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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特色小镇
(部分)

杭州云栖小镇
“ 特色
特色+
+ 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
”已成云栖的一张
特有名片 。 按照规划
特有名片。
按照规划，
，云栖小镇将重点
发展云计算应用，
发展云计算应用
，加快构建云栖“ 云 ”产
业生态。
业生态
。
宁海滨海航空小镇
小镇位于宁波南部滨海新区下洋涂
区块，规划面积 3.58 平方公里
区块，
平方公里，
，核心区面
积 1.18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远期结合产业发展将
扩展到 6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
南京北斗小镇
小镇依托北斗、物联网
小镇依托北斗、
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
术手段
，重点打造新业态下的智慧城市
重点打造新业态下的智慧城市，
，
突出产城融合和行业应用。
突出产城融合和行业应用
。一期北斗应
用示范区项目重点表现北斗在智慧办
公、无人驾驶等几十个重要领域的应用
无人驾驶等几十个重要领域的应用。
。
西安翱翔小镇
项目规划占地 5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
预计总投
资 350 亿元人民币
亿元人民币，
，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沣
西新城核心区。
西新城核心区
。 依托西北工业大学在
“ 空天地海
空天地海”
”无人系统领域的优势
无人系统领域的优势，
，将成
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教特色小镇。
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教特色小镇
。
西安兵工特色小镇
兵工特色小镇总投资 150 亿元
亿元、
、规
划用地面积约 2500 亩 。 小镇将以兵器
基地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为基础，
基地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为基础
，建设
以产业配套商务区、
以产业配套商务区
、特色商业中心为主
的军民融合产业配套设施。
的军民融合产业配套设施
。
四川罗江县金山镇军民融合特色小镇
依托成德绵经济带，
依托成德绵经济带
，发展以新材料
发展以新材料、
、
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为主的军民融合产
业，着力打造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
着力打造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
，
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
重庆军民融合特色风情小镇
由中润国投 ( 北京
由中润国投(
北京)) 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福缘实体联盟等企业共同投资开
发 。 该项目以“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
”和“ 特色小
镇”政策为切入点
政策为切入点，
，打造军民融合特色小
镇。
华夏幸福航空智慧小镇
由华夏幸福与安徽合肥市合作，
由华夏幸福与安徽合肥市合作
，以
航天产业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为主
航天产业、
导，以航天文化
以航天文化、
、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
、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
、绿
色生态为特色的智慧科技城，
色生态为特色的智慧科技城
，其核心是
航空智慧小镇。
航空智慧小镇
。
黎阳航空小镇
小镇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小镇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
脱胎于三线
建设的军工企业 ，建设总规划面积 8400
建设的军工企业，
亩，
分三期建设。
分三期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个
集研发、
集研发
、生产
生产、
、生活
生活、
、文化
文化、
、娱乐
娱乐、
、休闲
休闲、
、旅
游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航空小镇。
游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航空小镇
。
肇庆·保利军民融合产业小镇
小镇占地约 5000 亩 ，总投资 100 亿
元，将围绕着“一轴三区
一轴三区”
”的规划结构
的规划结构，
，以
“ 一轴
一轴”
”军民融合大道串联起“ 三区
三区”
”
（国
防主题公园、
防主题公园
、军民融合产业园
军民融合产业园、
、文化主题
小镇）
小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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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建设投资解密：
国资民资多种方式融合
本报记者 朱虹

国资与民资多种方式相融
合，已经成为国内诸多军民融
合特色小镇目前建设投资的主
要方法。专家表示，通过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企业债
券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民营
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成
为发展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有
效方式。

国资民资融合投资
特色小镇建设离不开投资，
据记者了解，
国内诸多军民融合
特色小镇目前建设投资的方法
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军
工央企投入为主，
也有上市公司
进行投资。第二种是政府设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例
如西安市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引导基金，到 2018 年总规模
达到 20 亿元。第三种是金融机
构等主体发起成立的母基金。
例如网信军民融合母基金的网
信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第四种
是产业招商过程中的其他资金
投入。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
建国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在军民融合特色小镇发展方面，

只要符合以下的趋势都是好的
方式和有效的方式，即：通过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企业债
券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民营
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通过
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载体平台，
切切实实地促进军民双方全要
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
发展。
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
教授冯华对记者表示，
军民融合
特色小镇不同于国内其他类型
的小镇，建议用产城融合、产城
一体的思路，
重点发展与高新技
术有关的新兴产业，
一定要突出
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产业特色，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投资方
面要有长远发展的意识，
不要急
功近利。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
本昭表示，在融资方面，特色小
镇融资方法各地做法都不一
样，因为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
也都不一样，有政府直接投资
的 ，有 民 营 资 本 直 接 主 导 的 。
在杨本昭看来，用多种方式混
合来做会更容易一些。其中由
政府来引导，在谈判方面会更
容易。此外，金融机构等主体
发起成立母基金也是一个很好
的方式，它对于提振投资人的

信心有好处。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也对
记者表示，
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导基金方式可能更为有效，
它
不但有助于小镇建设项目的资
金难题，
而且还有助于发挥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小镇
建设保驾护航。

央企频频布局小镇
此外，
央企主导建设军民融
合特色小镇也颇为业界关注，
尤
其是中国保利集团，
更是动作频
频，
不断布局。
近 日 ，中 国 保 利 集 团 与 肇
庆市政府正式签约建设肇庆·
保利军民融合产业小镇，这标
志广东省首个军民融合产业小
镇项目和国防教育培训基地项
目落户肇庆。肇庆·保利军民
融合产业小镇是发展集军事博
物、军训拓展、特色运动、旅游
休闲、军民产业园等多种业态
的复合型项目。军民融合小镇
预计总投资 100 亿元，项目占地
约 5000 亩。
由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保利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建设的青岛西海岸新区保利
国防军事文化体验小镇，也于
2017 年 5 月签约，开发建设全面

启动。保利国防军事文化体验
小镇总投资约 400 亿元，主要建
设保利国防公园、保利军民融合
产业园、军工企业总部聚集区、
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展、国际防务
论坛、特色旅游产业小镇等,打
造青岛新地标,还有望引入院士
专家团队。
除了由一家央企主导建设，
国内还出现了企业联手打造的
军民融合兵工特色小镇。2017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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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将在位于经开
区的西安兵器工业科技产业基
地内，
合作建设西安兵工特色小
镇。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多元主体参与”的
创建模式，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同
中国新型房屋集团拟合作开发
兵工特色小镇，总投资约 150 亿
元，
在西安兵器基地范围内共同
打造总用地面积约 2500 亩、全
国独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兵工特
色小镇。
“国内一些央企都在做自
己的小镇，
因为本身技术转化需
求是针对市场方，
而企业本身是
代表市场，
因此以企业为主导来
建设特色小镇，可能更容易对
接。
”杨本昭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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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二版）其次，要做好体制制
度保障。军民融合发展方面，仍存
在指导关系不顺畅、主体权责不清
晰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等薄弱环节，
迫切需要构建职责明晰、分工明确
等的体制机制。再就是做好法规
保障。法规建设是军民融合的基
本保障，为确保军民融合式发展有
序推进，
须加大法规建设力度。
“军民融合产业小镇应该以技
术创新进行技术突围，这也是产业
小镇的必然选择。”著名经济学家
宋清辉对记者表示，这类小镇面临
着转让方面的一些制度性和限制
性问题，还有一定的生产安全性问
题，这些问题亟须引起政府部门的
重视，需要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
以供给侧改革推进制度性等问题
的解决。
市场分析人士也纷纷支招，军

民融合特色小镇还可采取以下技
术突围的解决办法：例如设立转让
基金，建立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联
盟，
以及回避涉密项目等。
宋清辉认为，建立军民融合高
技术产业联盟是技术突围可取的
解决办法。但如何充分发挥军民
融合高技术产业联盟的撬动作用，
是摆在“联盟”
面前的待解之题。
杨本昭也表示，目前一些产业
联盟还是比较“虚”。有的是采取
短期的会议形式，有的信息发布也
不是以“点对点”的形式来进行，而
真正技术的转移需要“点对点”的
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才能发现一
些闪光点或者是合作的可能性。
技术的转让和需求，如果没有专业
的服务机构和专业的人员来对接，
实际上还是很“虚”
的东西。
“相比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技

术转让基金是比较有用的。因为
技术转让基金是有针对性的重点
扶持相关项目。回避涉密项目方
面，因为合作的时候，肯定也会考
虑对方的保密资质是否存在。”杨
本昭坦言。
杨 建 国 指 出 ，其 实 技 术 突 围
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的利益共
享。从这个关键出发，无论是设
立转让基金，还是建立军民融合
高技术产业联盟，只要能更好地
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能够
用市场的力量来带动军民融合小
镇的发展，其实都是可取的。但
当下的问题在于，在很多新兴产
业方面，无论是信息沟通、税收优
惠、融资投资、风险补偿等都缺少
一套成熟的模式，对于融合产业
小镇发展来说，需要在技术突围
的同时，解决好这些配套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