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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密集推动
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建设风起云涌
本报记者 钟文 朱晨辉 何芳

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度推进和
特色小镇建设的持续升温，军民
融合特色小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并得到各地方政府的广泛
欢迎。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色小镇
和军民融合都是国家战略部署，
两者强强联合，对进一步推进产
业深度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军民融合特色小镇
密集布局
近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国新办举行的就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设发展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军民融合方面改革迈出
实质性步伐，党中央决定设立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加强对
军民融合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
全国军民融合特色小镇正成
燎原之势。记者从相关渠道获
悉，贵州安顺正打造以航空动力
产业驱动、三线建设与军工文化
为特色底蕴的航空特色小镇；在
江西大余，总投资 50 亿元的军民
融合产业小镇项目落户，成为当
地有史以来最大投资项目；在陕
西西安，我国首个“空天地海”无
人系统特色小镇项目已启动建
设。
除了各地政府对打造具有军

民融合概念的特色小镇充满热情
外，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也快速
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中国保利集
团与广东肇庆市合作，在广东肇
庆高新区打造广东省内首个军民
融合产业小镇；华夏幸福与安徽
合肥市合作，打造以航天文化、军
民融合、产城融合、绿色生态为特
色的智慧科技城，其核心就是航
空智慧小镇。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
员王泠一表示，目前，中央出台了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
发展的意见》、
《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等
多项政策，极大动员了地方力量
和民间资本的参与热情，军民融
合发展已经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
战略。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全国已出现 100 多个军民融
合协作区、示范基地和科研中心，
涵盖航空航天、船舶车辆、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深海极地等具有战
略价值的骨干行业，全要素、多领
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格局正在形成。

不同区域
具有不同产业特色
业内人士分析，军民融合小
镇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
色。如陕西西安、贵州安顺，以航
天产业为带动的航空类特色小镇
正在崛起；而在北京、广东肇庆等
地 ，则 偏 重 文 化 生 活 ，集 军 事 博

物、军训拓展、特色运动、旅游休
闲、军民产业园等多种业态的军
民融合产业小镇正在形成。
在浙江杭州钱塘江北岸西南
方向公馆山脚下，有一个叫“云栖
小镇”的地方，在这里“特色+军
民融合”已经成为一张特有的名
片。
作为特色小镇的发源地,浙江
在军民融合特色小镇方面也走在
全国前列。早在去年 6 月份，浙江
省经信委发布的《浙江省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
明确，要建成军民融合相关领域
特色小镇 5 家以上。浙江省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主要围绕航空航天、船舶
工业、核电关联、信息经济、节能
环保等领域，推动特色小镇培育
建设。
新型城镇化金融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中文旅特色小镇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何
忠华表示，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增
添了小镇产业的发展后劲。以浙
江省台州市的无人机小镇为例，
其依托本地的地理信息产业及军
民融合模式，推动彩虹无人机基
地成功落户，促进了产业转型升
级，初步形成地理信息产业特色
链条，
后劲十足。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与浙江台州无人机小镇
不 同 ，北 京 延 庆 旧 县 镇“ 双 拥 小
镇”则更看重文化内涵。中共延
庆区旧县镇党委书记郭铁石介
绍，传承红色历史，打造“中国双

拥小镇”品牌，成为旧县镇发展镇
域经济的重要战略。结合“双拥
小镇”品牌建设，旧县镇建立了盆
窑村陶艺产业基地和龙湾国际露
营基地，探索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项目的新模式。
北京设计学会副会长、北京
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张
继晓则认为，军民融合小镇的核
心主题是“军民”，旧县镇要充分
发掘“双拥小镇”的元素，与 2022
年冬奥会和 2019 年世园会结合起
来做好策划。

军民融合小镇
未来前景可期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军地
联手是加快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发
展的关键。
6 月 8 日下午，
在西安，
一场军
地联手共建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
大戏正在上演。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北方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
新型房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
西安兵工特色小镇。据介绍，小
镇 项 目 规 划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2500
亩，
总投资约 150 亿元。
看好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发展
前景的不只西安，在四川，罗江县
正雄心勃勃布局年营业收入超
500 亿元的军民融合产业体系，打
造以军民融合为特色的宜居宜业
小镇。罗江县有关负责人对记者
直言，通过 5 年的发展，力争全县
军民融合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 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军民融合和特色小镇都
是国家战略，是“十三五”期间发
展的重点领域，具有明确的政策
导 向 ；另 一 方 面 ，军 民 融 合 的 发
展，也为资金实力雄厚的民营资
本打开了一扇进入军工行业的
门，极大的激活民资的活力。多
重因素将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形成
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各方投
资力量，未来必将形成一个个巨
大的产业发展平台。
何忠华认为，依托军民融合
产业建立特色小镇，能够实现国
防建设、经济建设、城乡一体化建
设和国防教育建设的多赢，
“一石
多鸟”，发展前景可期。
“与军民融
合产业基地相比,特色小镇作为产
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与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抓手,在机制上更加灵活。”
何忠华表示。
虽然前景广阔，但也不能盲
目上马项目。对此，何忠华表示，
把特色小镇等同于特色镇、视为
景区开发、当成园区建设或美丽
乡村建设的并非少数。军民融合
的开放性和战略性，既可纠正认
识偏差，又能校正发展误区。与
此同时，应倡导合理规划，避免盲
目跟 风 ，
“ 政府引导 ”与“市 场 引
导”务必有效结合。
宋清辉也有相同观点，他认
为，目前特色小镇建设已经出现
过 热 现 象 ，要 防 止 打 着“ 军 民 融
合”幌子搞新一轮“造镇运动”。

军民融合产业技术多举措突围
军工类高校背景小镇优势明显
本报记者 朱虹

随着全国各地建设军民融合特色
小镇浪潮的兴起，一些相关技术转让
方面的制度性和限制性问题也凸现出
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
到，具有军工类高校背景的相关小镇，
拥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发展前景
广阔。专家表示，除了与涉军类高校
及科研院所紧密联系外，军民融合特
色小镇要想技术突围还需要解决好相
关配套难题。

军工类高校背景小镇
成“香饽饽”
在国内诸多军民融合特色小镇
中，西北工业大学“翱翔小镇”暨无人

机产业化基地备受业内瞩目和看好，
因为该小镇不仅是国内首个“空天地
海”无人系统特色小镇，而且还是由西
北工业大学联合西安西咸新区沣西新
城、西安科为航天科技集团共同建设，
有着西北工业大学雄厚的技术力量支
持。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本昭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西北工业大学“翱
翔小镇”是我国首个以“空天地海”无
人系统产业为核心的“科教产融”创新
示范小镇，其中，
“ 空”是指无人机产
业，
“ 天”是火箭、微小卫星产业，
“ 地”
是服务机器人产业，
“ 海”是水中无人
系统产业。因为西北工业大学本身具
有“三航特色”，是以航空、航天、航海
为特色的国家重点大学，并成立了与

“三航”相关的无人系统技术研究院，
研究院将学校的无人系统相关资源整
合完成之后，再在“翱翔小镇”做相关
孵化和转化的相关工作。
业内人士指出，军民融合特色小
镇与国内其他特色小镇最大的不同是
技术和产业的独特性，因为涉及军工
产业，所以也面临着转让方面的一些
制度性和限制性问题，同时还有一定
的生产安全性问题。
对此，杨本昭直言，其实在全国范
围内，涉军类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还是
比较多的，一些当地政府如果要打造
军民融合类的特色小镇，需要与上述
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广泛紧密的联
系。因为军民融合包括“民进军”和
“军转民”两个方向，而技术的源头都
在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像西北工业

大学，既有“民进军”的技术，也有“军
转民”技术。所以，当地政府和小镇管
委会在小镇建设规划过程中，应与当
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紧密合作，那么小
镇的建设就会更容易一些，成功率也
会大很多。

多举措
进行技术突围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军民
融合特色小镇技术突围首先需要做好
顶层设计。因为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军地两大
系统和多方利益关系，需要统筹谋划
和推进。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