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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 380亿拆与建：文化地产开发烂尾调查
（上接第一版）

阿房宫前世今生

被誉为“天下第一宫”的阿房

宫有着流传甚广的凄美故事。

传说秦始皇为了纪念他深爱

过的一个民间女子阿房，不惜耗费

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极度奢华

的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巨

著《阿房宫赋》也描写了阿房宫曾

经的兴盛与奢靡。

秦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市西

三环外大约 5公里的城郊结合部，
早在 1961年就成为我国第一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实地勘察，确认阿房宫

遗址在宫殿类建筑中名列世界第

一，被定义为世界奇迹。

1995年，在促进文化大繁荣大
发展的背景下，阿房宫的故事让当

地政府和开发商找到了灵感。于

是，一项有关阿房宫的文化地产开

发项目规划摆在了西安市外经贸

局负责人文生（化名）的桌面。

“记得开发这个项目的公司名

为锦绣阿房宫（西安）有限公司，是

招商引资项目，当时引进的港资，

土地是租的，我负责批的。”《中国

企业报》记者找到如今已经不在西

安工作的文生时，他表示自己也在

关注此项目的最新进展：“记得审

批后，我还担心建不起来，项目级

别也太低了，我印象很深。那是未

央区政府报上来的招商项目，而区

政府无规划权，加上其双方股东都

非大企业与知名企业，招商项目成

功率不能保证，因未必个个落实，

所以我担心建不成。后来果然港资

未到位，好像是内资建成的。”

资料显示，占地 680多亩的秦
阿房宫景区 1995 年开工建设，
2000年正式与游客见面。

据文生介绍，投入两亿元打造

的阿房宫从诞生那天就命运多舛，

因缺乏配套设施，成了—个孤零零

的仿古建筑，生意一直不好。阿房

宫位于西安西郊，而西线客源本来

就少，加之又是人造景点，旅行社

不安排，当地人不去，只有少量散

客。后来还曾做市场推广，打了很

多广告，还是不见起色。

“好多人应该还记得，当时电

视台有一个广告：东有兵马俑，西

有阿房宫。”文生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回忆说。

至 2011年，经营十多年后的
阿房宫景区已经入不敷出。这一

年，位于西安、咸阳两市之间的西

咸新区成立，原有的阿房宫景区位

于西咸新区的沣东新城。据阿房宫

遗址保护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军介绍，沣东新城成立后，景区

负责人提出想把景区拆掉，这样他

们不用每年交租金和花钱对景点

进行维修、维护。

2013年，阿房宫景区被拆除。

重建计划被否？

2013年 6月，经招商引资，北
京首创集团与沣东集团（系陕西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下属国有

公司）签订共同投资框架协议，计

划在位于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控制地带外侧，合作建设“首创

阿房宫人文旅游产业基地”。基地

主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

业和人文旅游，将建设博物馆、艺

术中心、会议中心、文化交流中心

等文化旅游类项目。双方计划共同

组成 20 亿元的产业基地引导基
金，计划用 5年时间吸引社会投资
380亿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产业
基地占地面积约 1000亩（涉及 3
个村庄 987户 3963个村民）。

9月 1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从西安市一路乘坐地铁、公交，辗

转来到了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

东新城的阿房宫景区。在遗址旁边

西围墙村，记者看到街道和村里的

环境面貌都比较差，相对于近邻不

远的西安高新区落后不少。

管委会策划宣传局主任张雷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380亿元
重建阿房宫属媒体误读，政府已经

公开说明。他随后给记者发来了相

关文字说明，文中指出，所谓的 380
亿元投资，不是用于“重建或再造

阿房宫景区”，也不是用于规划中

的“阿房宫国家遗址考古公园”，而

是一个名为“首创阿房宫人文旅游

产业基地”的计划累计投资。该基

地位于阿房宫遗址保护规划的建

设控制地带之外，与阿房宫遗址本

体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阿房宫考

古遗址公园相去甚远，二者不在一

个地理位置，完全是两回事，且该

基地内没有一个与“重建阿房宫”

相关的项目。

然而，陕西某市一位不愿具名

的区委书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此项目原计划曾包括重建阿

房宫，但后经决策层领导批示“阿

房宫只能宣扬封建奢靡之风、重建

无文化价值”，所以才停止了复建。

但对于此说法，记者未能从当地政

府得到证实。

项目开发被指陷入僵局

《西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修编）》（2013—2020）日前正式出
台，西安将打造“世界大遗址公园

之城”，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遗

址主题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

周丰镐遗址公园、唐大明宫遗址公

园、秦阿房宫遗址公园等几大项

目。

据了解，北京首创此次欲投资

的“首创阿房宫人文旅游产业基

地”，重点将开发旅游业、服务业和

高端地产业，这与唐大明宫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备受争议的商业化

开发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目前，原有的阿房宫景区已经

拆除，而其对面的阿房宫遗址公园

用围墙圈着，但里面杂草与人同

高，偶尔会有一两个当地村民路

过；与之相连的地块上，围墙挡不

住里面拆迁的迹象。

公开资料显示，为了“首创阿

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项目的开

发，首创华夏基金将会给管委会旗

下的国有独资企业———西安沣东发

展集团提供 30亿元的信用融资，用
于“阿房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北

京首创还将与西安沣东发展集团成

立总规模为 100 亿元的阿房宫基
金，首期引导基金将达到 20亿元，
主要用于“首创阿房宫文化旅游产

业基地”建设，首期用地面积将达到

1000亩。
张雷同时表示，目前不便就阿

房宫整体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接受

记者采访，因为具体方案还要等西

安市相关部门最后确定，而目前的

方案还有可能调整。

“其实是项目开发陷入僵局

了。”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虽然西安的遗址旅

游地产开发模式饱受争议，但复制

遗址旅游地产开发模式，不建一个

仿古建筑是不足以讲故事的，而现

在情况下，肯定不能重建了。”

“如何在不复建仿古建筑的情

况下，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地产开发

的冲突之中找到一条新路，确实在

考验开发者的智慧。”另一位内部

人士表示。

阿房宫遗址公园内杂草丛生，围墙上的公益广告牌格外醒目。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摄

烂尾景点层出不穷，有的是经营不

善，有的是冲动投资，原因各有不同，但

是相同的是它们浪费了社会资源。

位于北京昌平有“亚洲最大游乐园”

之称的沃德兰游乐园，荒废 15年之后，

于 2013年 5月开始拆除；云南自贡 10

年前投资三千万的桫椤谷风景区如今竟

成了养鸡场；武汉东湖风景区滨湖村大

庙咀废弃的“金字塔”建筑 1999年后一

直闲置；热热闹闹的山西娄烦“孙悟空孙

大圣故里”景区折腾了两年，投资 6千万

元，只建成了一座接待中心。

亚皇集团总裁丁雄军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用九龙潭的

山水特色、龙川古城文化挖掘而打造的

九龙潭国际生态度假公园园区开发也遇

到了文化遗址如何开发的问题。

项目六大版块之一的十里古文化长

廊就是结合龙川作为岭南第一城的概念

延伸而来，将现在县城与古城佗城结合，

形成一条历史演变文化长廊，在长廊里

可形象的解读到各个朝代文化和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市场营销管理

专家李永平认为，对现有的文化概念需要

梳理和定位，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文化性、

时代性和多样性。对现存的传统和遗产的

文化概念要加以保护和维护。但既然是传

统和遗产的文化就应如梁思成所倡导的

“整旧如旧”，注意保持传统和遗产的文化

概念的历史原貌。慎防用现代的观念解读

古人而失去传统和遗产的文化意义。

李永平同时指出，对传统和遗产的

遗址文化概念应该是加以保护和维护而

不是重建，是否可以重建不能一概而论。

张艳蕊

记者手记

保护还是重建？
这是一个问题

1.你认为中国经济出路何在？

A保持经验，继续从投资上要发展
B告别旧增长模式，启动实质性改革
C行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D其他

2.你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有没有用完？

A没有，还能支撑 10年
B用完了，急需新改革红利
C其他

3. 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不会有实质性

改革措施？

A会有，历次三中全会都有些大举措
B不会有，形势错综复杂，改革寸步难行
C其他

4.你最期待哪些领域的改革？

A国企改革
B土地改革
C金融改革
D财税改革
E政策改革
F社会福利改革
G其他

5.你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A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B打破行政垄断，放开民间准入
C取消国企行政属性
D其他

6.你认为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A产权多元化
B精兵简政，减员增效
C与民分利
D其他

7.你认为土地改革突破口在哪？

A土地确权
B小产权房合法化
C农地直接入市
D松动耕地红线
E其他

8.你认为中国未来房价走向如何？

A还会持续上涨 10年
B一线城市上涨，二三线城市下跌
C中国楼市价格将在 3年内全面下跌
D其他

9.你认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在哪？

A放开民间金融，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B加速利率市场化
C国有银行改革
D其他

10.你认为财税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A完善分税制，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
B加快增值税改革，将减税落到实处
C完善预算法，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征税权

的限制

D其他

11.你认为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A维持现在人口政策
B放开二胎，逐步取消生育限制
C其他

12.你认为养老等社保福利制度应如何改革？

A加大政府投入，逐年提高福利水平
B引入市场机制，依托商业保险
C其他

13.你认为教育制度应如何改革？

A 打破地域限制，均衡教职员工素质，普及
性提高教育质量

B改革公立教育应试制度，切实增强实用性
教育，避免教育与社会脱节

C规范产业化教育
D其他

14.你认为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是否急迫？

A“计划电”、“廉价气”已严重限制我国资源
性产业的发展，需要提价

B 无论是油价、天然气还是水价电价，都应
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C其他

15.你认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是什么？

A土地改革
B户籍改革
C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改革
D新农村建设
E计划生育政策改革
F其他

十八届三中全会企业调查

观
点

柳传志：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经

济政策上会更加开放，这对企业

发展是利好消息。随着逐步传达

出的一些信号，中国的经济政策

逐渐明朗，我们心里越来越踏实。

调
查

王健林：

新一届政府对于释放改革红利说

的已经十分明显，而即将召开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改革议题为重

点研究对象，是中共历史上第一

次以改革为主题的全会。

张欣：

呼吁政府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给出明确的政策方向，包括推进

私有化，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

促使近期放缓的中国经济尽快反

弹。让私营部门发展，是人们希望

看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社会期盼全会能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确定更明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

国经济造血，而激活经济活力的本质在于给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经营环境。企业会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经济问题？请广大读者登
录中国企业网（ http://www.zqcn.com.cn）下载调查问卷，填写后发送至 qybppb@163.com，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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