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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再过月余，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厦门举

行。这座海滨名城，正带着自信与从容，静心迎候
四海来宾。

城市，是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一座城市，如何自觉融入时代浪潮，以国家发

展为机，为国家发展助力？
一座城市，如何在城镇化巨变中坚守个性气

质，跳出发展中“千城一面”的窠臼？
一座城市，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出一条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厦门，正以积极的探索，破解中国城市的发展

之问。

特色鲜明的千面之城

既融入澎湃的时代发展大潮，又

坚守独特的城市核心气质，厦门在城

镇化浪潮中昂然挺立

硕大机翼掠过湛蓝的大海，飞机缓缓降落在
厦门本岛离大海咫尺之遥的机场跑道上。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初到厦门的人，第
一印象往往是宽广的海洋。厦门位于九龙江入海
口，古称“下门”，自明朝始筑，就与海相伴相生。

临海听风，气象万千。厦门，因其独特区位与
历史际遇，与近现代中国命运紧紧勾连。

——— 19世纪 40 年代，西方列强的舰炮敲开
了封闭的中国大门，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
一，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被迫向近现代社会艰难转
型。

——— 20世纪 80 年代，厦门成为全国经济特
区之一，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书写古老国度对外
开放的新篇章。

——— 21世纪初，位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交汇
点的厦门，正大踏步走向世界，拥抱未来……

厦门城市不大，面积仅 1600 多平方公里，是
副省级城市中最小的。但这座海岛小城，于风云际
会中紧抓机遇、勇担重任，逐渐崛起为一座有格
局、有追求、有魅力的特色之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于千
城一面，厦门是多维度的千面之城：她因灵动而魅
力多彩，因鲜明而彰显个性，因文化而别具韵味，
因开拓而格局一新。

这是一座既海纳百川又坚守特质的城市———
集美中学，因其独特秀美的建筑风格，被许多

人誉为传说中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厦门集
美学村触目所及，尽是红墙橘瓦、飞檐交接的典雅
建筑。

这里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倾力创办的教育
事业所在地，独有的“穿西装戴斗笠”式中西合璧
建筑形式，被称为“嘉庚风格”闻名于世。为了传承
城市文脉、留住历史记忆，岛外集美新城建设也全
部采用嘉庚风格。

“厦门是开放包容的，她乐于展示自己的美，
善于吸收别人的美。同时，她又有一定程度的‘保
守’，这种保守更多的是对自身特色的坚守和对既
有历史的传承，让个性不被城市化大潮所消解。”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说。

这是一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交融共生的城
市———

“中秋月，照纱窗，栏杆倚栏杆，相倚傍，心越
酸……”华灯初上，老剧场文化主题公园里，古老
南音《风打梨》娓娓诉说一段爱情故事。

老剧场文化主题公园的前身是始建于 1942
年的鹭江剧场。老城微展馆里的老照片、老物件无
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广场上老阿伯们围坐一圈，
闽南人的生活气息在功夫茶中流淌。“无论城市如
何现代，都要传承鹭岛的文脉，留住闽南人的乡
愁。”厦门市思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黄碧珊说。

不远处，“浮”在海上的“钢琴之岛”鼓浪屿，悠
扬的协奏曲从欧式建筑里流出。这座中西合璧的
小岛，有着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本月
获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历史国际社区”
再次吸引全球目光。

这是一座既安逸温馨又追逐梦想的城市———
环岛路边的“城中村”曾厝垵，被誉为“中国最

文艺的渔村”。在一家名为“大冰的小屋”的酒吧
里，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弹着吉他，用歌声诉说厦门
的闲适与安逸。

城市另一侧的厦门港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厦
门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步履匆匆，他们正为做大
航空维修“朝阳产业”而奔忙。片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熊衍良说，与昔日特区一样，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如今肩负着“创新探路”的光荣使命。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

赢”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厦门人。
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地下管廊”和“海
绵城市”双试点的唯一城市……厦门人，没有因温
馨的城市生活停下奋进的脚步，依然如祖先般拼
搏开拓，不断探索新的可能。

顺势而为的自然之城

顺应自然，遵从规律，胸怀大局，

厦门牢牢把握住城市发展方向

背山而立，远眺大海。一块紧邻城市核心区的
“黄金宝地”，总面积 40 公顷，土地出让价值超百
亿元，如何开发？

厦门的选择是——— 圈起来“养鸟”。
为了保护好被称为中国最美丽夏候鸟之一的

小生灵，厦门于 2011 年成立了五缘湾栗喉蜂虎自
然保护区。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设立自然保
护区，厦门的惊人之举开一时风气之先。

“面对商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之争，厦门顺应自
然、保护生态的理念，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厦门市
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余进说。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
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厦门在狭小土
地上，先后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厦门中华白海
豚自然保护区、厦门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厦门
文昌鱼自然保护区……

得失方寸间，弹指乾坤大。著名华裔建筑师贝
聿铭有言：“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建
筑，而是规划。”

城镇化浪潮下，土地资源日益稀缺，人地关系
高度紧张。是继续粗放型扩张，放大城市边界做大
城市规模？还是有守有放，坚持城市应有的人居价
值与生态底线？厦门坚定选择了后者，守护一方诗
意栖息之地。

“厦门人把绿色当成财富，对自然很友好。”孟
加拉国留学生孟山在中国待了 5 年，对厦门的“规
划秘诀”十分赞赏。

城市空间虽小，手笔却大：全市近六成土地面
积划作生态屏障区，禁止大规模开发建设——— 顺应
山体、丘陵、溪流、湖库、海岸形成的山海连接廊道，
厦门主动划出红线，避免城市空间无序蔓延。依托
背山面海的自然格局，厦门打造内陆山区“绿色”森
林生态屏障和近海海域“蓝色”海洋生态屏障。

“厦门面积本来就小，划出生态红线后，全市
可用建设用地只有约 600 平方公里，还比不上北
京五环内的面积。我们就是要学会‘螺蛳壳里做道
场’，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好、利用好。”厦门市规
划委副主任任国岩说。

良好的规划，贯通历史和现实，引领着城市的
未来。

城市规划众多，不同类型的规划体系相互“打
架”，是不少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对比发现，过去不同部门制定的厦门城乡规
划和土地规划，差异图斑竟然有 12 . 4 万块，一些
建设用地指标不能直接使用。由于规划依据相互
矛盾，部门意见无法统一，导致项目审批难、落地
难。”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亮信
坦陈。

以更高起点、更高站位谋划城市格局，把脉发
展大计——— 厦门大刀阔斧进行“多规合一”改革。
融合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总体规划等多部门空间性
规划，形成了以生态为本底、承载力为支撑基础的
全市域统一的综合空间规划体系。

规划引领，立法保障。2014 年，厦门市人大审
议通过《美丽厦门战略规划》，以此为引领创新实
践“多规合一”，明晰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城
市建设主要思路。

多年来厦门坚持一张蓝图管到底，一茬接着
一茬干，不折腾、不拧巴、不较劲，让人与自然、人
与城市、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生产、生活、生态有机
相融。

厦门的城市智慧，更体现在城市巨变中从未
迷失的文化底蕴里。

在曾厝垵最东头，一条马路明显分为两段：往
东一段宽阔平整，往西进村口则是“城中村”味道的
小路。正是这“城中村”保住了曾厝垵的“文艺范”。

“当时，曾厝垵面临拆迁问题，已经拆到这个
路口了。”思明区滨海街道副主任杨邑新说。是一
拆了之、开发房产，还是整合资源、转型升级？思明
区纠结过。

2013 年，曾厝垵被列为“城中村”转型试点。
昔日蒙尘的闽南古厝、渔村文化得到发掘整理，
在政府引导与社区共建下，既保护原生态的渔村
历史风貌，又注入时尚多元的文化创意内容。

城市发展浪潮中，厦门就这样守住了诸多历
史文化底蕴，留住了城市静气。

创新发展的跃动之城

以改革为使命，以开放为动力，

厦门凭海临风激流勇进

夏日的环岛路风景如画，数字“98”造型的巨
大金钥匙屹立海边，熠熠生辉。每年 9 月 8 日，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都会在厦门举行，上万客
商于此追逐创富“金钥匙”。

站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远眺，天高海阔、澄碧
万里。曾经人稀船少的边海之地，如今已变身开放
前沿。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办事大厅
人来人往，彰显出这个新生试验区的活力。“一照
一码”商事制度改革、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改
革……在厦门片区，多项改革措施走在全国前列，
企业注册、经营、通关更加便利。自 2015 年 4 月挂
牌至今年 6 月，片区累计注册企业 2 . 75 万家，注
册资本 4600 多亿元。

“如果说经济特区过去一定程度依靠政策红
利，今天则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持续创新释放发
展活力。惟有不停闯、不停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创造新优势。”厦门市长庄稼汉说。

沟通台海，连通世界。融入国家全新的对外开
放格局，厦门视野更加广阔。从海沧港区始发的中
欧(厦门)班列，已先后开通波兰罗兹、德国纽伦
堡、荷兰蒂尔堡、俄罗斯莫斯科 4 个终点站，且通
过海铁联运延伸至台湾地区，对接东盟，形成海陆
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携手”。

开放，海纳百川；改革，快马加鞭。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叶建明清楚记得，

2015 年的一天，厦门市发改委突然交给他们一项
课题：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评估厦门
营商环境。

“用世行指标对标营商环境，全国没有先例。”
叶建明颇为疑虑，世行评价体系主要依据企业家
评价，企业“吐槽”，政府真能“纳谏”？

厦大课题组由此提交了一份“刀刀见骨”的报
告，原汁原味反映了企业感受。比如，开办企业必
须刻印公章，不仅费用近千元，且耗时少则一周多
则半个月。

刀刃向内，大力除弊。厦门以问题为导向，“动
真格”优化营商环境：以公章刻印为例，几经“博
弈”，该业务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企业刻章“就地可
办、立等可取”，费用极大降低。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局长张祖康说：“在对标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过程中，城市的管理部门不断跳
出自我意识，强化服务自觉，持续为厦门魅力注入
源头活水。”

对标不息，改进不止。经第三方机构评估，
2016 年厦门营商环境相当于全球经济体第 40 位
水平，比 2014 年上升了 21 位，位居全国城市前
列。

“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托关系不如自己办。”来
自安徽的“新厦门人”、在厦门创业二十余年的人
人联盟电子商务公司总裁张军说。上世纪末，他只
身一人来厦门谋生，从打工、跑销售干起，如今拥
有自己的酒店，设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在这里扎
根，不想走了。”

在改革中破题，在发展中思索。谈起厦门经常
被“拷问”的“短板”，经济规模偏小是其中之一。全
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厦门经济体量最小，去年
GDP 不到 3800亿元。

曾几何时，厦门也面临“做大”的压力与冲动。
多年前厦门有意引进一大型 PX 项目，每年可以
增加数百亿 GDP，但最终政府尊重群众意愿，审
慎评估利弊，放弃了这一项目。长期作为城市主导
产业之一的化工业被“忍痛割爱”，产业结构得到
逐步调整。

软件业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 软件和信息
服务产业已快速跻身千亿产业链之一，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 1102 亿元。在厦门岛东部的软件园二
期，仅 1 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入驻了上千家软件
信息类企业，聚集 6 万多员工；岛内发展饱和，软
件园三期又在岛外高起点布局，规划面积达 10 平
方公里，已有 500 多家企业进驻。

服务业、高科技发展呈现加速态势——— 去年，
全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9 . 1%；国
内外游客赴厦人数达 677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968亿元；会展经济也热火朝天，各类会展达 200
多场。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225家，占
福建全省总数的一半。今年前 5 月，规模以上高新
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 67 . 7%。

新发展战略、高新产业导向，既是形势使然，也
是自觉追求，一个跃动之城正呈“跳跃发展之势”。

“城市竞争中，厦门参加‘举重’比赛没有优势，

但参加‘选美’比赛当仁不让。”裴金佳说。

共建共享的人人之城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涵

养城市人文精神，打造共同参与的

人民城市

今年 1 月，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亮相厦
门。这条全程高架的空中自行车道全长 7 . 6 公
里，宛如一条绿色长龙盘踞在空中。

设计师原本把骑行路面设计为橙色，征求
意见时市民积极参加，微信点击量迅速过了 10
万+，多数人在留言中要求改成绿色。最后专家
组认为，厦门炎热时间较长，用绿色标识更有清
爽舒适之感，市民意见“胜出”。

城者，盛民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做
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厦门市民爱管事、会管事。他们眼界开阔，
提建议的参照系往往是看齐一流名城，“你看看
人家新加坡、香港……”

“这是一座人人城市，富有参与共治精神的
厦门人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朱水涌说。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与城是冷漠相
向，还是良性互动？人与人如何友爱互助，城市
如何引领市民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这是一座城
市必须面对和破解的课题。

2016 年 9 月，超强台风“莫兰蒂”正面登陆
厦门，全市大面积停电停水，交通瘫痪、通信受
阻。灾难面前，市民们互帮互助并纷纷走上街
头，恢复家园：3 天，厦门城市干道、高速公路恢
复通行；5 天，145 万停水户正常供水；6 天，62
万停电户全部恢复供电；10 天，65 万株倒伏树
木完成清理、植活……

“‘莫兰蒂’台风是对厦门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
的一次检验。全体市民用行动证明，厦门最美的
风景是人。”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重耕说。

灾难面前，厦门全城紧急“总动员”；日常生
活中，厦门的文明“惯性”常令外来者赞叹：“垃
圾不落地、清新又文艺”成为共识，“垃圾分类”
教材已经进校园；全市注册志愿者达 40 多万
人，“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蔚然成
风……

文明并非与生俱来，需要点滴积累、长期培
育。

城市在巨变。适应“单位人”变“社会人”的
新形势，管理在“升级”。一项“美丽厦门共同缔
造”行动在厦门展开，深入到村居街巷。政府主
动搭建平台，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享，逐步形
成人人参与城市治理的和谐局面。

既是一市之民，更是一城之主；既接受管
理，又参与管理。在厦门生活了 14 年的台胞马
克观察到：社区里不少居民经常给公共区域的
花草浇水；看到路口有人摆摊骗人，市民会通过
市长热线、街道社区等种种途径“检举”……“厦
门人的素质不断提高。”马克说。

法治也成为推进文明的重要手段。日前，厦
门市人大常委会对《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文
明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二审。该草案建立正
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突出“反哺”理念，加大对美
德善行的褒奖力度，也多措并举治理陈规陋习，
以实现不敢为、不想为的施策效果。

市民热爱城市，城市增进分享。
历经 30 多年高速发展，厦门的城市人口已

膨胀到近 400 万，面积 100 多平方公里的厦门
本岛尤其拥挤，一度房价上涨过快，交通逐渐拥
堵。

以人定城、重点突破；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顺应百姓新期待，厦门正在新一轮发展中积极
探索———

住，今年开工建设各种保障房 4 万多套，这
将超出过去 10 年总和，未来 4 年计划建成保障
房地铁社区 10 万套以上；

行，开工建设 6 条地铁，长度达到 275 公
里，结束厦门没有地铁的历史，极大提高交通效
率；

教，均衡学校资源，进一步解决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就学问题；

医，引入高端医疗，推进分级诊疗，加强社
区医疗；

……
“人民城市为人民。”裴金佳说，“我们正以

建设‘五大发展理念’示范市为目标，切实遵循城
市发展规律，努力打造‘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的生动样本。” (记者刘亢、郭奔胜、张旭东、
项开来、林晖、许雪毅、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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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城市，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火车头”。伴随城
市中国的到来，做好城市工作
是时代的课题、人民的期待。

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以
其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亮丽
的城市发展图景，昭示着中国
城市蝶变的密码。新华社记者
近期走进厦门，寻觅开启中国
城市未来之门的钥匙。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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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5 月 21 日航拍的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附近景色。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新华社评论员

城市，投射人类文明
之光。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建设和谐宜居、富有
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
城市，事关国家未来和人
民福祉。

在城市发展波澜壮阔
的时代进程中，有一座城
市，以其独特气质和人文魅
力，在我国东南沿海熠熠生
辉，她就是厦门。如何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
道路？厦门的探索与实践，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样
本，带来深刻启迪。

“日新之谓盛德”。改
革创新始终是城市发展的
不竭动力。作为改革开放
之初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厦门发展的一大鲜明品格
就是锐意创新。近年来，从
力促“多规合一”到推进跨
岛发展，从率先实施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到加快打造
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主导的产业体系……在改
革创新的时代大潮中，厦
门不断绽放夺目的发展亮
色。实践证明，只有把创新
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厚
植创新土壤，释放创新活
力，城市发展之路才能走
宽、走深、走实。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
之理，城市建设贵在尊重
规律、协调发展。城市发展
不是摊大饼，城市规模要
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
应，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
标”。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顺山顺海顺势”的规划理
念、守护文化底蕴的历史
远见，让厦门得以实现生
产、生活、生态的和谐共生。

如今，骑楼大厝与现代楼
宇间，历史文脉在多元文
化中传承，协调感体现于
城市的方方面面。厦门之
美提示我们，有协调发展才有多彩城市，这是
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碧海、蓝天、绿树、红花、白鹭……绿色构
成了厦门的底色。依托自然禀赋，厦门以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打造生态
廊道、蓝色海洋，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环保产
业。厦门这抹绿色，恰是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
一个缩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最大
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人与自然才能和谐
相处，城市才会美丽宜居。

开放决定城市格局和发展边际。凭海临
风，厦门从不缺少开放的精神。作为我国境外
资本重要聚集地、对外贸易重要口岸，厦门一
直走在对外开放前列。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自贸区建设等不断推进，厦门已经迎来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敞开胸怀，走向世界，城
市就能开拓发展新空间，增创发展新优势，更
有信心与底气去赢得未来。

“城，所以盛民也。”人民城市为人民，是
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厦门人，
城市意味着家的温暖、心之归属。厦门之美
的核心奥秘是以人为本，汇聚众人之愿、之
智、之力。新形势下，创新城市治理方式，需
要坚持共享发展、弘扬共享精神。以共谋、共
建、共管、共治、共评、共享的实践，统筹好政
府、社会、市民等主体，城市发展方能凝心聚
力，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

不久前，鼓浪屿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金
秋九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又将在
厦门拉开帷幕。解码厦门，思考厦门，也向世
界打开了一扇读懂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窗
口。我们相信，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我国城
市发展必将书写更加精彩的答卷，城镇化进
程必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以
新
发
展
理
念
开
创
城
市
美
好
未
来

■新媒链接

扫描二
维码，看看厦
门到底有什么
别样的魅力。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