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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产诚融合示范区实施策略研究

文/高岩

摘要：产城融合示范区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和城市共同融合发展的共暨求。本文以常熟市为例 
.界定了常熟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的依托范围，梳理了常熟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总体思路与目标: 

谱阐述了产城融合示范区在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体制 
尸的实施策略，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探索路径提供示范：

引言

产城融合示范区是指依托现 

有产业园区，按照产城融合发展 

的理念，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 

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 

济转型，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发展 

基础较好、城市服务功能完善、 

边界相对明晰的城市综合功能 

区。常熟市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重要的节点城市，处于"-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 

结合点。在常熟市推动产城融合 

试点工作，有利于把发展摆在更 

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创新社会发 

展新模式，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核 

心引擎，努力走进全国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

一、重要意义

1. 推进产城融合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 

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 

“新常态”阶段演化，常熟市迫 

切需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高 

质量发展。开展常熟产城融合示 

范区建设,有利于改变开发区“有 

产无城”、主城区“有城无产” 

的窘境，实现重点板块间资源共 

享，规避肓目快速城市化带来的 

空城现象，打造宜居宜业环境。121

2. 推进产城融合是带动区域 

发展的有力保障

当前，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 

化正在向纵深化方向迈进。其中， 

沪宁城市和经济发展轴发展最为 

成熟，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最 

发达、产业功能最成熟、人口最 

密集的城市发展带。而常熟市作 

为苏锡常城市群中的重要节点城 

市，在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载体 

培育以及产城融合方面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开展常熟产城融合示 

范区建设有利于巩固沪宁发展轴 

的龙头地位，推动建设经验的推 

广与复制。

3.推进产城融合是加速产业 

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常熟市紧抓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机遇，拥有国家高 

技术服务产业基地核心区、省级 

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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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推动产城融合试点， 

有利于把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重 

要位置，创建社会发展新模式， 

加速产业转型发展。

二、现实基础

1.区位条件优良 ，自然资源 

丰富

常熟市地处长三角经济圈中 

心位置，市内公路网密集，已形 

成由苏嘉杭高速公路、沿江高速 

公路和常昆高速公路组成的主骨 

架路网。（见图1 ）境内地势平坦, 

水资源丰富。良好的区位条件和 

自然禀赋条件是常熟市推进产城 

融合示范区建设的自然基础。

2. 经济综合实力较强，产业 

结构合理

常熟市地区生产总值、财 

政总收入连续多年处于全国百强 

县市第一方阵。经济发展的质量 

持续提升，工业转型成效凸显。 

2018年常熟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400亿元同比增长6.8%; 

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0.4 

亿元，同比增长4.6%;服务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7%,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数 

据来源：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

3. 区域空间结构完善，城乡 

—体化格局初步形成

常熟市城乡布局优化，“多 

规合一”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基本形成“一城、四片区” 

的市域空间结构。建设、农业、 

生态用地的比例约为23：56：21。 

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主城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及各镇区。

4. 绿色发展贯穿始终，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

常熟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污染防治、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等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以虞山 

尚湖生态旅游区、昆承湖生态修 

复区、南湖生态屏障区三大生态 

功能区为主的城市核心生态圈已 

经形成，IlI水相依、滨江环湖的 

生态空间格局初步显现。

三、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1. 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以及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04-2020年）》有关要求, 

依托常熟市现有产业园区，走以 

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 

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加快产业 

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 

型、推动产业和城镇深度融合发 

展。到2020年，示范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城镇综合服务功 

能不断完善，生态环境进一步 

优化，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知名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 

业和城市深度融合、城乡环境优 

美、居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新型城 

区，推动常熟产城融合示范区建 

设走在全省、全国前列，为推动 

产城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积累经验和提供示范

2. 示范内容

立足为全国、全省产城融合 

改革发展提供示范，依托常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 

发区两大产业园区，推动常熟积 

极探索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宜 

居宜业、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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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建设模式。

3.发展目标

到2020年，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建成国家级常 

熟产城融合示范区。

空间结构协调。科学划定示 

范区的功能分区，规范开发秩序， 

提高开发效率，建设空间、农业 

空间、生态空间格局更为良好， 

建设空间占国土面积比例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形成以限制开发区 

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为主体的农业 

空间和生态空间。

产业活力强劲。示范区产业 

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基本 

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 

现代产业体系。到2020年，示 

范区范围内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占GDP比重不低于3%,服务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52%左右；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50%。

生态环境优良。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环境基础 

设施FI益完善，低碳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全面形成。到2020年， 

示范区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 

数、地表水好于m类水质的比例 

力争达到80%,林木覆盖率达到 

25%以上；城镇污水达标处理率 

达到95%,垃圾分类收集体系初 

步形成。

四、实施策略研究

1.优化空间发展布局 ，推进 

产城融合发展

(1)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 

战略

优化城乡空间，统筹配置城 

乡空间资源，构建科学合理的空 

间规划体系。一方面，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进程。探索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等有机融合，全市形成一 

本规划、一张蓝图。另一方面， 

合理划分城镇、农业、生态三类 

空间，形成清晰的城镇空间、农 

业空间和生态空间格局。城镇空 

间严禁污染产业进入，依托自身 

基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城 

镇综合服务功能。农业空间严禁 

扩大制造业用地规模，严格保护 

基本农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生态空间严禁供给生态保护 

功能不符的新增建设用地，加强 

图2市域总体空间结构规划图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 

地和重要湿地的生态建设。

(2)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结合产业城镇空间发展的 

新态势新要求，构建全市“一廊 

一带两轴两片区”的产城融合总 

体空间格局“一廊”即苏常 

通综合发展廊道，该廊道贯穿辛 

庄一中心城一滨江新城的主要发 

展区域，南联苏州北接南通，形 

成区域综合服务走廊。“一带” 

即沿江产业发展带，依托开发区、 

海虞镇两大产业组团，打造先进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成发展 

的滨江产业带。两轴，分别指沿 

江和通苏嘉高速发展轴，沿江高 

速(高铁)发展轴主要联系苏南 

沿江和跨江联动苏中苏北地区， 

通苏嘉高速发展轴贯通环杭州湾 

城市群与苏北及苏锡常都市圈， 

推进东部城镇产业集聚发展。(见 

图2、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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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高新技术开发区功能分区规划图 图4经济技术开发区功能分区规划图

2.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1) 深入推进创新驱动，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紧抓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机遇，持续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快建设汽车“轻量化、 

智能化、绿色化”工业技术研究 

院、智能车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 

中心，提升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建设水平，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 

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依 

托高校和创新资源集聚区建设 

新型“创客根据地”，完善创新 

创业服务体系，率先形成以南部 

新城和滨江新城为带动、以创新 

驱动为特征的“新苏南县域经济 

模式” O

(2) 全力提升先进制造业，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坚持两化融合、双轮驱动， 

加快产业高端化、高技术化和服 

务化发展。一方面，通过信息技 

术融合、技术工艺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等途径，向产业链两端延 

伸，向价値链高端攀升；另一方 

面，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装备、新能源产业、新材料 

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有一定基 

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发展 

适宜常熟市自身发展、具有良好 

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 

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发展区和 

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产业高地。

(3 )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产城融合进程

以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 

生产化为发展方向，重点发展以 

知识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 

代表的新兴服务业，优化发展生 

活性服务业。一是抢占“互联网+” 

战略先机，积极发展互联网平台 

经济、智慧物联产业，逐渐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扶持和鼓 

励发展现代物流、创意设计、科 

技服务、电子商务、汽车服务、 

金融服务、服务外包、总部经济、 

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全面提升示范区的城市服务综合 

配套功能，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三是优化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家 

庭养老、健康养老、生态旅游、 

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发展，配套完 

善社区服务、家居服务等民生性 

服务领域，满足示范区就业人员 

及居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消 

费需求。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开发支撑能力

(1)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以轨道交通、公路网、航道 

等为重点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加 

快推进与苏州、上海的区域性交 

通对接与建设。加快江河水运联 

网通畅，建设申张线航道整治工 

程。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构 

建绿色通畅城市交通体系。继续 

完善城市公交优先通道及智能公 

交的建设。积极探索发展定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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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特色旅游公交、微循环公交 

等多元化公交服务和运行模式。 

建设绿色慢行网络，引导低碳出 

行方式。推进产城通道畅达。构 

建市域“30分钟交通圈”，强 

化中心城区与滨江新城、南部新 

城的联系，有效减少产业工人通 

勤距离，提高产城融合示范区综 

合承载能力。

(2) 增强能源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

提高城市的供电能力，调 

整城市能源利用结构。加强电 

源和电网建设，推进电网合理 

布局，形成以500KV为依托、 

220KV为供电主网架的电力网， 

以110KV为配电网架的供电网。 

推进天然气管网延伸。努力提高 

天然气供应量和供气能力，向工 

业企业和农村集居区延伸管网， 

实现主干管网“镇镇通”。实施 

供水升级改造工程。调整完善城 

市供水管网系统，加快农网升级 

改造。实现产业园区与城镇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实现城乡联网，提升开 

发区宜居宜业水平。

(3) 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

深化“智慧常熟”建设，加 

快推进以信息设施建设，推广物 

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市场 

应用。引导企业加强信息化基础 

建设，支持企业建设及应用好企 

业局域网。大力推进企业上网工 

程。改善企业网络条件，加快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结合生产过程的关键技术改造， 

积极引进现代化先进装备，推广 

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讣算机工 

业设计和柔性制造系统等技术， 

提高设计、制造的效率，降低制 

造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4.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 严格产业环境准入门槛

探索制定《常熟市产业发展 

负面清单》，重点对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 

产业园区内新上项目实施严格的 

环境保护审批制度，对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制定差异化产 

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沙家浜一昆 

承湖重要湿地、长江重要湿地等 

环境敏感区域环境准入门槛，全 

市范围内一律禁止批准新增污染 

严重建设项目。

(2)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建立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倒逼 

机制，推动工业向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 

住宅向城镇集中、农山向规模经 

营集中。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主导发展产业用地，禁止 

向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项 

目供地。建立差别管理供地制度 

和土地清理盘活制度，对于产 

业集聚区要加大闲置土地盘活力 

度，重点盘活利用停产、低产、 

低效的企业土地。

(3) 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

加大城市、城镇饮用水源 

地保护力度，加大长江和尚湖 

饮用水源保护力度，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严禁各类污染物排放，建 

设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和备用水源 

地，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到 

2020年地表水好于in类水质的 

比例力争达到80%,城镇污水集 

中处理率达95%,规划保留村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70%。

(4)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加强重要湿地的保护，加快 

建设沙家浜芦荡湿地公园、辛庄 

“荷花荡、陶荡”生态湿地公园， 

扩大全市湿地保护面积。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继续加快实施昆承 

湖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推进南半 

岛、沙家浜堤、大淪江等环境提 

升工程，打造融城市活力与自然 

生态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区域。到 

2020年，常熟市林木覆盖率达 

到25%以上，全市沿河、湖、 

路与农田的林带初步成网，创建 

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5.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推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1)完善城乡建设投融资 

体制

通过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 

完善地方债券发行管理，构建政 

府偿债监管机制；鼓励开展市政 

债发行试点。鼓励公共基金、保 

险资金等参与项目自身具有稳 

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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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运营，推广运用PPP模式， 

拓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渠道。

(2) 探索农村土地管理制 

度改革

建立用地结构优化机制，健 

全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实行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全面管护； 

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力度，确保补充耕地质量；健全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市 

场化水平，完善土地价值评估体 

系，建立公开、公平的征地补偿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3) 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 

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

健全完善就业创业体制， 

多元化收入分配体制，加强再收 

入分配体制的调节能力；健全低 

保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分层诊 

疗体系、乡镇医院分类管理、医 

师多点执业等重点领域改革；完 

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强化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约束 

机制。

(4)综合推进机制体制改 

革创新

完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 

管理制度，健全行政审批监督制 

约机制；深化区镇联动运作机制， 

发挥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引领辐射作用； 

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资源 

产权制度，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补偿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环 

境监管制度，强化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完善环保司法联动机制，建立环 

境网格化监管体系，完善环境信 

用评价体系。

五、结束语

常熟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是按照人口与产业匹配、产城融 

合发展的理念，推动现有高新区 

和开发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 

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未来 

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推进产城 

融合示范区的建设，不仅是探索 

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 

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协同协调发 

展的重要举措。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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