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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土地闲置，人气缺乏，产业未成体系

兰州新区困局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兰州报道

年的发展，兰州新区的现实发展

有形成体系和集群， 缺乏人气，

与当时的期望仍存在较大落差。
2017 年底，《中国经营报》记

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新区更显
得萧索荒凉。

发展的重要路径，一直是地方政
府争夺的金字招牌。 2012 年兰
州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后，社

者前往兰州新区调查采访发现，
兰州新区交通不便，与周边老城

业内专家认为， 兰州新区
现实与预期存在较大落差是多

区在资源要素流动，联动发展方

方面原因造成的， 新区的发展

会各界对此发展寄寓了极大期
望，希望兰州新区发挥西北地区

面存在很大困难。 而新区内由于
大开大建，随处可以看到的是被

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
国家级新区含金量被稀释的现

重要经济增长极和转型示范平
台的作用。 然而回顾兰州新区 5

圈占起来的闲置土地和高高耸
立正待施工的塔吊，产业发展没

实困境， 以及旧有开发模式的
局限性。

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

兰州新区大开大建之后缺少人气，图为已经停建的工程。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登海摄影

“遥远”的新区

土地利用效率低

“以前只觉得兰州新区和兰州市区之间的距离很远，而当你坐上班车或大巴车去真正感受时才知道，其空间的距离和心理
距离都很远。 ”

业内人士认为，在土地政策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兰州新区土地相对
粗放利用，规模快速扩张的趋势将难以持续，在今后的发展中，急
需大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初到兰州新区， 最大的困扰

钟，而车辆到达接客点也需要 10

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建兰州新区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

就是交通不便。 新区与兰州市区
目前虽然已经开通了城际高铁和

分钟左右。
前不久刚从兰州新区调研返

式（PPP 模式）建设。
此前的招标文件显示，兰州新

司）《关于立即停止有轨电车项目
实施的通知》（[2017]2 号） 的文件

数条公交路线，但二者相距 70 公
里左右的路程仍然让人感觉“步
履维艰”。

回的方塘智库创始人叶一剑对记
者表示：“以前只觉得兰州新区和
兰州市区之间的距离很远，而当你

区现代有轨电车 1 号线一期工程
起于中心广场站， 线路全长
15.107km，2 号线一期工程修建纬

要求，目前项目施工活动已全面停
止，现予以流标。
兰州新区现代有轨电车项目

据了解，市区到新区的动车班
次单程运行时间需要 50 分钟，且
每天只有六七趟车次，新区车站距
离新区核心区较远，轨道交通难以
满足新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的日

坐上班车或大巴车去真正感受时
才知道，其空间的距离和心理距离
都很远。 ”
叶一剑就此表示，兰州新区如
果和老城之间的距离太远，是不利

一路站至经十路段， 线路全长 7.2
km，投资估算总额约 26.46 亿元。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由中国水
利水电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2017 年 2 月 15 日，中国电建招标

部项目总负责人白建华在受访时
表示，该项目在 2016 年年底、2017
年年初时正式停工， 停工原因是
接到了兰州新区的政府文件，而
对于该项目的建设程度以及具体

常出行的需求。
不仅是新区到兰州市区交通
不便，新区内也同样如此。 记者发
现，公交班次少，甚至不少地区还
尚未开通公交路线， 而出租车更

于聚集人气，如果没有人气，那么
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行各业是很
难成长起来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建筑的体量投入过大，就很容
易导致新区在开发过程中财务链

与采购网发布了项目流标公告。公
告内容显示：根据项目公司（中电

停工的原因， 白建华则不愿意进
一步透露。

是罕见。
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新 区 内 目 前 大 概 有 100 多 辆 出

条的断裂，这也是很多新区都面对
的问题。
其实， 对于兰州新区的交通

租车， 但是这些出租车撒落在
各个角落后， 在大街上几乎看

问题， 当地政府曾经也拟筹建有
轨电车予以解决， 不过这一项目

不到出租车的影子。“主要是车
少地广， 出租车投放太多根本

现在已经停工， 而对于停工的原
因兰州新区当地居民有各种说

无法获利。 ”
记者注意到， 滴滴打车等网
约车虽然弥补了一些出行的需

法， 但是新区管委会方面却闭口
不谈。
记者了解到，2016 年，兰州新

求，但是打车的时间成本非常之
高。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在新区
一些工业园区等地方使用滴滴
打 到 车 的 时 间 至 少 要 等 20 分

区 经 济 发 展 局 以 （新 经 发 投 资
（2016）69 号及新经发投资（2016）
70 号） 批准建设了兰州新区现代
有轨电车 1 号线及 2 号线工程，该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

利用地综合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的批

设立后社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兰州新区在成立后，也设定了较高

复》
（甘政函〔2013〕152 号），兰州新区
2020 年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80

的经济发展目标。
根 据 《兰 州 新 区 总 体 规 划

平方公里，规划低丘缓坡沟壑等未利
用地建设用地指标 48 平方公里。

（2011-2030）》，兰州新区将通过三
步走战略，到 2030 年使新区城市人
口规模达到 100 万人， 城市建设用
地规模约 170 平方公里，GDP 达到

《兰 州 新 区 总 体 规 划
（2011-2030）》实施评估报告显示，
截至 2014 年，兰州新区现状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62.8 平方公里（含已供

2700 亿元左右。 其中到 2015 年的
发展目标是新区框架、产业体系及

未建用地面积 9.3 平方公里），提前
实现 2015 年规划目标。城市建设用

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交通
及城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市建

地年均增加约 13 平方公里，远高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安排的年均 9.6

设用地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GDP
达到 500 亿元左右。到 2020 年的发

平方公里增长量。
同时，上述报告还表明，根据对

展目标是基本建成特色鲜明、功能
齐全、产业集聚、服务配套、人居环
境良 好 的 现 代 化 新 区 ，GDP 达 到
1000 亿元左右，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现状城乡建设用地的汇总统计，兰州
新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达 111.3 平
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506 平方米，
村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达到 264 平

约 110 平方公里。
如果按照上述数据计算，兰州新
区 2020 年生产总值目标相当于兰州
市 2011 年生产总值的 73%。 以 2011
年为基期年， 兰州新区到 2015 年、

方米，各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明显偏
大。记者了解到，《城市用地分类与规
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新建城市的

2020 年生产总值的预期年均增速分
别为 66%、43%，远高于同期甘肃省和

2015 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
印发《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

兰州市约 10%左右的经济增速。
而实际情况是，兰州新区 2015 年

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国家级
新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的 GDP 仅仅为 125.5 亿元，年均增长
34%，距离 500 亿元的目标差距甚远。

和节约用地制度，严控增量、盘活
存量，并强化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

缺少人气

在此背景下，2016 年，在《兰州
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度、土地投资强度、人均用地指标
的整体控制。

冠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之称的兰州联创智业园，虽然已经建成了 13 栋办公楼，但是目前仅仅
有 3 栋楼有企业入驻，而部分楼层入驻的企业独占一层楼，办公人员却寥寥无几。

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
划》）中降低了发展目标，《规划》明

2016 年，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
改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落实“十三

确指出，到 2020 年，新区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 400 亿元，年均增长 20%。

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
用面积下降目标的指导意见》，提出

一方面经济发展尚未完成规
划所期的相关指标， 而另一方面，

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
面积下降 20%的目标。

已经人去楼空的兰州新区有轨电车项目部。

“驱车行驶在兰州新区宽阔的

智业园， 虽然已经建成了 13 栋办

2020、2030 年分别达到 60 万、100

新城新区需要投入的建设资金比

马路上， 很少能看到行人的踪迹，
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
是空洞洞的楼盘和吊塔，被开采的

公楼，但是目前仅仅有 3 栋楼有企
业入驻，而部分楼层入驻的企业独
占一层楼，办公人员却寥寥无几。

万人口。 但是 2017 年 2 月 17 日，
甘肃省统计局发布的 《关于 2016
年全省人口变动主要数据的通报》

较大，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总
体偏低的城市是不利的。 同时，由
于地广人稀是中西部地区的普遍

山丘裸露着岩石，路边堆着建筑垃
圾，到了晚上，除了作为安置房的
彩虹城以及兰石集团的职工房外，
大部分楼盘都是漆黑一片。 ”此前
有媒体报道兰州新区时如是写道。

而在兰州新区另一个著名景
区——
—西部恐龙园，号称引进世界
顶级游乐设备及国内顶尖设计团
队打造集观光、旅游、度假、科技体
验展示为一体的国际化一站式 4.0

显示，2016 年兰州新区常住人口
14.28 万人，自增率 6.55%。 兰州新
区管委会对外公布的数据是现有
人口近 30 万人。
“当走入这里时会发现，30 万

特征，在新城新区要想在短期内集
聚起一定规模的人口也是比较困
难的。
为了带动人气，兰州新区也曾
想了一定的解决办法，从 2013 年开

而当记者走访一年后的兰州
新区多个大型项目时却发现依旧
如故。
秦王川城市湿地公园内，数名
建筑工人在景区门口作业，而景区
内人烟荒芜，数条人行走廊通向芦
苇深处，远处的芦苇草被风吹卷到
了天空， 一眼望不到边的景区内，
除了记者外，没有一个游客。 冠有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全国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之称的兰州联创

版乐园项目，但是也没有出现游客
如织的现象。
记者在探访兰州新区通达建
材博览城时也发现， 当地媒体在
2014 年曾报道项目招商发布会时
称，通达国际一期建材家居博览城
的招商入驻率已达到 70%，但记者
在现场看到，除了一楼的店铺开业
外，二楼整体上几乎为空铺。
事实上，按照规划设想，兰州
新区 2015 年人口要达到 30 万 ，

的人口在此根本感觉不到人流。所
以，就感觉这个地方很萧条。”叶一
剑对此感同身受，他在调研了兰州
新区后发现，兰州新区除了开发尺
度很大以外，很多空房子其招牌很
大，但内里缺少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
院院长、 首席专家刘士林认为，由
于兰州城市空间本身比较局促，可
能最初设置兰州新区的设想主要
是为城市发展拓展新空间。但建设

始，兰州市委、市政府机关及部分市
直部门和单位共 16 个部门、近 700
名干部职工正式移至兰州新区办
公，但巨大的行政成本让移至新区
办公的单位又陆续迁回市区。
此外，兰州市又实施“出城入
园”政策，鼓励市区工业企业向新
区搬迁，但大部分搬迁企业规模偏
小，转移企业也主要集中在制造环
节，产业层次不高，对新区整体发
展推动力度有限。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在
85.1 ~ 105.0 平方米 / 人内确定。

兰州新区建设用地的实际增长速

业内人士认为， 在土地政策发

度却很快。
依据《兰州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生转变的背景下， 兰州新区土地相
对粗放利用， 规模快速扩张的趋势

划（2011-2020）》以及《甘肃省人民
政府关于兰州市低丘缓坡沟壑等未

将难以持续，在今后的发展中，急需
大力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图为冠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之称的兰州联创智业园，虽然已经
建成了 13 栋办公楼，但是目前仅仅有 3 栋楼有企业入驻。

“兰州新区五年内不能触底反弹，就再也没有机会！ ”
文 / 王登海

2014 年一年时间， 国家连续批
复 5 个国家级新区，引发了对国家级
新区意义和作用的探讨。
兰州新区作为西北地区第一个
国家级新区，承载着至关重要的区域
带动作用，在突出改革创新的发展示
范作用方面必须承担关键作用。 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区发展基础薄
弱，对兰州市经济发展贡献比重还较
低，业内人士认为，兰州新区的发展
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国家
级新区含金量被稀释的现实困境，以
及旧有开发模式的局限性，在宏观经

济进入新常态和国家级新区政策普
适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级新区超常规
发展的历史难以重现。
“
如果在未来五年， 或者十年之
内， 兰州新区若不能触底反弹的话，
它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城市竞争格局
里面，就再也没有机会。 比如宁夏，还
有与它很近的西宁，以及周边被兰州

如何实现真正的触底反弹，并且
能在未来五到十年有快速的增长？
叶一剑认为，首先兰州新区内部
需要有自我的革新，包括对此地区的
认知，以及其战略共识的形成，还包
括省市对兰州新区明确的政策和资
金以及产业转移的支持，都要做出一
系列的政策制度安排。

的资源导入起决定因素。“
区域的转
型、成长、发展，最终一定是靠本地
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我革新， 再加
上外部市场的资源导入， 共同完成
区域的成长， 这也是触底反弹的真
正价值所在。 ”
此外，兰州新区是
“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的重要节点，现在已建成运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明确提出，
“
发挥陕西、
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
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
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
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

有助于获得国际化的资源和人口，关
键是怎么切入并从中找到自己真正
的战略优势。 ”刘士林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主任
刘澄则指出，
“
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中国
多个省市，兰州的开发开放要借助
“
一
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投资。 要

称之为小兄弟的地方，这几年都获得
了非常好的发展。 ”方塘智库创始人
叶一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兰
州新区不能快速突破， 就很快被反
超，
“
一旦被反超，在十年甚至二十年
之内，都很难再有机会让这个地方获
得成长。 ”

“
现在我们看到，兰州正组织把
市内的一些院校成规模地搬到新
区，以激发活力。 在我看来这是不够
的， 除此以外还需要有更综合的手
段去完成对这个地区的扶持。” 叶一
剑说， 其次是兰州新区在新一轮的
发展中， 能否获得来自于外部市场

营综合保税区、 中川国际航空港、中
川北站铁路口岸，兰州至中亚、南亚、
欧洲的国际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
营，因此专家学者都认为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兰州新区发展的
一次重要机遇。
2015 年， 国家发改委、 外交部、

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
交流基地。
“
国家提出和推进的
‘
一带一路’
倡议，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相互叠合，对兰州新区将是一
个巨大而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它可
以打开相对比较封闭的发展惯性，也

做到这一点， 首要工作是明确兰州新
区融入
“
一带一路”的产业定位。 从人
才、环境、土地等多个要素统筹，避免与
周边城市的重复竞争。 以几项核心产
业做大做细，求精不求全。 物流节点是
兰州的优势， 政策上进一步完善人才
引入和金融支持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