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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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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该文从中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新形势出发,就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优势与发展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并从主导产业的选择和产业结构重构的角度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实施开放先导、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等三大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开放战略为主导、科技创新战略为支撑的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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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趋

复、生态保护、生态治理和生态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生

势。 进入新的世纪,由于世界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

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以生态建设为主导的

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

新时期。

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

二是城市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处于主导地

战略的进程中,中国资源型城市近年来出现了发展

位。 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其对区域

缓慢的趋势,城市发展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面

经济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一直是作为区

临着转型的现实选择。 为此,本文就中国资源型城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存在的。 进入 20 世

市转型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摇 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新形势

进入 20 世纪后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经深入

纪 70 年代以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城市出现以一
个大城市为中心、周围城市共同发展的逆城市化的
过程,城市形态发展了巨大的变化。 城市发展进入
了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阶段,形成了以一个特大城

人心,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中共十六

市为中心,以大中小城市为依托,区域城市共同发展

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标志着

的新格局。

中国进入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新时期。 在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阶段,并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生态建设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新的增长点。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
经济发展,忽视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
调发展,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社
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
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以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在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各地大力开展了以生态恢

2摇 资源型城市的优势与发展道路的选择
资源型城市是在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因此,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很强
的依赖性。 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中国目
前已有 118 座资源型城市,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由于矿产资源储量的有限
性,使依赖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都逃脱不了开
发建设、快速发展和经济衰落的发展规律。 因此,积
极探索利用生态产业来改造传统产业,重新确立主
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重构,真正走一条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
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就成为资源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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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都离不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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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社会历史和发展现状等要素差异之长。

主导,以科技创新战略为支撑的战略体系。

从总体来看,优势有两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可转化

3. 1摇 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经济的可

性;二是可再造性。 对优势正确把握有利于资源型
城市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城市转型的尽快实现。 而对
优势的认识则要有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只有通过

持续发展

摇 摇 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
一大趋势,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人口、资源、

对全局的把握,创造新优势,才会促进经济的大发

环境既是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展。

素,也是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某种
为此,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

意义上说,国民经济与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发

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和国际发展形势,立足全国、面

展,根本取决于生态环境状况和资源永续利用程度。

向世界、服务区域,充分发挥其资源、区位以及产业

在今后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开

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

源节流和综合利用的思路,适度开发。 在开发利用

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

自然资源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环

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与协作,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

境保护、近期与长远、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真正实现

战略和开放先导战略,搞活大流通,提供大服务,寻

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求大发展,整合现有产业,实现对主导产业的重新构

从资源型城市的实际来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造,形成主导产业突出、配套产业完善、支柱产业优

略就是要在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高度重

势明显、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业发达的产业结构体

视环境保护。 具体来讲:一是要控制矿产开采总量,

系,实现城市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以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深加工为突破口,在延长矿产

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一是要着眼于全球化、信

品产业链上做足做好文章。 同时,充分利用好“ 两

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

种资源、两个市场冶 ,调整和建立矿产资源供应新格

和城市化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局;二是要提高对采矿塌陷区复垦整治的力度。 在

因此,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必须站在世界和新世纪的

塌陷区复垦整治的过程中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发展方向,立足长远,

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同时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形成

体现前瞻性和全局性。 二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一批具有资源型城市地方特色的塌陷旅游景区、景

在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稳定传统产

点。 在整治过程中,在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的同

业,突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在产业配套和结构优化

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开发整治;三是提高工业

上实现新的突破。 三是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公害化治理的水平。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

3. 2摇 大力实施开放先导战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跨

势。 坚持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资源,
加强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力度。 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近期

越式发展

摇 摇 实施开放先导战略是加快城市发展、城市转型

的必由之路。 通过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 一

与长期、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

是要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以对内开放促

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进对外开放。 抓住入世后外资在华掀起的又一轮投

3摇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资高潮的重大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拓宽招商
渠道,改进招商方式,采取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委托

战略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 为了加

招商等方式,加强与境外企业的联系,争取更多的外

快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城市转型的尽

资企业的投资。 二是要把招商引资与积极争取项目

快完成,选择适合资源型城市发展道路的战略,就显

资金、政策资金相结合,用好用足国家给予资源型城

得尤为重要。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资源型

市转型的支持政策。 三是要把全员招商与专门招商

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和产业结构重构的进程中必

相结合,增强招商合力。 坚持全员招商的政策,调动

须大力实施开放先导、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三大

积极性,形成浓厚的招商氛围。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

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以开放战略为

招商引资中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 要

8

汤尚颖: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几点思考

进一步调动企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在招

建立技术创新基金、高新技术产业专项基金、民营科

商引资中的主体作用。 四是要把“ 引进来冶 与“ 走出

技发展资金和风险投资资金。 三是建立健全以对外

去冶 相结合,以“ 走出去冶 促“ 引进来冶 。 鼓励和支持

开放和合作交流为依托的引进创新体系。 要加大引

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率先“ 走出去冶 投资办厂、

入国外先进技术、人才与智力、设备与资金的力度;

承包工程,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壮大经济实力。 五是

抓住技术进步与新产品开发的捷径,同时坚持自主

要把扩大利用外资与扩大对外贸易相结合,尽快形

创新与引进创新的结合,把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作

成外资、外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手段;在消化吸收

3. 3摇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

的基础上,强调再开发,将引进的二流技术在适宜发

化、升级

展的环境中孕育孵化,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 在引

摇 摇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主要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

进内容上,要加强软件与硬件相结合,注重人才、智

重点加强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

力的引进;在引进方式上,要加大跨国公司来本市设

工作。 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实现产业结构

立研发机构和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力度,同时

的优化和升级。

鼓励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促进

建立科技创新体系要从三方面来完善:一是建

智力流动、互补,形成规范的科技创新流动制度。

立并健全技术源创新体系。 知识是技术的源头,为
保证知识体系不断推陈出新,要围绕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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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d鄄

vantages and developmental choices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China, raises three main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鄄

form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cluding opening-up initiati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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