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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源、空间进入存量时代，
城市该往哪里突破，又该如何发
力？南京主城鼓楼将给出新答
案。

本周四，2020中国（南京）
未来城市创新峰会暨幕府创新区
产业发布会将如期举办。备受关
注的幕府创新区空间规划、产业
规划和发展思路，将在会上正式
发布。

幕府创新区，即过去传统概
念上的鼓楼铁北地区，其北依幕
府山、南沿沪宁铁路、西起大桥南
路、东接栖霞玄武，包括小市、幕
府山街道和宝塔桥街道的大部
分，区域面积 13.8 平方公里。
作为南京重要的工业区，这里曾
一度因工业而兴。

过去几十年里，城市的发展
重心集中在中心城区，铁北片区
虽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主城，但无
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它都既不像
主城，又不像郊区。一条铁路，成
为发展与落后的分界线。

如今，这一“工业重镇”正积
极拥抱时代，强势开启自己的“二
次再出发”。在现有的规划方案
里，铁北已不再是“铁北”，而是以
另一个名字出现：幕府创新区。

幕府，取自铁北片区的地标
幕府山，“创新”二字，则为铁北的
未来定了调：深度融入以创新为
主题的时代大势，深度扎根南京
创新名城大版图，深度参与鼓楼
创新名城引领区建设热潮！

改变已然发生。一家总部位
于杭州的国内知名MCN机构，
将落户幕府创新小镇，打造直播
电商产业园，创建鼓楼数字经济
应用示范区。未来，直播间的灯
光将点亮幕府山脚，曾经的工业
区将以另一种方式灯火通明，“彻
夜难眠”。

这是时代的馈赠，也是城市
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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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片区整体鸟瞰

晚上6点，网约车司机吴师傅接到一位在幕
府创新小镇上车的乘客，目的地是迈皋桥地铁
站。沿途施工封路地段不少，车子跟着导航在小
路上七拐八绕，几乎是贴着两边的围挡走。吴师
傅已经习以为常：“在这一带跑活儿，施工工地越
来越多，三天两头地遇见封路，导航的路线隔一
段时间就要更新一次。”

塔吊转动，机器轰鸣，幕府创新区建设异常
火热。

一个月前，鼓楼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区政府
代区长亲自站台，宣布将在11月中旬正式发布幕
府创新区空间、产业规划。“一轴三带四核”城市
骨架、“2+1”产业体系、180万平方米空间载体，
一系列核心信息相继披露，幕府创新区未来的产
业蓝图初露峥嵘。

媒体报道一出，立刻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
议。“蝶变在即！”“倒计时XX天！”“等了太久，终
于来了！”不少自媒体号纷纷转发，字里行间透露
着兴奋。

自2015年以来，鼓楼区高度重视鼓楼铁北发
展，先后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及发布多项指导意
见，五年时间酝酿，市区领导多次实地调研，多家
咨询机构参与规划设计，每本规划都将近200
页。时至今年，规划方案终于出炉，恰恰说明幕
府创新区的极端重要性。

当中心城区产业容积率几近饱和，人口承载
力接近天花板，进一步发展频频受限，南京主城
鼓楼开始破题。

在老城，通过实施“新都市”建设行动，城市
环境功能品质逐步提升。通过活化、改造一批老
旧楼宇，用来容纳产业的空间载体被不断腾挪出

来，创新要素涌入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鼓楼把目光投向了铁路以北。作为

主城“最后一块拼图”、南京主城区规模最大的存量地
区，这块13.8平方公里土地的价值正重新被审视。

看区位。幕府创新区地处南京拥江发展的
最前沿，向内直接对接国家级江北新区，向外通
达沿江各大型城市。背靠中心城区的广袤腹地，
沿沪宁铁路又可直达超大城市上海。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大格局中，南京
是战略支点和重要枢纽，而位于南京中心城区鼓
楼的幕府创新区，无异于被时代推上风口。

看潜能。幕府创新区占鼓楼区总面积的1/4，
常住人口占全区的1/5，经济总量却只有全区的
8.5%。2018年，铁北三个街道的社零总额均低于
全区平均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幕府创新区既是鼓楼高质量发展的
短板所在，也是潜力和希望所在，具有较大的培
育和上升空间。

鼓楼在新时代树立“四个全域”的发展愿景，
“全域创新”是其中之一。站在鼓楼的角度看全
域创新，幕府创新区是不能忽视的板块。站在幕
府创新区的角度看全域创新，早已不光是产业的
升级、技术的迭代，而是多领域多方位多层次的
全面创新。

鼓楼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鼓楼铁北片区作为
鼓楼区、南京市的重要城市更新片区，不能再走
过去的老路，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推进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智慧化、智能化，勇于创新、敢于先
试。“我们已经明确，将铁北片区作为鼓楼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创新发展试验区域，鼓励其在一些
领域先行先试。”

“最大存量”期待“增量文章”

置身鼓楼“创新名城引领区”坐标系，不难感
受到各板块扑面而来的发展势头：河西，新建载体
鼓楼创新广场今年将竣工，计划定向招引一批国
际性企业总部及上市公司；老城，环南大硅巷规划
方案几个月前出炉，环南艺街区也新挂牌了管委
会，将主攻文化产业；滨江，大马路民国风情街和
中冶城市综合体项目已铺开建设。

相比之下，幕府创新区的下一个五年该往哪
去？

回望过去，作为南京重要工业区的铁北片区，
集聚了大量的重工业，金陵船厂、汽轮机厂、曙光
机械厂、长安汽车厂等，每年都贡献着大量产值。
但随着城市产业转型的步伐加快，“退二进三”的
政策趋势下，企业不断关门、外迁。曾经扛起半边
天的重工业撤出主城，失去“筋骨”的铁北各板块，
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告别粗放的发展方式，从传统工业区走向幕
府创新区，必须经历阵痛，才能实现产业的脱胎换
骨。新一轮产业转型已势在必行，环视长三角地
区，不乏“他山之石”。仅在上海市，就有徐汇滨江、
市北高新区等多个样本，无一不是从“靠江吃江”的
工业区转型为轻资产、高附加值的科技型园区。

紧跟南京创新名城建设步点，围绕鼓楼“三主
四特”主导产业布局，幕府创新区将“新一代数字
经济、新型都市工业、高端商务商贸”作为产业主
攻方向，发展具有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生产性服
务业。

摊开规划蓝图，“丰”字形创新骨架愈发鲜

明。以中央北路“大动脉”为产城融合发展轴，以
滨江风光带、幕府路、和燕路—北祥路为错位发展
带，“一轴三带”把桥东滨江智创城、五塘商业中
心、小市国际体验区、幕府智谷四大热力板块连为
一体，载体空间占幕府创新区的70%，将担负起
承载“2+1”产业体系的重任。

目前，幕府创新区集聚了中建、华能、华电、中
储、招商局、中能建等多家央企，产业基础依然雄
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指标支撑，也将
成为吸引行业企业集聚的核心和龙头。

为此，幕府创新区围绕龙头企业精准布局了
一批园区载体。正在建设的中能建南京能源科技
产业园，将定向招引装备制造和能源工程设计与
施工类总部企业；已经建成的中储物流产业园项
目，将打造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集聚区，目前已入
驻50多家企业；正在建设的华能滨江总部基地，
也确定了冶金、能源、物流、电力等招引方向，并配
备了商业、公寓、住宅等功能。

幕府创新小镇，由过去长安汽车厂的高大厂
房改造而来，成为别具一格的创业载体，从独栋、
联排、挑高式空间到小面积办公场所一应俱全，绿
地和广场占小镇规划总用地比例的63.51%，是利
用工业遗存发展新兴产业的代表。未来，幕府创
新区还将因地制宜布局一批特色园区。

根据规划，幕府创新区的产业载体面积超过房
地产开发，正形成以产业为主的土地开发利用导
向。“十四五”期间开建的一批产业载体项目，预计未
来将为铁北片区新增18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

下一个五年，产业脱胎换骨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提
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
市修补，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大力开展生
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更新改造，成为进入存量阶段，解决
城市环境品质下降、空间秩序混乱等问题的
根本遵循。

2017年，南京入选第二批“城市双修”试
点城市。当年鼓楼区政府工作报告即提出

“改造铁北”的思路，通过嵌入式改造实现铁
北片区颠覆性改造目标。自此，铁北发展告
别“大拆大建”，转向“有机更新”。据了解，幕
府创新区更新改造项目由中建八局和鼓楼区
合作推进实施，是国内准一线城市中最大规
模的主城更新PPP项目。

北枕幕府山，西临扬子江，北崮山、老虎
山、象山散落境内，另有金川河、仙人湖等水
系分布，南京“山水城林”的城市特质，在幕府
创新区内一应俱全，这是一笔生态财富，也是
构建宜居环境的天然优势。

曾经，工业开采一度给片区带来生态退
化、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的损害，在城市更新
改造计划中，修复片区山体水系、绿化生态被
放在重要位置。根据规划，未来幕府创新区将
为居民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公园，社区级以上
公园500m服务覆盖率将达到83.5%，绿地覆
盖率达到28.5%，确保居民“5分钟见园，15分
钟见山”，步行300米可达邻里、社区公园，步
行1公里可达山体公园。

过去，企业在自家厂区里“占山为王”并
“办起社会”，生活配套自给自足，导致幕府创
新区长期缺乏整体交通规划，公共教育、医
疗、商业配套相对不够。未来，这一系列短板
都将被补齐。

“十四五”期间，幕府创新区的交通体系
建设将全面铺开。在建的两条地铁，“换乘
王”7号线、5号延长线将打通东北-西南方
向的交通空白，与3号线共同构成“两横一
纵”地铁网，直接接入主城地铁的大动脉，通
达下关、河西、江宁、新街口片区更加便捷。

为了解决片区内部“交通难”问题，鼓楼已
经启动交通发展专项规划编制，遵循“公交优
先、绿色低碳”理念，重点推动道路建设及公共
交通发展，构筑绿色交通出行体系。此外，紧
扣智慧城市建设，幕府创新区还将加快推进智
慧停车、智慧园区等项目落地，打造“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合一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

鼓楼是南京教育强区，但辖区内优质教
育资源不平衡，“南强北弱”较为突出。鼓楼
正实施“教育北上”战略，尤其是针对幼儿园，
实施“名园北上西进”工程，按照“名园扩量、
引领辐射、提质增效”的原则，加快幼儿园集
团化建设的步伐，扩大集团化办学覆盖率。

今年 5 月，南京发布《南京魅力滨江
2035》规划，“九大城市客厅”在一江两岸相继
落子，将打造成“新时代山水城市主轴”和“世
界级魅力人文江岸”。其中，上元门城市客厅
位于幕府创新区境内，定位于历史类客厅。

这源于在滨江岸线驻扎近70年的金陵
船厂，它见证了南京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尤
其是南京工业最鼎盛时期的火红岁月，并在
此期间创下中国乃至世界船舶工业的多个

“第一”。为此，上元门城市客厅将设计三组
平台，串联金陵船厂与上元门地区，利用航运
工业遗产和六朝历史传说，打造高端设计创
意、文化艺术展示和科技创新产业互为支撑
的创意走廊。

坚持山水为本、产业为源、创新为要、更
新为策，鼓楼幕府创新区正全力进击承启老
城、辐射江北的滨江活力发展区、生活宜居样
板区、产城融合示范区，朝着新的更大宏伟愿
景阔步前行。鼓楼明确，力争“十四五”期间
经济发展增速快于全区平均水平5%以上，
力争财政收入在“十四五”末翻一番。与过去
几十年不同的是，这将是由新技术、新业态、
新经济孕育出来的绿色产值。

这是真正的城市“蝶变”。
本版撰稿 董 翔

补齐短板
鼓楼北部起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