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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布局金融小镇
抢滩蓝海

特色小镇全面铺开
区域不同使命各异

本报记者 石岩

由苏州太湖新城吴江管委会主办，吴江东方国有资本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吴江滨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苏

本报记者 钟文

州湾金融小镇推介会 10 月 17 日举行，近 70 家知名投资机
构出席了本次推介会。

自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特色

“秉承产城融合的思路，
吴江太湖新城积极发展包括泛

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后，
地方政府

金融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金融小镇建设正当时。”苏州

对建设特色小镇热情高涨，制定各种

市吴江区副区长、吴江太湖新城党工委书记李卫珍表示，
太

建设任务、目标以及规划细则等相关

湖新城所在的吴江，
以民营经济发达而知名，
也是苏州首个

政策，有的省提出了建设“百镇”的具

省级金融生态示范县（区）。

体目标。然而，
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

作为 21 世纪苏州城市建设的最大亮点和吴江创新发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各地在规划

展的新引擎，吴江太湖新城与省级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建设特色小镇时，
一要注意节奏，
二要

城旅一体，
经过近年的建设、招商，
城市配套日趋完善。
新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聚焦产城人文相融合

突出特色。

的发展定位，太湖新城打造了苏州湾科创园、软件园、金融
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新兴产业载体以及旗袍小镇、玫

改革蓝本出自浙江

瑰小镇、戗港小镇等特色小镇群落。
据介绍，今年预计引进重点项目 80 余个，涵盖金融、软

特色小镇起源于浙江。
2015 年浙江省两会《政府工作报

件及信息技术、医疗、教育、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以及旅

告》中明确将“加快规划建设一批特色

游综合体等多个领域。其中金融项目 22 个，占比近 1/4，规

小镇”作为该年度的一项重点工作。

模集聚效应初显。

一年多来,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镇根

新项目的进驻、新产业的集聚，
需要金融的支持。

植于浙江大地，已经成为浙江加快产

推进中的苏州湾金融小镇项目，将依托创投企业和科

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地方招商引资

研及研发相关资源，
聚焦基金创投、互联网金融、金融中介、

的新平台。

银行、证券、基金等各类金融业态，意为打造成为长三角创
特色小镇，
各有特色

“特色小镇似镇非镇，
不是传统的

本报记者 江金骐/摄

新型创投金融副中心。
虽然刚刚起步，
苏州湾金融小镇却底气十足，
这份底气

行政区划，也不是原来的产业园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

特别是这一决择升到国家战略后，各

机制，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点的特色

有 6000 亿 元 资 金 投 向 易 地 扶 贫 搬

源自业界龙头企业的支持。据了解，苏州湾金融小镇由联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省市更是积极响应。
《中国企业报》记

小镇发展新路子。据了解，广州目前

迁，黔西南州首批就涉及 20 多万人，

想控股、绿地金融控股、君联资本、中信集团、中国航天科技

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对《中国企业报》

者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
包括山东、

已编制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

把特色小镇与易地扶贫搬迁有机地

集团航天投资控股、国美集团、东吴证券等 12 家业界知名

记者表示，
浙江特色小镇是按照创新、

天津、四川、江苏、陕西、贵州等全国十

设的实施意见》，计划先期创建 30 个

结 合 起 来 ，可 以 做 大 文 章 ，成 大 事

机构发起。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聚焦

多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特色小镇

市级特色小镇，
为其提供用地扶持、资

业。而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全面小

浙江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
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兴产业，
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

的实施细则或者指导意见。
7 月 8 日，北京市出台的《“十三
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出，

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唐旭东就表示，他们非常看好太

康建设上，正在实施的易地扶贫、搬

湖新城区域的产业基础、资本活力、配套设施和优惠政策，

迁 攻 坚 工 程 ，是 实 现 小 康 的 重 要 举

这些将会产生巨大的投资基金聚合效益，
实现创投企业、本

方面就计划通过“十三五”期间的努

措 ，这 是 政 治 任 务 ，更 是 发 展 机 遇 。

地企业和地方发展的
“双赢”。

金扶持、产业扶持和人才支持。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年底，江苏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统筹规划建

力，
加大重点镇和特色镇的培育力度，

黔西南州青山绿水，旅游资源丰富，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浙江已经公布

设一批功能性特色小城镇，提高小城

到 2020 年在全省形成 100 个左右富有

特别是这里的喀斯特地貌成为发展

了两批总共 79 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镇承载力，更好地对接非首都功能疏

活力的重点中心镇、100 个左右地域

山地旅游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黔

名单，其中去年 6 月份公布了首批 37

解，起到“桥头堡”作用。
《规划》指出，

特色鲜明的特色镇。而浙江特色小镇

西南州栽培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

个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今年 2 月公布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程中，郊

就是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浙江省省长

有 30 多种，水果品种 400 余种，可食

了第二批 42 个创建名单。按照浙江

区将迎来历史性重大发展机遇。疏解

李强提出来的，被誉为浙江特色小镇

用的野生淀粉植物、油脂植物、维生

VR 小镇：
在家门口看遍世界

省的规划，三年完成 100 个特色小镇

北京非首都功能，
治理“大城市病”，
需

的
“总设计师”。

素植物主要种类 500 多种，特别是中

（上接第二十一版）

的创建，每个小镇原则上 3 年完成投

要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郊区，

资 50 亿元，传统经典以及旅游小镇投

特别是平原地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

资完成 30 亿元。

的重要承接地。其中，小城镇更是城

新创业发展平台。

浙江特色小镇的建设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也成为探索区
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蓝本。

产业支撑是关键

药 材 品 种 资 源 近 2000 种 等 等 ，这 些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肥东县引进 VR

都是打造特色小镇的基本资源，是大

特色小镇，从前期考察到协议签署不过半年时间。跟肥东

农业形成的优势。

一样，全国多地都对 VR 小镇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不

完全模仿或者复制浙江特色小镇

而另一位不愿署名的西部省份官

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南昌、福州、贵安、青岛、成都、郑

8 月 17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

肯定是不现实的，如何因地制宜打造

员却没有这么乐观。他告诉记者，浙

州、嘉兴、武汉、宁波、重庆、长沙等十几个地方已经或者正

《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
《意

自己的特色小镇，是各地方政府面临

江等地的特色小镇，
其核心是“产城融

在进行 VR 产业的发展规划。

的难题。

合”，强调产业功能叠加，而西部省份

VR 小镇、VR 产业基地、VR 孵化器纷纷开始兴建，其

经济基础本身就薄弱，在创建特色小

中，多半位于中西部地区。比如重庆，
《中国企业报》记者

镇方面可能会更难。

从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官网获悉，为加快重庆市虚

乡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早在今年 5 月份，国家发改委就

见》提出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培

明确要在全国引领 1000 个左右的特

育建设 100 个产业特色小镇，每个小

“建设特色小镇必须摸清家底、亮

色小镇建设；7 月份，国家住房和城乡

镇完成 20 亿元的投资。另外，在产业

出优势、突出特色。”贵州省黔西南州

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

特色上，主要聚焦特色产业集群和文

委书记张政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特色小镇的核心是产业，
问题是

拟现实产业发展，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

《关 于 开 展 特 色 小 镇 培 育 工 作 的 通

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同

采访时表示，浙江建设特色小镇有自

我们就缺产业。
”江西某市一位负责小

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出到

知》。
《通知》决定到 2020 年，培育 1000

时，
兼顾皮衣皮具、红木家具、石雕、剪

己的产业特色和产业基础，这是黔西

镇建设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专门去

2020 年，重庆市将实施 30 个以上虚拟现实应用示范工程，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

纸、乐器等历史经典产业。

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
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

各地争相建设
随着浙江特色小镇的成功创建，

南州无法复制的，但是黔西南州也有

浙江考察过特色小镇，只能学习他们

形成以 10 家以上骨干企业为龙头、500 家“专、精、特、新”的

广东省也提出到 2020 年将建成

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只要把这些优势

的理念，
复制根本不可能。他坦言，
如

中小微企业为拓展的基本完善的虚拟现实产业体系，力争

约 100 个省级特色小镇，按照“多规融

和产业充分利用起来，特色小镇同样

果政府要打造几个小镇是没问题的，

综合产值突破 100 亿元。

合”、
“产城融合”的要求，
高起点、高标

可以在西部地区落地生根。

哪怕没有企业参与直接由政府兜底投

准、高质量编制建设规划；
发展特色主

张政介绍，黔西南建设特色小镇

资也可以解决。问题是，特色小镇建

导产业；
强化自然生态保护，
创造优良

具有政策、政治、生态、农业等四大优

成之后，
如果没有核心产业，
最终将无

人居环境；创新市场化开发建设运营

势。在政策方面，未来 5 年，国家将

法支撑。

VR 有自己的痛点
显然，在地方政府和资本的追捧下，中国的 VR 产业呈
燎原之势，
套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话说就是：现在哪一个地

案例

方政府，如果没有一个 VR 战略，那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
呼。

枫叶小镇：不见枫叶只见商旅风情
本报记者 洪鸿

松花江是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

不仅是地方政府，许多企业对这个产业也表现出极大
热情，据有关报道，2015 年至 2016 年上半年，各类 VR 投资
案例已超过 150 起，累计投资金额超过 50 亿美元，仅投资并

比，
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
尽显贵族气

是黑龙江某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她的

志市一面坡镇等 6 个镇打造成省内一

购国外 VR 技术和内容公司的资金已超过 10 亿美元。其

派。

家乡在苏南。没来哈尔滨上学之前，

流的示范小城镇。镇内道路硬化铺装

中，阿里巴巴、腾讯、网易、暴风影音等 30 多家上市公司，开

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冰灯和太阳岛。

率、排水管线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均

始涉足 VR 产业。

一对正在小镇内共赴“爱情时光”

的一张名片，
而位处松花江北岸的“枫

的情侣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利用周末

她说，冰灯绚丽，五彩缤纷，但受季节

达到 95%以上，新建新型特色住宅小

叶小镇”，又成为松花江上的一张名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购物和消遣。在他

限制；
太阳岛名声在外，
但也不会反复

区 20 万平方米以上；力争通过 3 年努

要计算和通信平台”的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却表示，

片。

与国内投资热表现迥异的是，曾经称 VR 是“下一代主

们看来，
枫叶小镇的建立，
是哈尔滨繁

去。而枫叶小镇，
每次来了，
都要搭进

力，共打造 21 个辐射能力强、各具特

自己不清楚 VR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大规模普及，
“可能是 5

枫叶小镇没有枫叶，有的是世界

华的中央大街的补充和延伸，如果要

去几个小时。

色的工业强镇、商贸大镇、旅游名镇、

年，也可能是 10 年，甚至是 15 或 20 年，我认为至少需要 10

顶尖时装制造商的名牌店铺；枫叶小

选择时髦流行的高档服装，枫叶小镇

文化古镇等。

年”。

镇没有江南的小桥流水、港汊交织，
桨

无疑是一个新的选择。

“只要枫叶小镇能够始终把世界
名牌服装作为小镇的一张名片，只要

黑龙江省住建厅一位专家在接受

声灯影，
却有穹窿宏阔的热闹街市；
枫

其实，枫叶小镇不只是全球高档

小镇店铺始终是时尚流行服装的风向

记者采访时指出，哈尔滨市在小镇的

叶小镇，
没有小贩引车卖浆的吆喝，
有

名牌服装奥特莱斯的“微缩景观”，她

标，
那么，
枫叶小镇在不久的将来就会

建设上，因地制宜，发挥地域优势，根

的是街市市声鼎沸，客流如潮……这

所释放的文化旅游能量也是不可低估

名声大噪。
”小镇的一位管理者在与记

据资源情况在各县市合理布局。

给追逐时尚的哈尔滨人增添了一个集

的。

者的聊天中表示，小镇的未来目标不

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好去处。
作为一个体验者，
《中国企业报》

将要打造的 21 个特色小镇，他们

有的顾客虽然不购物，
但从他们的

是喊数字，
也不是扩规模，
而是让所有

的规划都是经过反复考察后决定的，

对产业未来的担忧，
包括陈国平在内的业内人士，
并非
没有意识到。
“虽然今年是 VR 元年，但是 VR 还是存在很多的困
难。”陈国平认为，VR 是个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娱乐产业，这
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离不开创作、制作、体验，所以需要更多
创新创业的企业来参与。

言谈举止可以看出，
服装文化对他们形

客人都有
“来到小镇不想走”
的感觉。

绝非像以往某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的

VR 作为一个产业，无疑归属为互联网产业。以前，互

记者日前在小镇内亲身体验到，小镇

成的影响，
让他们觉得“哪怕只是看看

据记者了解，枫叶小镇是哈尔滨

一哄而上。
“对人口流入缓慢甚至是人

联网的资本通常都是国外的资本在追逐，现在是国内的资

虽然地盘不是很大，但却独有风格。

也挺好”
！所以，
来到这里的，
没有行色

市未来 3 年内将要打造的 21 个特色小

口净流出的小城市来说，
特色小镇、宜

本在追逐，所以 VR 的痛点大家还是非常明确的，即 VR 缺

整个楼群最高三四层楼，楼顶仿俄式

匆匆，
他们不是在挑，
而是在欣赏。整

镇之一。无疑，
枫叶小镇的率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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