阻止城市
衰退和刺激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并且在

622 万吨煤、1. 4 万吨石油、1 亿立方米天然气和 1. 4
亿吨岩盐,资源组合配置好,国内外罕见。

3摇 榆林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些城市已取得成功。 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

作为中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重要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以来,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

源头,榆林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

发展和转型逐渐纳入中国政府重点工作范畴。 资源

的贡献。 但是,在以能源为主导的产业发展过程中,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对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步

榆林市在城市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伐,缩小东中西部三大板块差距,实现全面、协调与

3. 1摇 经济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因此,本文以陕西榆林市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典型代
表,分析城市转型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应的
解决策略,旨在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
定的建议。

2摇 榆林市资源概况
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
西与甘肃、宁夏接壤,南连延安,北接内蒙古,处于黄

榆林的经济产业结构失衡,榆林的主导产业是

能源产业,由于长期对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资源的
开发而忽视了其它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呈现出
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严重依赖资源开发、产业链有待
延长、区域经济两级化明显。 2008 年,第二产业总

值占全市 GDP 的 78. 7% ,而第一产业的发展最弱,

这种单一的资源主导产业和初级加工方式将造成产
业分工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结构不协调,严
重制约榆林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能源化工为主导的
第二产业中,以能源开发和一次能源生产为主,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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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轻工业相对萎缩。 而以农林牧为主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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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仍处于原始生产阶段,深加工不足,附加值

支配收入虽均逐渐上升,但二者差距逐渐持续扩大。

缺乏,经济发展缓慢。 从区域产业结构来看,北部区

2007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9. 58 颐 1,高于全国水

县拥有丰富的矿产能源,而南部各县矿产能源相对
匮乏。 北部已经走上了产业扩张和技术升级的道

平 3. 3 颐 1 的比例。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

退耕还林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逐年增加。

路,而南部依然处于资本不足和缺乏主导产业的原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成为

始资本积累状态。 榆林市 12 个区县生产总值差距

农民增收的障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较大,其中神木县、靖边县、府谷县三县生产总值占

另外,榆林能源化工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

整个榆林市的 62. 8% ,而其它 9 个区县的产业结构

榆林本身职业技术教育滞后,合格的技术工人和知

配置不合理,制约了榆林市经济的发展。

识型劳动力比较缺乏,造成榆林资源产业高速发展

3. 2摇 生态环境问题

却没有带动城乡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2006 年,全

日照强烈、冷热剧变、风大沙多、沙化和吹蚀现象严

80. 5% ,高中及中专 24. 9 万人,占 14. 2% ,大专以

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该地区干旱少雨、

重、生态环境恶劣。 随着榆林被确定为国家级能源
重化工基地后,能源产业迅速发展,对本已脆弱的生
态环境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据统计,榆林市煤
炭采空区达 499. 41km ,每年新增约 70km ,已塌陷
2

2

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 141. 3 万人,占
上 9. 3 万人,占 5. 3% 。 劳动力技能水平为:初级以
下技能 10. 9 万人,占 6. 2% ;中等技能 4. 7 万人,占

2. 7% ;高等技能 1. 2 万人,占 0. 7% ;没有技能等级
的 158. 7 万人,占 90. 4% 。

118. 14km ,每年新增约 30km 。 损毁房屋约 4 500

3. 4摇 土地和水资源问题

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 869 个减少到 79 个,全省最大

风沙滩地区为特色,耕地比重偏大,南北部之间土地

的 7 000hm 缩减到 4 666. 7hm 。 榆林煤炭矿区每

在,同时又是工商业集中发达的经济核心区,特别是

2

2

间、耕地约 1 600 hm 、林草地约 4 387 hm 。 榆林市
2

2

榆林市土地资源类型主要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与

的内陆湖红碱淖近 6 年水位下降 3m,水面由 6 年前

资源存在差异。 河川区和风沙滩地区是耕地精华所

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大约在

河川地区用地矛盾相当尖锐。 而南部广大山区自然

10 059. 98 万 元 - 15 246. 85 万 元 之 间。 2001 年 -

条件较差、优质耕地少且分散,由于人口稠密,各类

1 280. 53 万吨,其中 2005 年煤炭开采的固体废弃物

3. 99 万人, 全 市 土 地 资 源 最 大 可 承 载 人 口 406 万

的 791. 55 万吨上升到 2005 年的 1 182. 19 万吨。 榆

意味着榆林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正逐渐趋于饱和,

2

2

2 005 年,榆林市煤炭开采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排放量是 2001 年的 7. 5 倍;废水排放量由 2001 年

用地矛盾突出。 据估计,榆林市平均每年增加人口
人,比榆林市 2003 年实际人口 348 万人多 58 万人,

林市境内的 11 条河流有 9 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势必会影响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人口与

大气中的 NO2 、总悬浮颗粒、SO2 三项主要污染指标

榆林市是陕西水资源最贫乏的地市之一,水资

神木、府谷等产煤 6 县的饮用水源水质严重超标。

土地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分别是煤炭开发前的 4 倍、17 倍和 24 倍,其中总悬

源总量有限。 人均占有水量 979m3 ,占全省人均占

3. 3摇 社会问题

水资源承载度较低。 随着榆林市经济的飞速发展,

浮微粒日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 58 倍。

水量的 65. 9% ,占全国人均占有水量的 43% ,人均

在榆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榆林的社会风险逐

其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有效水资源量减少。 全市

步上升,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人

水资源利用效率约在 20% 左右,水资源利用效率偏

口素质有待提高、科技人才不足、劳动年龄人口众

低。 农业灌溉供需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农业灌溉

多、就业矛盾突出。 在 2004 年 -2008 年四年间,榆

缺水,缺水量占农业灌溉需水量的 34. 5% 。 水污染

于没有形成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机制,榆林高速发

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另外,由于榆林市外来人

林市国内生产总值与地方财政收入翻了近两倍。 由
展的现代化矿区、工业园区与周边落后的农村形成
了强烈反差。 榆林农业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业没有与
榆林能源产业的高速增长相匹配。 城乡居民人均可

情况严重,全市 85% 的废污水未达到排放标准,加
口的逐年增加和本身 4%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了人均水资源量承载度。 据估计,到 2020 年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是 932. 25m3 ,全市的用水量将接近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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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的极限值。 因此水资源量紧缺已成为急需解

游产品,提高煤气、油气、天然气的综合利用能力。

决的重大问题。

依托神府经济开发区锦界工业园、榆阳区鱼河盐化

4摇 榆林市发展战略定位

工业园、米脂及绥德盐化工生态工业园、吴堡工业园
等,重点发展氯碱、真空盐、纯碱等化工产品和塑料

2002 年- 2010 年,榆林市 GDP、财政收入增速

异型建材、合成氨、金属钠、氧化镁等下游产品。 高

2010 年榆林市经济总量达到西安市的 54. 2% ,稳居

添加剂、型涂料、颜料、农药、医药、燃料等精细化工

济区规划的实施,跨越发展面临机遇,其发展前景更

加强发展高新、高端、高智能、低碳、低排、低能

为广阔。 因此榆林应不断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完善

耗制造业,主要发展以煤矿设备、油气采掘设备、煤

城市功能,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和城乡、南北区域的发

炭油气运输设备为主体的能源装备再制造产业基

展差距,增强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真正成为陕北经济

地,建设榆阳区电力机械、化工机械、煤炭机械、工程

发展的龙头。 根据 2010 年国务院印发的 《 全国主

机械制造组装中心,神木、府谷煤炭机械维修制造中

国“ 两横三纵冶 城市化战略格局中,根据区域功能定

装备制造业循环供应链。

连续 8 年全省第一,与西安经济的差距日益缩小,

度重视发展胶黏剂、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建材

全省第二。 作为陕北能源化工龙头,随着陕甘宁经

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体功能区规划》 ,榆林列入呼包鄂榆经济区,位于全

心,定边、靖边油气机械制造维修中心及全市配套的

位,榆林应以主要交通干线和内蒙古沿黄产业带为

利用本地独特自然条件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

轴线的空间开发格局,依托资源优势,促进特色优势

再生新能源,榆林长城沿线以北为太阳能能源富集

产业升级,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呼包鄂榆区域一

区,可重点发展太阳能发电、太阳能节能灯、单晶硅

体化发展。 在国家宏观战略引导下,积极与其他区

项目。 榆林定边、靖边、衡山、榆阳、神木西北部的风

域经济发展产业联系和学习网络,向西与相邻的鄂

能能源丰富,可大力开发风力发电项目。

尔多斯市及晋陕蒙甘宁等省市区组建煤炭战略储备

加大草业、羊业、枣业、马铃薯四大主导产业的

与开发区、向南与“ 西三角冶 城市群经济构建“ 核心-

支持力度,加大其下游产业的发展力度,促进青贮饲

边缘经济圈冶 ,向东与“ 环渤海冶 、“ 长三角冶 、“ 珠三

料、肉奶加工、毛纺织、枣薯产品的深加工,扶持西

角冶 等经济区建立“ 资源-产业冶 大型生产体系。

瓜、葡萄、小杂粮等农林产业。 北部六县风沙草滩

5摇 榆林市可持续发展策略

区,重点实施天然草地保护,草场围栏等建设,建立
青贮饲料和规模商品草生产基地。 南部六县为丘陵

资源型城市一般都要经历成长期、成熟期和衰

沟壑区,重点实施退耕还草、水土保持、草粮轮作项

退期三个阶段。 目前,榆林市处于成长期阶段,资源

目,建立以紫花苜蓿为主的草业基地。 在养羊具有

开发正处在上升阶段,产业发展前景好,经济增长速

生产优势的北部区域,加速养羊生产方式由传统粗

度快,地方财政实力强,完全有时间、有条件、有能力

放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的转变,

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发展环境,实现

逐渐转变以传统的毛绒为主向向肉绒为主的方向发

可持续发展。 目前,榆林市可主要采取以下几个策

展。 作为榆林市特色农业的红枣产业,主要以黄河

略,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沿岸六县区的府谷、神木、佳县、吴堡、清涧和绥德的

5. 1摇 产业优化转型策略

规模最大,是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应立足

提高能源的本地利用效率,改变粗放的能源加

国内外市场,加强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发展的道路。

工方式,延长产品循环链、大力发展农林牧产业、扩

在马铃薯产业发展上,围绕区域特点,按照榆林北部

大服务产业规模,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风沙滩区重点发展早熟菜用和快餐食品加工品种,

在能源化工发展上,依托榆横工业园,以洁净煤

榆林南部丘陵区宜发展淀粉含量高的加工品种,榆

气化工为主干,围绕“ 制甲醇、煤干馏、煤焦油加工冶

林西部山区宜发展高产鲜食品种和种薯繁育的区域

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新型煤化工产品链,形成加工

化布局原则,加快马铃薯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的步

洁净化和产品高端化特色。 依托定靖油气化工产业

伐,并提高马铃薯加工转化程度和加工产品档次。

区,大力发展天然气甲醇制烯烃、二甲醚、醋酸等下

利用榆林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凭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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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宗教文化圣地和沙漠淡水湖的自然风光资

能源化工农林牧综合发展区,围绕防风固沙、土地开

源、以榆林古城建筑群和古长城遗址的历史人文资

发、耕地保护、发展畜牧、能源化工建设,保障能源重

源、以中央红军转战陕北的红色旅游路线、以陕北特

化工基地建设用地,在保护基本农田、土地开发的同

色农业为主的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加大旅游资源的

时加大林草改造力度。 南部黄土丘陵为农牧果煤气

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促进榆林旅游业的发展。 加

盐水土保护区,以保存水土,建设坝库,发展畜牧业

大服务行业的领域和规模,特别是利用 2009 国务院

和小杂粮为主导产业,积极退耕还林还草,建设生态

发布的《 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凭借新一轮西部

农业。 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重点建设蓄水坝为

大开发的契机,扩大现代化物流业。

主的库坝,发展宽条梯田、坝地,突出小杂粮、薯类、

5. 2摇 生态环境保护策略

果品基地和生态农业基地,开发地下大盐矿,加大土

积极推广煤炭、火电行业、石化等领域的洁净、

地整理力度,建设西包、太银两条经济带。 西南部为

高效的生产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减轻能

油气牧利用区,围绕油气开发,以畜牧业为主导产

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减少污染物

业,积极发展荞麦、秋油、甘草等农产品。 大力开发

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 保水和水位沉降治理,健

利用油气资源,加快畜牧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特作

全地质灾害预防预警机制。 加快改善城镇生态环

产业,退耕还草。 黄河西岸土石丘陵为红枣经济产

境,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大力发展农林业和基础

业区,红枣作为主导产业。 应全面退耕还枣,开发荒

建设。 全力推进“ 十大林业工程冶 ,提高生态资源承

坡石谷种枣树,以水土保持为重点,建设桑产业带和

载力。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广应用矿区沙漠

相应的加工、深加工工业和贸易业。 加大黄河航道

化治理与生态层重建先进技术,加强矿区环境评价

的开发和沿黄河公路的建设,把黄河水能的梯级开

和监管,加快矿区生态恢复和建设步伐。 逐步实现

发利用列入建设规划。 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规

风沙治理产业化、水源治理生态化、道路治理景观

范土地市场,加大城镇闲置土地处理力度,严格执行

化、河道治理生物化、复垦治理效益化,实现经济建

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发展。 恢复和治理一批特色

榆林水资源短缺,主要解决办法是开源和节流。

生态功能区、生态示范区、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

合理规划黄河引水工程,提高该区域的引水能力,增

加强黄河水生态治理和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完善引

加榆林市生态环境及农业灌溉工程供水量。 将雨水

黄灌区农田防护林网,构建沿黄河生态涵养带。

收集作为水资源储量增加的有效途径,加强雨水的

5. 3摇 社会和谐发展策略

收集和利用。 在节流发面,应加强实施灌区节水改

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村镇建设,促进剩余劳动

造、改进灌溉技术等措施,节约农业用水。 限制高消

力转移,建设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将农业向农产

耗、高排放、低效率行业发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品加工延伸。 通过扩大县域经济增强城镇实力,强

率。 加强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采取节水技术

化 12 个区县的带动作用、拓展 222 个乡镇,发挥神

工艺和技术措施,发展和推广循环用水系统和回用

木、靖边、绥德等一批经济状况较好城市的示范带动

水系统,强化城镇生活用水管理,大力推广使用节水

作用。 大力推进“ 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主体、

设备和器具,降低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

人才主力、项目支撑、金融支持冶 的科技创新体系建

6摇 结语

设。 加强人力资源引进、开发和培育,培养技能型人
才。 减少就业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立了“ 市场经济+政府推

困问题。 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北部地区巩

动冶 的体制,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这种体制同

固能源重化工产业优势,带动相关能源产业链经济,

样可解决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只要有效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南部地区大力发展农、林、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对转型的规划布局,建立

牧、养殖等产业,壮大南部区县特色产业,促进南部

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榆

六县突破发展,遏制发展差距拉大现象。

林市就能成功进行城市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5. 4摇 资源开发利用策略

合理规划土地资源利用布局,北部风沙滩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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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y Yulin
Xiong Shan'gao, Li Hongyuan, Ding Xiao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As the basic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supplier, resource-based cities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鄄

tion to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resource

-based cities are facing more challenges dur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aking Yulin, a typical resource-based city,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raise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c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cuss the corre鄄

sponding solutions from four aspects, and put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ombining with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Yulin City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resource-based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ulin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