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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壳里做道场”
——在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空间

内，做精做强细分产业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梦想小镇，
是 “第一轮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验”名单中
16 个特色小镇之一。“建设之初，我们小镇
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锁定
互联网创业和天使基金两大产业门类，确定
了‘资智融合’的发展路径。”负责梦想小镇
招商管理工作的杭州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招商局科员乔斌说。

乔斌介绍，看准方向后，小镇边建设、
边谋划、边招商，一方面鼓励大学生创办电
子商务、软件设计、集成电路、信息服务、
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动漫设计等企
业；另一方面重点发展天使基金、私募金
融、互联网金融，构建覆盖企业各个不同发
展阶段的金融服务体系。

如今，以发展创新创意产业为核心，梦
想小镇入驻企业达3900家左右，集聚创业项
目 1500 余个、创业人才 1.5 万名，完成特色
产业投资 31亿元，年缴纳税收 4亿元，发明
专利拥有量30项。

“特色小镇在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空间
内，做精做强一个最有基础和潜力的细分产
业，或推动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或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
手段，也是优化产业布局、‘螺丝壳里做道场’
的有益探索。”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发
展处处长刘春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乔斌看来，梦想小镇探索出来的一个
有益经验就是多维度促进项目产业化。“我们
将小镇孵化出来的项目，积极推介到周边科
技园和存量空间中加速和产业化，小镇腾退
出来的空间继续不断引入新项目孵化，形成
滚动开发的产业良性发展路径。”“遥望网
络”是小镇第一个孵化成功的项目，孵化成
功后搬入未来科技城内的绿岸科技园进行产
业化，目前遥望中国手游基地一期1.8万平方
米已投入使用，30 余家手游合作伙伴已入
驻，初步形成了手游产业集聚中心。

围绕特色产业发展，不少小镇都积累了
相关经验：山东济南中欧装备制造小镇，聚
焦产业与资本融合，引入更多社会资本，通
过股权、跨国并购方式成立产业引导基金，
推动制造业国际联姻；黑龙江大庆赛车小镇
以发展汽车产业为核心，创新实施项目代办

制、驻场制，为项目建设提供精准高效服
务；广东佛山禅城陶谷小镇以发展陶瓷产业
为核心，创新企业联盟合作模式，其中众陶
联平台已经打造为中国最大的陶瓷产业链服
务平台。

特色鲜明宜业宜居
——有望为1000万以上的农业

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和生活空间

精品特色小镇既要产业特色鲜明，也要
宜业宜居宜游。浙江省湖州莫干山高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曹根荣主要负责德清地理信息小
镇的相关工作，他介绍：“我们一方面以发展
地理信息产业为核心，重点引进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遥感与对地观察、地理信息软件
研发、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大项目和高层次人
才。另一方面建设了约2000套人才公寓，为
入驻企业员工子女建设了幼儿园；建设了德
清国际会议中心、展览馆、小镇客厅以及凤
栖湖、2000亩的树阵、花海等旅游景点，成
功创建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注重产业、文化、旅
游和社区‘四位一体’。小镇的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独特内涵成为重要吸引力，文艺汇
演、小镇青年节、小镇长跑等成为特色文化
品牌活动，7000多平方米的科技馆展示的高
科技特性体验游也成为跨界融合发展的重要
内容，成为科普、体验高科技的好去处，构
成了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新型魅力空间。”曹
根荣说。

江苏苏州苏绣小镇以发展苏绣产业为核
心，在实现苏绣产业高端集聚和融合发展的
同时，打造宜人的生活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环境。苏绣小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镇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内，幼儿园、卫生院、社
区服务中心等已投入使用；正在建设的镇湖
商业中心，将为居民提供完善商业配套。目
前小镇入驻企业 120 家左右，完成特色产业
投资7亿元，吸纳就业近1万人。

“未来十几年之内，还会有两亿左右的农
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特色小镇不是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主战场’，但却是一个有益
的补充，假设每个特色小镇都能吸纳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就业，就有望为1000万以上的农
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和生活空间。”刘春
雨说。

特色小镇正将“城”与“乡”很好地结
合起来。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丫山小镇

以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核心，先后被评为江
西首个 AAAAA 级乡村旅游点、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中国传统文化养生基地、国家森林
公园等。小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丫山
93%的森林覆盖率这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注重保护乡村风貌、
本地特色，注重生态保护、绿色优先。小镇
负 氧 离 子 含 量 平 均 值 达 19 万/立 方 厘 米 ，
PM2.5个位数值的天数每年在300天以上；建
设了水上乐园、乡村旅游观赏园、龙山瀑布
群等乡村旅游项目 56 个，年接待游客 760 万
人次。

刘春雨表示，预计未来很长时期内，城
市要素和企业下乡发展、城市人口下乡消费
将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关键是乡村要有能力
来承接。特色小镇建设得好，就能够提供低
成本的创业场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望
成为一种有效的承接载体，形成城乡产业协
同发展的有效平台。

淘汰整改有序发展
——对名不副实的“虚拟小

镇”“虚假小镇”说“不”

取得成效的同时，部分特色小镇建设也
存在一些乱象乃至变形走样的问题。刘春雨
指出，相关方面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过程
中，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
有些小镇名不副实，二是有些小镇质量不高。

“由于特色小镇是新生事物，各方面的理
解需要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因而出现了一
些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主要是存
在一些滥用概念命名的虚假小镇，比如行政
建制镇等；也存在一些缺失投资主体、并未
动工建设的虚拟小镇，如一些主导产业特色
不鲜明、规模小、链条短、技术差、缺少主
导领军企业、没有形成集聚效应的小镇，这
引发了概念混淆和负面舆论。”刘春雨说。

针对问题，国家发改委会同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规范纠偏工作，不久
前公布了规范纠偏工作的进展情况：第一，
在现有的 3 个国家层面创建名单中，即住房
城乡建设部的两批 403 个“全国特色小镇”、
国家体育总局的96个全国运动休闲小镇、国
家林草局的50个全国森林小镇，已正本清源
地将两批 403 个“全国特色小镇”更名为

“全国特色小城镇”，国家体育总局已淘汰整
改了34个运动休闲小镇、保留了62个，国家
林草局正在制定森林小镇的规范标准。第
二，各地区共淘汰整改了 385 个“问题小
镇”，包括虚拟小镇、行政建制镇等形式的虚
假小镇。其中，在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中
淘汰整改了70个、保留了996个。

“淘汰整改作为规范纠偏的一种新尝试，
根本目的是为了发挥警示作用，避免特色小
镇建设出现乱象，引导特色小镇在正确轨道
上前行。”刘春雨说。

下一步，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刘春雨认为，各方面应立足自身的区位条
件、资源禀赋和产业积淀，以发展特色产业
为核心，兼顾发展特色文化、特色环境、特
色建筑。科学规划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促
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增强生活服务功能，
构建便捷的“生活圈”、繁荣的“商业圈”，
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把企业作为建设
的主力军，引导企业进行有效投资，鼓励大
型企业牵头建设特色小镇，培育特色小镇投
资运营商，避免政府背上债务包袱。

不少专家提醒，特色小镇建设只有 3 年
时间，除浙江已建成一些成熟的特色小镇
外，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特色小镇总
体处于创建培育阶段。对此要有足够的耐
心，不能以最成熟特色小镇的标准来衡量创
建培育阶段的特色小镇。既不能出了成绩，
就一哄而上宣传；也不能发现问题，就一棍
子打死，要推动特色小镇更好地成长壮大、
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特色小镇建设已走过三个年头。有什么新进
展？还面临哪些问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日前，国家发改委推广了16个特色小镇的五
个方面典型经验，同时公布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淘
汰整改的419个“问题小镇”。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指出，经过探索实践，特色小镇建设取得了一定
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涌现出一批产业特色鲜明、
要素集聚、宜业宜居、富有活力的精品特色小镇，但
也有些小镇名不副实、还有些小镇质量不高。为引
导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将继续规范引
导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做好工作，不把行
政建制镇和房地产项目命名为“特色小镇”，及时推
广新一轮的典型经验，突出特色、避免乱象。

◆国家体育总局的全国运动休闲小镇：62个

◆国家林草局的全国森林小镇：50个

◆省级特色小镇：996个

◆国家体育总局的全国运动休闲小镇：62个

◆国家林草局的全国森林小镇：50个

◆省级特色小镇：996个

特色小镇现有哪些？

◆共淘汰整改419个“问题小镇”

◆住建部的403个“全国特色小镇”

更名为“全国特色小城镇”

淘汰整改了哪些？

◆有望为1000万以上的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和生活空间

特色小镇未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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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杭州梦想小镇创业大街。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②：在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浙江国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在茶歇时间
沟通项目进度。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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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五方面典型经验、公布淘汰整改的419个“问题小镇”——

特色小镇，多些“特色”少些“名不副实”
邱海峰 汲梦喆

推出五方面典型经验、公布淘汰整改的419个“问题小镇”——

特色小镇，多些“特色”少些“名不副实”
邱海峰 汲梦喆

本报深圳电（记者徐佩玉） 7月 19 日，中国平安首
届智慧生态大会在深圳启动。此次大会以“科技，让
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结旗下寿险、产险、银行、
信用卡、证券、陆金所、金融壹账通、医保科技、智
慧城市、平安科技等专业子公司，首次全面系统地将
平安的科技战略、科研人才计划和十大科技应用场景
逐一展出。

平安首席科学家肖京在会上表示，依托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三大基础核心技术，平安将科技应用聚
焦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和智慧城市三大领域，其中最
具代表的十大场景应用包括用户车险理赔、客户智能语
音服务、小微企业信贷、辅助医生诊疗、智能影像筛
查、智能疾病防控、智慧市民服务、智慧扶贫、智慧交

通及智慧贸易。
在医疗科技领域，平安智慧医疗智能公共健康团队

负责人李响表示，2018 年中国大约有一半的诊疗发生在
非三甲医院，大量的慢性病患者被推到了基层医院，对
基层医院医生的能力和时间提出了考验。平安希望通过
AI技术赋能基层，通过AskBob辅助诊疗技术帮助基层医
生提升工作效率和诊疗水平，通过智能疾病预测和智能
问答技术提升院外的预防和管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体中
国疾病的知晓率和治疗率。

李响介绍，下一步，平安在智慧医疗领域的重点，
一方面是要继续推进先进技术研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要把技术推广落地，真正为基层医院提供辅助诊疗工
具，为患者提供智能医疗服务。

本报北京电（记者白剑峰） 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
准与监测评估司副司长张志强近日透露，针对目前居民
盐、油、糖摄入过高等突出问题，中国将在家庭推广使
用健康“小三件”，即限量盐勺、限量油壶和健康腰围
尺。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三减三健”（减盐、减油、
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等活动。

根据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减盐、
减油、减糖是合理膳食专项行动的重点。到2030年，人
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5克，成人每日食用油摄入量
不超过25-30克，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25克。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指出，我国
将加强对食品企业的营养标签知识指导，指导消费者正
确认读营养标签，提高居民营养标签知晓率。鼓励消费

者减少蔗糖摄入量。倡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安全
标准允许使用的天然甜味物质和甜味剂取代蔗糖。科学
减少加工食品中的蔗糖含量。提倡城市高糖摄入人群减
少食用含蔗糖饮料和甜食，选择天然甜味物质和甜味剂
替代蔗糖生产的饮料和食品。鼓励生产、销售低钠盐，
并在专家指导下推广使用。鼓励商店 （超市） 开设低
脂、低盐、低糖食品专柜。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介绍，中国将加快修订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增加蔗糖等糖的强制标识，鼓
励企业进行“低糖”或者“无糖”的声称，积极推动在食
品包装上使用“包装正面标识”信息，帮助消费者快速选
择健康食品。研究完善油、盐、糖包装标准，在外包装上
标示建议每人每日食用合理量的油盐糖等有关信息。

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三大基础核心技术——

平安构建智慧生态

限量盐勺、限量油壶和健康腰围尺——

中国推广家庭健康“小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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