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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是合理布局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同

时实现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发展模式。产城融合

示范区是依托产业园区，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

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生产向综合经济转型的城市

综合功能区。建设产城融合示范区有利于发挥先行

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探索协同推进城镇产业发展

和城市人口集聚的新路径。2015年，国家发改委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截止

2018年，国家发改委已批复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

59个。

1 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基本概况

2017年 3月，济源市获批建设全国唯一的全域

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2017年 6月，河南省政府

出台了《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总体方案》（豫政

〔2017〕20号），为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谋篇布

局。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总面积 1931 km2。2018

年，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人均 GDP达到 87599

元，位居河南省第 2 位，三次产业结构为 2.9：64.8：

32.3；城镇化率达到 62.36%，位居河南省第 2位；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 2.96%。济源市产城融合发展已经

走在了全省前列。

2 济源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特点

济源市是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和全

域城乡一体化示范市, 与其他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济源市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的实践及启示

王元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摘 要：产城融合示范区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济源市在建设

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全域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特色路径，在探索产城融合、促进城

乡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坚持把统揽城乡发展作为全局战略，坚持把做好组织管理作为根本保

障，坚持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发展动力，坚持把人才引进培养作为第一资源等经验启示，这对全国同类中小城

市探索在全域推进产城融合和城乡一体发展新机制、建设精品城市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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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Jiyuan City in Building National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nd Its Inspiration

Abstracts:The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can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elp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industry-city

demonstration zone, Jiyuan City has taken its distinc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industries with the city, as well as integrating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t has gained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its overall strategy, accomplishin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aking the innovative system and mechanism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and talent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as

the first resour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other simila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a

new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with c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o find new approaches in building high-quality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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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特点。

2.1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形势良好

近年来，济源市产业发展不断向产业链前端、

价值链高端转移，循环低碳方向转型。铅锌、钢铁、

能源、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

快，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旅游业

向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加

快创建；特色农业加快发展。此外，推进职业教育综

合改革，走出了一条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发展深度

融合的特色路径。

2.2 具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济源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已有 10 余年。

2003 年，济源市开始提出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

路。2005年，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市。2011

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城乡一体化示范市的构想，开

始谋求从试点向示范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全面落实河南省

委、省政府实施意见，2013年，成为全省唯一全域规

划建设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这个过程中，济源

市始终坚持按照全域规划、一体发展的理念推动城

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

2.3 全面深化改革试点先行先试

济源市承担了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等多项国家、省级改革试点工作。在就

地城镇化方面，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全域统筹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新路径。在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方面，形成了“济源经验”。2017年，“六

权”确权颁证已完成 91%。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制改造，成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组

织。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搭建管理平台、操作平台、

担保平台、公示平台和信用协会“四台一会”模式。

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和林权抵

押贷款办法，搭建要素交易平台，在全省率先挂牌

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3 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实践与成效

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坚持全域规划，按照

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总体思

路，把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完善作为支撑产城融合的重要内容，走出了一条

具有济源市特色的全域推动产城融合的发展新路

径。

3.1 优化空间布局，形成全域发展格局

济源市把全部的市域面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规划，按照“一核两带多点”的空间布局，打造集约

紧凑、疏密有致的全域发展格局。“一核”即产城融

合发展核心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区、虎岭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玉川产业集聚区等；“两带”即沿太

行———王屋生态旅游发展带和沿黄河小浪底北岸

健康养生发展带；“多点”即在核心区外着力打造具

有济源市地域特色的重点小镇和精品小镇，如国际

康养旅游度假特色镇———坡头镇、文化旅游特色

镇———王屋镇、文旅商贸特色镇———邵原镇、现代

高效农业特色镇———梨林镇等等。

3.2 坚持以产兴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一是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做优做强精品农业。

形成畜牧、蔬菜、薄皮核桃、烟叶、冬凌草等特色农

业，推进“一村一品”、“一区一业”建设，持续壮大农

业产业化集群规模。二是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层次，

打造规模化产业集群。高标准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

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谋划千亿级有色、五百亿级装

备制造、钢铁深加工、百亿级食品加工、化工、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三是统筹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

业提档升级。围绕“一山一水一精神”文化旅游品

牌，实施旅游精品创建、乡村旅游倍增、旅游服务提

升、文化产业园建设等工程，发展全域旅游。此外，

培育壮大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食品饮料、电子

信息、工业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动力。

3.3 坚持以城带产，建设宜居宜业城市

一是加大中心城区建设力度。按照“优化西北、

拓展东南、建设新区、改造老城”的发展思路，积极

推进济渎片区、北蟒河片区、老商业街区改造提升。

推进城中村改造和棚户区改造，加快推进中心商务

区规划实施，促进高端要素汇聚，建设济东现代化

新区，提升中心城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二是全面完

善城市功能。加快韧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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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进

全国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以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示范市为契机，全面启动“数字城管”、“智慧镇（街

道）”建设。三是大力改善城市面貌。加快城市综合

性公园、近郊森林公园建设，开展城区空闲土地生

态修复。实施补水工程，实现小浪底北岸灌区、河口

村水库引水入城，全面优化城市水系生态。持续开

展“美丽济源建设环保治理”行动、深入实施蓝天工

程、碧水工程和清洁工程，深入实施生态功能提升、

国土绿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行动。四是提升城市

经营管理能力。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提高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3.4 加强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夯实产城融合

基础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积极谋划济阳高速、焦

济洛城际铁路、呼南高铁豫西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全面提升对外联通能力；推进环城路改

造提升，打通城市主次干道，提高城区通行质量；完

善提升乡村道路；构建核心区 15分钟通勤圈、30分

钟核心区———平原镇辐射圈、1小时全域融合互动

交通网。目前，示范区率先在全省实现镇镇通高速

公路，村村通公交，组组通硬化路。

在市政设施方面。目前，城区燃气、自来水覆盖

率达到 100%，医疗废物、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组团和部分小城镇实现通煤气（天然气）。全

市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和“村村通”自来水。建立覆盖

城乡的垃圾处理机制。全面规划推动公厕建设。完

善输配电网，实施“气化济源”工程。加快推进智慧

政务、智能建筑、智慧旅游、智慧交通等建设，推进

宽带网络设施建设，城市功能区实现 4G（第四代移

动通信技术）网络全覆盖。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率先在全省实现城乡

居民养老全覆盖、社会养老保险并轨和医疗保险一

体化，持续提升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基础设施

水平，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全面实行“先看病后

付费”的医疗服务模式。率先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

育、高中阶段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探

索城乡一体学校管理模式，开展区域内联盟办学和

集团化办学。扩大“七补一贷”优惠政策范围，实现

同城人员享受同等就业创业政策。逐步打造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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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生活圈、10分钟教育圈和 10分钟康养圈。

4 济源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经验

启示

济源市积极探索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产城融

合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全域产城融合、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同类中小城市加快现代

化建设探索了路子、提供了示范。

4.1 坚持把统揽城乡发展作为全局战略

树立正确科学的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是实现产

城融合的基础。济源市确立了城乡一体化统揽产城

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在理论上转变先生产后生

活、先产业再城市、先经济发展再区域改造的传统

发展思路，从全局视角和整体层面统筹当前产城融

合发展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城市发展和城乡结合之间

的关系，科学筹划产业发展和城市协同发展的推进

思路和方法。

4.2 坚持把做好组织管理作为根本保障

产城融合发展需要良好的组织管理作为基本

前提。济源市为确保规划能够全面贯彻执行，成立

了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组

织领导、指挥协调、监督检查、工作考核等工作，并

研究解决示范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牵头抓总，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加强

组织协调的主要职责。各成员单位协调联动，共同

确保示范区各项任务落实完成。

4.3 坚持把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发展动力

一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附着在城乡户口

上的政策差异，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益同权同享。

主要从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支持力度，建立补助机制、挂钩机制、退出机

制，以及完善住房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政策。二是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全面规范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优化审

批流程，推广“容缺办理”、“多评合一”、“区域评价”

等模式，提高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效率，打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三是深化全域协调综合管理机制创新。

推动行业管理向部门协调转变，以全域旅游撬动城

市转型发展。

4.4 坚持把人才引进培养作为第一资源

济源市在高端人才引进、培育、激励等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连续性的政策，如《中共济源市委济源

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推进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济发〔2018〕3号）、《中共济源市委办公室济源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实施“智汇济源”计划加快引进

培育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的意见（试行）》

（济办〔2018〕4号）等政策。这些政策从健全更加灵

活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实施具有区域人才竞争优

势的“智汇济源”计划，完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导向

的人才开发机制，强化促进创新创业的人才激励机

制等方面，打造更具区域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人才政策实施之后，人才成长“软环境”更加优化，

人才发展对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贡献

率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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