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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保护
工业遗产的观念
在我省深入人
心，但是单纯保

护而不加以利用和开发，不
但浪费了工业遗产固有的
多重价值，也让工业遗产
保护的压力加大，难以取
得良好效果。

开发和利用工业遗
产，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绝非易事——开发过程中
存在短视行为、再利用进
程中难免同质化竞争、遭
遇瓶颈时难除固化的老旧
思维……

如何利用好我省丰富
的工业遗产资源？怎样充
分发掘其经济价值以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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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辽宁火车头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火车头公司”）总经理刘
春山还清楚地记得，15 年前，
在辽西某煤矿的大院里看到
的那个情景——KD6487 蒸汽
机车的“落魄样”“闲置了七八
年”“车身上长出的小树都有胳
膊粗了”。

这台产于 1943 年的蒸汽
机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还
能正常运转的 KD6 型蒸汽机
车，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联合国支援中国的 50 台机车
中的唯一现存。

这个不被重视“随便扔着”
的宝贝，让当时决定利用企业
转型闲置的蒸汽机车资源，开
发蒸汽机车旅游业才两年的铁
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铁煤集团”），又是
心疼，又是暗喜。

2004 年，铁煤集团用一台
当时正流行的上游型机车，以
物易物，让 KD6487 落户位于
铁岭调兵山的铁煤蒸汽机车博
物馆。

去年底，铁煤集团的蒸汽
机车产业累计实现收入 2306
万元，功劳簿上，“镇馆”14 年
的KD6487前排就座。

而它的原主人，几年前就
吃了“后悔药”。公开的、私下
的，通过各种途径，几次协商想

“加价”把它换回辽西，用它来
做当地发展工业旅游的“金字
招牌”。

“经过我们的发现、挖掘及
运营，KD6487 的经济价值才
得到显现，这个时候，我们当然
不会放手。”铁煤蒸汽机车博物
馆的拒绝，没有悬念。

近年来，像 KD6487 一样，
曾被漠视的工业遗存，因经济
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变身后受
人热捧的故事，在我省工业遗
产保护和利用领域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如何更加深入
地 挖 掘 工 业 遗 产 的 经 济 价
值，使之在推进我省经济结
构调整，促进城市、经济和产
业转型升级进程中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也成为业内热议
的话题。

工业遗产保护不易，开发更
难，这是业界共识。在我省，这样
的难点更加突出。

辽宁工业遗产点多面广，规模
宏大，遗存的设施设备高大又暴露
于室外，易受自然或人为破坏。不
论保护还是开发，资金投入缺口巨
大，来源有限且不足，仅靠地方政
府或企业财力难以为继。

守着金饭碗，真能没饭吃？答
案当然是否定的。

4月初，全国各大媒体相继刊
发“辽宁国企推出52个项目，加速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闻。已经提
交混改预案的刘春山，虽然没能在
这批名单里找到铁煤集团的蒸汽
机车产业项目，但是，明显加快的
辽宁国企混改步伐，让刘春山对公
司混改方案的获批充满期待。

近年来，刘春山和同事明显感
到经营压力在加大。新的经济环
境下，老的运营模式落伍；曾经红
火的消费项目，因消费者的需求变
化亟待更新；竞争对手变强了，正
在抢占市场份额……

资金投入需要加大，市场渠道
必须拓展，需要外力支援的内容太
多。办法何在？工业遗产的固有
价值，让“投资客”心仪已久。铁煤
集团改革思路一出，战略投资者通
过各种渠道，传递出寻求合作的意
向，让刘春山应接不暇。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完善
机制，规范动作，保护挖掘工业遗
产的投资价值，引导社会资本加入
开发利用的行列，工业遗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能得到更好的
发挥。”张天维的想法和铁煤集团
的思路不谋而合。

市场对有价值的商品，总是特
别敏感。共同开发的行列中不仅
有看得见的金融资本，摸不到的智
力资本的支持也在加入。资源规
划设计、文创产品开发、商业运作

创意园区……活水之源潮流喷涌。
3月13日，“跑男”们在鞍钢集

团博物馆与粉丝近距离接触，事后
几天，这消息仍是来馆里参观的年
轻人的话题。

年轻人的关注，让馆长车千里
很开心，“放在从前，我们肯定不会
同意在馆里做这样的活动。”长期
从事一项工作，固化思维难免。近
年来，随着知名度的提升，经济价
值的日益显现，一些单位开始频繁
地与博物馆接触，成为企业的“外
脑”。来自其他专业领域信息量
大、知识面广、前瞻性强的帮助，也
让车千里对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的
思路大开。“相信在我们的保护和
开发利用下，鞍钢的工业遗产能更
好地传承下去。”

不难看出，相比工业遗产保护
开发氛围的日渐浓厚，工业遗产投
资价值的日益显露，我省一些社会
力量参与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积
极性也在增强，但资本进入方式与
退出机制不健全、相关法规制定不
完善等因素也阻碍了这些资本参
与的热情。

对此，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
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认为，“工业
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
公共资源。吸引民间资本，鼓励
和创造条件，让社会资本投入公
共资源，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我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须。因
此，我省应该及早建立相应的鼓
励及约束机制，既要保证这些社
会资本完成公共服务的职能，还
要保证其投资属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只有这
样，我省才能在做好工业遗产保护
的同时，深耕工业遗产的投资价
值，让保护和开发利用同步进行。
让“过去”与“现在”携手，共往美好
未来。

深耕工业遗产投资价值，让保护开发不乏活水之源

工业遗产要注重保护利用，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

发现未来经济，让往日的辉煌“火”不熄
本报记者 唐佳丽 孙大卫

保护工业遗产的核心问题，就是发
现其价值并予以开发利用。只讲保护，
不谈发展，不但短视，也难有未来。

发现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许多地
区开始从工业旅游做起。去年 11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研究制定了《国家
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支持和
鼓励利用国家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工业
旅游项目，打造工业旅游线路。

工业遗产旅游资源是城市特有的
资源优势，带有较强的垄断性和地域
性。相对于“后知后觉地区”的行动，我
省的起步不算晚。从 2003 年起，我省
文化、旅游、工信、商务等部门就已联合
启动对工业遗产的普查、摸底等工作。
在对工业遗产资源进行市场化开发利
用时，许多地区早已涉足较易入门、经
济价值较为分明的工业旅游项目。但
是，时至今日，辽宁工业旅游取得的经
济收益与拥有的资源不大相符。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景点同质
化严重、旅游配套不足、旅游文创商品稀
缺等在其他文旅产业出现的问题，的确也
遏制了我省工业遗产游的发展。”省文化
和旅游厅的一名干部说。

对此，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张天维认为，“从产业分布上看，

我省各市的工业遗产中采矿业、制造业比
重较大，遗产形式相似。工业旅游部分项
目内容趋同似可理解，但是，相似不等于
相同，有些地区对本地工业遗产资源的唯
一性和独特性还相当‘无视’。”

而铁煤蒸汽机车博物馆对KD6487
的保护之举，正是对所拥有的工业遗产
资源唯一性和独特性的一种维护。

2002年，铁煤集团决定利用因运输
动力转型而闲置的蒸汽机车资源，打造
集蒸汽机车等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
游开发于一体的人文景区。

“在辽宁，哪家制造业企业还没几
辆旧车头。”但是，运营形式可以模仿，
资源的唯一性不可替代。铁煤蒸汽机
车博物馆决定打造景区之前，做过大量
市场调研，根据自身工业遗存优势，为
整个产业做好了立体发展规划。

有意识地保留企业原有的退役设备、
设施，利用因转型需要闲置的大量场区，
铺设能让机车运行的专线，拓展影视业
的“朋友圈”，拓宽景区面向海外自主经
营的发展渠道……“就凭这几项资源优
势，许多地方就和我们比不了。”刘春山介
绍说，“其他的‘独门秘籍’就更多了。”

这些资源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为景
区产业链的丰富完整和效益增长提供

了必要的保证。到去年底，火车头公司
的蒸汽机车旅游产业已接待中外游客
20多万人次，累计实现收入2306万元，
仅影视拍摄一项，就收入近千万元。

“当年，省内也有几个矿来这儿学
习，但是都没做起来。”让刘春山惋惜的
是未能统一利用的资源，“如果那些设
备都转给我们的话，肯定能物尽其用。”

“不能正确合理判定工业遗产的旅
游价值，不能发现本地区工业遗产的特
色，而是直接‘抄袭’同类产业的成功经
验，匆忙应用。”这些问题让致力于工业
遗产保护和开发研究的沈阳建筑大学教
授吕海平十分着急，“如果这样的同质化
竞争不加以制止的话，我省工业遗产旅
游经济价值的增长也很难实现。”

好在，被动的局面正在改变。旅顺
船坞、北票竖井、大连金刚石、抚顺露天
矿、阜新赛道小镇、本溪百年遗产群、鞍
钢红色经济出发地……如今，我省各市
都在努力挖掘和利用地区资源的独特
性。“在此基础上，各城市间也应考虑整
合旅游资源，未来，应在全省一盘棋的思
路下，高效利用客源资源，精心打造工业
遗产旅游的联合品牌，形成区域联动效
应，助力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市、
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张天维建议。

开发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让独特性和唯一性成为无价之宝

开发工业遗产资源，一般而言，需
要依靠具有特色经济竞争力的当地资
源。然而，对我省大多数资源枯竭型城
市而言，能为所用的特色资源十分有
限。因此，那些寻求工业遗产资源再利
用，让已经“废弃”的资源再次走上可持
续发展之路的探索，就显得弥足珍贵。

阜新新邱露天矿“矿坑变赛场、煤
道变赛道”的实践就是如此。

开采历史始于 1894 年的阜新新邱
露天矿，因资源日益枯竭，于 2001年宣
告破产，留下一处尘土飞扬、地质灾害
频发的工业遗存：面积 7.08 平方公里、
最深处超过200米的矿坑。

去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一项汽车
场地越野挑战赛，让沉寂多年的新邱露
天矿重新热闹起来。煤矿废弃矿坑内
办越野赛的新闻，在比赛结束后的一周
内点击量超50万次。

“金博士想出来的金点子。”在新
邱，提起这场比赛，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一个金点子，带动起一个新产业，
也为地区发展带来新生机。”新邱区委
相关领导表示。

“任何看似偶然的‘点子’，都是深
入调研、长期思考的结果，也一定是基
于明确的理论框架。”3月18日，露天矿
2号矿坑内，正带着一行人考察今年汽
车漂移比赛场地的金跃群告诉记者。

新邱露天矿破产当年，阜新市被国
家确定为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
转型试点市，新邱区也成为阜新转型先
导区。2018 年 6 月，在环保领域有“地
球医生”美誉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
科盛联公司，开始为新邱区编制《阜新
市新邱区环境治理修复规划方案》。

主持编制工作的公司总工程师金
跃群博士，走遍新邱每一个矿区的同
时，一直和区里共同思考一个问题：矿
坑周边环境治理修复后，这片土地能做
什么？煤炭资源枯竭后留下的工业遗
存，难道就没有资源价值？

一天，一名“玩赛车”的朋友来阜新
找金跃群叙旧。正忙着调研的金跃群
不客气地把他带到矿区，边走边解释自
己的忙碌和思考。站在高高的矿坑顶
边，这位朋友大发感慨，“这里简直就是
天然的赛车场啊！”高耸的矸石山、低洼
的采坑，原有的盘旋而下、坑洼不平的
作业路……汽车越野赛事所需的一切
场地资源，这里基本全具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长久的
调研与思考，让金跃群立刻抓住谈话中最
重要的信息，将这里改造成越野赛道，通
过赛事活动带动产业兴旺，拉长相关产业
链条，把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治理好的同
时，让工业遗产的固有价值充分释放。

如今，金跃群最初的设想不但已经

实现，而且还在深入拓展。“以赛事为核
心，集赛事、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文旅产
业链，开创矿山治理的新模式，实现生
态修复与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推
进。”在新邱，曾经枯竭的资源已成“富
矿”，可持续发展之光，正在燃亮。

这束光，也在我省其他地区闪耀。
“以鞍山钢铁工业遗产为基础，建

设鞍山工业旅游城。”鞍山人在构想。
“分区域、分水平建设生态景观展

示区和生态复垦试验区。”抚顺矿业集
团相关部门人员介绍。

“注重生态环保，使本溪湖工业遗
产群成为我市新的经济、文化亮点和惠
民福祉。”本溪市的规划表述得很明确。

在沈阳，铁西的老旧车间和厂区已
经改造建设成文化产业园、民俗文化
园、文创广场……

“我省许多地区没有停止寻求工业
遗产资源再利用、开发可持续发展产业
的步伐。”吕海平说，“产业用地的再利
用，能将工业地区的旅游、休闲等活动
与工业遗产的保护完美结合。这样一
来，不但可以保持地区活力，还能给社
区居民提供长期持续的就业机会和心
理上的稳定感。”

没有无用的垃圾，只有没被发现的
资源。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
正是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再利用的深意。

寻求工业遗产资源再利用价值，让兴旺的产业燃亮可持续发展之光

寻访辽宁工业史上的明珠（下）

新邱露天矿曾经的作业路将成为赛车道。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游客参观我国第一批进口蒸汽机车。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摄

鞍钢工业遗产群。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