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弛之间
见玄武

一大早，INNO 未来城里的年轻创
客，用咖啡开启了新的一天。星巴克里，
几个合伙人围着笔记本，赶在路演之前
再温习一遍商业计划书。生活于他们而
言，就是为梦想不停地奔跑。

硕大的落地玻璃外，内秦淮河岸边
晨练的居民三五成群，悠闲散步，听涓流
潺潺，看水清岸绿，城市的喧嚣好像跟他
们毫不相干。

快起来分秒必争，慢下来不急不
忙。在老城玄武，这种强烈的节奏反差
无处不在。

玄武必须快！面对轻装上阵的新城
新区，主城的发展机遇稍纵即逝，跃升空
间越来越小，再不快，竞争就无从谈起。
回应百姓对生活品质的向往，老城更新
千头万绪，民生事业任重道远，再不快，
人口外流和产业外迁在所难免。

所以，玄武憋足了劲，一路向前。
GDP每年上一个百亿层级，站稳千亿台
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7.4万元，
连续7年在全省领跑。铁北红山新城率
先启动改造，首个产业载体星河WORLD
已经交付运营。主城最大的棚户区双拜
巷，半年不到就基本完成了拆迁。不快，
就没有硬实力，就没有竞争力。

快留给发展，慢属于生活。就像米
兰·昆德拉说的那样：慢下来，因为自在
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所以老城街
巷，一如千百年前，让文人雅士流连忘
返，也温润着市井百姓。只是和过去相
比，更多了一丝优雅，一份恬淡。

气定神闲的玄武令人着迷。行走
在长江路，细细品读每一栋建筑，仿佛
只需倚墙而立，就能触摸到那些远去的
荣光。成贤街上的那家迷你咖啡店，年
轻的老板总是慢条斯理，客人也不急，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还有那些随处
可见的艺术馆、小剧场和书店，多少人
用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与大师来一段
心灵对话。

站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楼下，你难
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哪个才是
真实的玄武？它既是城市国际化的地
标，也镌刻着南京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印
记；它既是一众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也
有最抚人心的烟火气息；它明明白天看
起来平平无奇，夜晚却让那么多人趋之
若鹜。

玄武就像一个典型的“双子座”，让
人捉摸不透，又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
比如：新街口的“东北角魔咒”，已经变成

“德基传奇”。铁北红山的老工业基地
上，即将长出一个城市新中心。还有“出
了中山门，就是乡下人”的孝陵卫，如今
早已密布了各类商业综合体和创新园
区，一派欣欣向荣。

在很多人看来，新城新区是城市的
未来，但依然有很多人牵挂着老城，因为
这里有感情的羁绊，也有创新的空间。
杞林生态总经理曹斌，就在2019年毅然
把企业搬回了玄武，“外面的政策和条
件再好，还能好过走两步就到紫金山和
玄武湖，出个门就是市中心？”

就像曹斌说的那样，老城从来没有
被遗忘。它从历史的深处走来，蕴藏着
惊人的生命力。老城不老，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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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区
活力老城“精明转身”

——专访玄武区委书记闵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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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北红山新城多个重量级项目签约落地，长江路文旅集聚区一亮相就站上“中心舞台”，跻身全国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前十，GDP增速从-6.8%谷底起步，最终定格在5%……2020年的“玄武答卷”，韧劲十足，
亮点频频。

城市多中心成为大势所趋，产业、人才、资本等发展要素快速向新城和新区流动，未来5年甚至10年，老城
在发展的赛道上靠什么驱动？在区域的竞争中凭什么突围？在城市的版图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近日，本报
记者专访玄武区委书记闵一峰，解读“十三五”时期的老城转型之路，探寻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的“玄
武答案”。

《南京观察》：“十三五”是玄武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主要目标任务顺
利完成，回顾这五年，玄武的高质量发展呈
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全面小康的成色到底
怎么样？

闵一峰：“十三五”时期，是玄武综合实力
再提升、创新发展再提速、民生幸福再提档、
城市形象再提质的五年。这五年的高质量发
展成果，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总结。

综合实力上突出“高端高质”。地区生产
总值站稳千亿级新台阶，2020年预计达到
1100亿元，同比增长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实现97.3亿元，同比增长4.6%，增幅主
城区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和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比均位于全省前列。

驱动方式上突出“创新创优”。玄武创新
空间不断升级，“一区五园”创新经济带活力
奔涌，徐庄创成省级高新区，珠江路向城市

“硅巷”升级。通过实施“凤栖玄梧”人才工
程，引育各类人才466人，累计备案新型研发
机构9家，培育出独角兽企业3家、瞪羚企业
17家，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民生幸福上突出“宜居宜业”。2020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突破7.4万元，连续
7年全省领跑。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万人拥
有全科医生数全市领先，千名老人拥有养老
床位数位居全市前列。

城市形象上突出“美丽美善”。老城更新
快速推进，五年累计整治老旧小区203个，开
展了明城墙、兰家庄等重点片区环境综合整
治。新城建设日新月异，铁北红山强势崛
起，新增产业载体210万平方米。PM2.5年均
浓度5年下降33%，黑臭水体消除率100%，
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稳居全市
前列。

《南京观察》：2020年极不平凡，尤其是对
于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98%的玄武来说，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度超乎寻
常。夺取“双胜利”，玄武区采取了哪些攻坚
克难、爬坡过坎的扎实举措？

闵一峰：玄武区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
性强，无物业小区多，疫情防控面临前所未
有的大战大考。玄武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
上，创新实施“三级健康管理”，预检分诊“兰
园模式”和无物业小区“三小”工作台模式成
效显著。

玄武区服务业占比全市最高，受疫情的
影响也最大。我们与企业同舟共济，疫情最
严重时，南京50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综合
体，只有5家没有停业，其中3家在玄武，分别
是德基广场、南京商厦和新世界百货。从援
鄂医疗队物资保障的大局出发，我们没有对

商业综合体一关了之，而是全力协助企业确
保各项疫情防控到位，是否停业由企业自己
决定，体现了玄武担当。

2020年极不平凡，玄武的体会更加深
刻。我们坚持“防疫+”战时工作机制，出台应
对疫情、服务企业“17条”，推出融资、用工、信
用“一揽子”支持措施，经济指标逐月好转。
一季度玄武的GDP增速是-6.8%，和全国一
样；二季度末是0.9%，与全省持平；三季度末
增速3.3%，赶上了全市水平；全年增速实现
5%，超过了全市。从最低谷起步，每个季度
都在追赶超越，这说明玄武的经济有强大的
韧劲。

《南京观察》：去年市委、市政府支持玄武
区的一件大事，是打造长江路文旅集聚区，
让“1800 米”再现“1800 年”。这件大事的推
进成果怎么样？对于玄武区来说有什么特
殊的意义？

闵一峰：1800米长江路，沿线有30余处
文旅载体，浓缩了从六朝开始的1800年南京
历史。过去，长江路上的众多文博场馆和旅
游景点，缺少一个叫得响的大IP。我们通过
超前谋划、整合资源，以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
标准，来打造一个国际化人文客厅。

长江路文旅集聚区建设过程中，玄武得到
了省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联
合百余家驻区文旅单位成立文旅产业联盟，推
动沿线文旅单位融合发展，共生共赢。去年7
月，六朝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梅园新村纪
念馆率先在每周五、六延时开放至晚上10
点。“十一”黄金周期间，南京图书馆、省美术馆
和总统府同步夜间开放。结合周边夜间集市、
光影秀、文娱表演和特色美食，我们还策划

“1+3+100”系列活动，使长江路成为长假期间
南京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夜间游客累计超过
12万人次，有力带动了周边夜间消费。

玄武区是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集聚了
各类高层次、高品质的资源，但绝大部分资源

“在地不在手”。把这些资源整合好、利用好，
必须切换常规视角，突破思维局限。我们坚
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
支持，通过组建发展联盟的形式，把在地资源
盘活用足，下好老城转型发展的“一盘棋”。
比如紫金山和玄武湖，过去一直有人认为两
大生态地标是玄武的负担，但现在我们强调，
这是玄武最宝贵的家底，是国内同类城区无
法比拟的优势。南京正在抓紧建设紫金山—
玄武湖中心公园，这是玄武千载难逢的机遇，
必须主动融入融合，借势借力。

《南京观察》：我们注意到，去年底仲量联
行发布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发展指
数研究报告中，玄武区位居全国前十，也是唯
一上榜的江苏城区。立足这样的优势，玄武
将怎样做好“后半篇文章”，形成以消费升级
引领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闵一峰：玄武区是消费大区，高端商务商
贸产业规模超千亿元，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突破千亿元大关，预计达1091亿元，
逆势增长2.2%。玄武占据新街口“中华第一
商圈”的东北象限，全国单体销售额排名第二
的德基广场就在玄武，去年克服疫情影响，又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随着长江路文旅集聚
区建设，玄武的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消费品质
更加高端，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成为经

济增长的战略基点。我们今年向市委、市政
府申报的一件大事，是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中心区，这也是长江路文旅集聚区的
延续升级。玄武将围绕全空间、全天候、全链
条、全过程、全支撑消费，加快青石街、钟岚里
等地块开发，推动南京老烟厂D9街区“五一”
开园，培育徐庄、红山、孝陵卫等区域特色商
圈。围绕夜间消费，我们将推进玄武门地下
商业广场建设，打通“百子亭-安仁街-丹凤
街—估衣廊”一线，与长江路形成“L”形夜间
消费格局，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创新购
物休闲、特色餐饮、文体娱乐、演艺体验、观光
旅游等消费模式，力争到2023年社零总额实
现翻番，达到2000亿元。

《南京观察》：南京已经连续四年将新年
“第一会”和市委“一号文”的主题锁定“创新
名城”建设，置身这个大局，玄武创新发展的
动力和优势在哪里？如何把科教资源富集的
这把好牌打成品牌？

闵一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
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对于
玄武而言，创新始终是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动力，也是老城区转型的唯一出路。

玄武最优质的创新资源是高度集聚的高
校院所，辖区内有东南大学等11所高等院
校、中科院南京分院及下属研究所等25家科
研院所，集中了江苏省近1/3的“两院”院士
和全市1/2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玄武培育了一批创新型的龙头企业，创新
主体阵容强大。汇通达入选“2020中国企业
500强”，先声药业一年内获批两款新药，并在
港股成功上市。目前玄武集聚了高新技术企
业325家，鱼跃医疗、速度中国、矽力微等迅速
成为行业领军企业，“科创森林”枝繁叶茂。

我们还构建了一流的创新生态，搭建“云
平台+人才经纪人+服务圈”三维架构，聚焦
人才创新创业需求，推出具有主城特色的“凤
栖玄梧·人才优服”体系。通过不断深化对外
开放合作，德国医谷联创中心、英国CNUK创
新中心等一批国际创新合作项目相继落地，
让玄武的创新站在世界前沿。

“十四五”期间，玄武要抓住创新要素加
速回归中心城区的机遇，深层次融入南京创
新名城建设，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有效配置
创新资源，着力形成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经
济体系和发展方式。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高校院所作用，构建独具玄武特色的

“政企研”融合创新机制，通过完善三边合作
的权益分配体系，力争到2025年，建成10个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平台组织，10个多元开
放、各具特色的高校创新港、创新圈和创新街
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级。

《南京观察》：老城转型发展，是当下大中
型城市面临的共性抉择。玄武区将如何突破
空间瓶颈和要素制约，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闵一峰：破解老城衰退，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当前玄武的发展，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稀
缺、载体空间受限，优质人才、企业、项目储备
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主城区也有新城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顶尖的教育医疗资源、
密集的科教研发人才。

把这些独特的资源变成发展的资本，地
方政府必须当好凝聚力量、汇聚智慧的牵头

人。所以我们通过组建文旅联盟来推动长江
路文旅集聚区建设，目前联盟成员单位已经
突破100家，长假期间的百场系列活动，大部
分都是由成员单位策划实施。我们邀请了
48位国内知名的教育专家，共同组成“教育
发展专家指导委员会”，打造教育现代化的

“智库”。我们成立了钟山农业创新发展联
盟，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服务企业、金融机构
等50家成员单位加盟，打造覆盖农业科技
创新产业链的合作组织。我们立足驻军大
区、安置大区、优抚大区的特点，建成全省首
个退役军人之家综合体，打造军地互动共建
的平台，在更好服务驻区部队的同时推动资
源共享。

借地生金、借梯登高，我们坚持区内不足
区外补、硬件不足软件补，充分挖掘玄武文
旅、科教、民生、生态的叠加优势，做到差异化
竞争、错位化发展、个性化超越，走一条体现
时代特征、彰显玄武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过去一年，我们干
成了一批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事，收获了经
验，坚定了信心。

主城区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追求经济总
量、唯GDP论的阶段，彰显区域特色，形成鲜
明标识，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从
玄武的实践来看，差异化发展正在不断提升
全区的经济质效。2020年我们的财政收入
中，税收收入占比达到93.2%，位居全市第
一。税收收入占比能够折射出一个地区经济
建设的走向与态势，这也说明过去一年玄武
的发展韧劲十足，“含金量”十足。所以我们
更应坚信，只要找准最鲜明的比较优势，选择
最适合的发展路径，用发展铸就特色，用特色
引领发展，老城区的明天会更美好。

《南京观察》：“十四五”的新征程已经开
启，对标总书记“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谆谆嘱托，玄武未来五年怎么干？

闵一峰：在行政序列上，玄武是南京的
“第一区”，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扛起首位担当。

“十四五”期间，玄武将全力实施“全域创新+
全域旅游”战略，以建设“三个玄武”为支撑，
推动“创新名城中心区、美丽古都展示区”内
涵更丰富、质量再提升，探索特大城市中心
城区高质量发展的玄武路径。

第一是建设更具发展活力的创新玄武。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创新为主要驱动
力的增长方式加快形成，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6.5%左右。徐庄高新区龙头地位
更加凸显，红山新城支撑作用显著提升，政产
学研金要素充分汇聚，校地协同、院地合作、
军民融合发展水平再上台阶。

第二是建设更富人文魅力的美丽玄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玄武画卷”初步绘就，
大气、水、土壤生态环境稳定向好。全域旅游
带动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的“玄武模式”基本
形成，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
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区、国家首批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

第三是建设更加宜居美好的幸福玄武。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社会保
障体系更加完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
房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城市有机更新深入
推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数字城市取得突
破，片区发展更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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