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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根据行业统计与文献调研结果袁 借鉴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相关理论与经验袁 对我国

林业资源型城市现存问题及转型必要性进行了分析遥 运用系统工程思想袁 对林业资源型城市

转型的内容体系尧 关键问题及对策措施进行了研究遥 表明我国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经济尧
社会尧 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各子系统的顺利转型及各子系统的协调统一体袁 转型应着重于源 个

方面院 基于城市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培育曰 新兴主导产业选择为核心的经济转型曰
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城市转型体系曰 林权制度改革作为转型的突破口遥 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城

市创新体系袁 完善与调整法规政策等是林业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的有力手段与措施遥 图员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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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摇 资源型城市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袁 对它 早的研究始于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伊

内斯渊陨灶灶蚤泽冤 遥 国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是圆园 世纪猿园 年代以后开始的袁 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理论比较

丰富遥 早期主要是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尧 经济地理学尧 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为主遥 圆园 世纪苑园
年代末到愿园 年代中期袁 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被引入到资源型城市研究之中遥 愿园 年代中

期以后袁 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尧 可持续发展理论及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逐步得到了应

用遥 城市转型的具体实践有德国的鲁尔尧 法国的洛林尧 美国的休斯顿和日本的九洲等矿衰城兴比较成

功的模式袁 也出现了矿竭城衰的 野 巴库效应冶咱员 原 猿暂 遥 国外城市转型经验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

参考与指导遥 我国资源型城市存在由来已久袁 其研究可分为猿 个阶段院 员怨源怨 原 员怨苑愿 年袁 主要研究平衡

布局与区域分工阶段遥 主要是围绕如何布局和选址尧 建设规模尧 建设时序等问题展开袁 但理论研究只

作为城市地理的一个专题袁 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地域分工和人口迁移遥 员怨苑愿 年至圆园 世纪怨园 年代中期袁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源型城市袁 特别是以煤炭城市的某些专题研究为主遥 圆园 世纪怨园 年代后期

至目前袁 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阶段咱源 袁缘暂 遥 国内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袁 也在相关城市进行

了转型实践袁 如圆园园员 年辽宁阜新袁 圆园园缘 年黑龙江伊春和大庆袁 圆园园远 年吉林白山和辽源等先后被列为

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袁 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遥 由于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涉及社会尧 经济尧
环境和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巨系统袁 其转型需要理论与实践案例的有力支持与引导才能取得成功袁 而现



阶段我国还没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袁 实践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袁 故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

成了当前研究的热点遥
圆 摇 林业资源型城市存在问题及转型必要性

就资源型城市概念的界定与本质内容而言袁 森工城市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源型城市袁 但考虑

到林业建设周期较长袁 生态环境及植被恢复较慢袁 从其资源更新性方面的长期性才将它界定为资源型

城市遥 目前国内对林业资源型城市理论研究与论述很少袁 但现实中存在的林业资源型城市尧 资源型林

区尧 生态保护型林区等却是不争的事实遥 特别是东北大兴安岭林区 为突出袁 其中黑龙省江省伊春市

和吉林省白山市 为典型遥 同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袁 经过长期超负荷承担国家木材生产和上缴任

务袁 对森林资源的高强度掠夺式开发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已暴露出诸多问题遥 一是经济方面院 主要表现

为经济结构单一袁 所有制结构单一袁 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袁 规模企业很少遥 二是社会方面院 主要表现为

政企合一袁 体制严重刚性袁 下岗失业严重袁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遥 如伊春市森工企业富余职工比例达

到了源圆 豫 袁 尚有源郾 怨 万人需要转岗安置袁 一些职工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遥 三是环境资源方面院 由于森

林资源的过度消耗袁 森林生态功能减弱袁 局部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遥
面对经济尧 社会尧 环境和资源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走转型之路是其必然途径与选

择遥 其理由有院 淤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为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经验与借鉴范例遥 国外资源型城

市研究经验表明袁 资源型城市的出路只有圆 种选择院 一是顺其自然发展袁 出现矿衰城亡景象曰 二是按

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转型袁 实现矿衰城兴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若不想重蹈覆辙袁 转型就成了其发展的唯

一选择遥 于林业资源型城市自身特殊性及国家宏观政策决定它们必须转型遥 受国家长期的指令性计划

及生产力布局等的引导袁 森工城市森林资源已濒枯竭袁 可用资源非常有限袁 林业资源产业地位下降袁
经营成本上升袁 森工企业亏损严重等问题凸现曰 同时林业资源型城市地处偏远袁 投融资环境恶劣袁 森

林资源更新周期长等自身固有的不利因素曰 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实施相关的天然林保护尧 退耕还林渊 草冤
等重大林业保护工程袁 大大减少了森林的采伐量袁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来源袁
使得林业资源型城市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出路袁 转型思路为其发展提供了解决 野 痼疾冶 的 野 良方冶 遥 盂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遥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袁 也是林业资源

型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遥 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袁 它对林业资源型城市

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与要求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走转型之路袁 对构建和谐社会袁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袁 维

护社会公平与稳定袁 提高经济效益尧 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袁 共同发展袁 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猿 摇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

猿郾 员 摇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容体系

林业资源型城市是因林业资源产业而兴袁 而可能因林业资源产业而衰袁 是城市与林业资源的协调

统一体遥 故其转型的内容包括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两大主体袁 涉及到经济尧 社会和资源和生态环境等

诸多方面的内容遥 从某种角度上讲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城市再造尧 社会功能再造尧 多系统协

调复合的过程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是资源尧 环境尧 社会和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协调作用的结

果遥 其转型的运行机制尧 目标及内容可用概念模型 越 咱渊 糟 袁 袁 袁 灶冤 袁 暂 来表示遥 其中院
代表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袁 说明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尧
经济发展和资源有效利用及环境改善袁 终确保林业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糟 代

表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袁 包括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圆 个方面遥 前者是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袁 后者是指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遥 代表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转

型袁 包括城市功能主体地位确定袁 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袁 国有森工企业改革袁 林区劳动就业与社会

保障袁 社会资源道德伦理培养袁 文化素养提升等方面内容遥 代表林业资源型城市资源利用与开发状

况遥 涉及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袁 林业资源税费及价格改革袁 林业资源的深层次利用及高新技术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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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遥 灶 代表林业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指数袁 包括污染源治理和林产品回收利用等遥 代表林业资

源型城市的社会尧 经济尧 环境和资源等方面转型与发展的集成与协调程度遥 综上所述袁 就是要以科学

发展观的思想来指导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袁 努力调整林业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袁 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袁 同时要协调社会尧 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良性运行袁 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猿郾 圆 摇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知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要顺利实施转型首先必须立足于

林业资源型城市现状袁 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袁 并形成竞争优势遥 其次要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转型理

论和政策体系来指导其转型袁 并需要集中力量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袁 才能形成一种优势与合

力袁 引导和破解这层 野 坚冰冶 遥 据国内外其他类型资源型城市转型经验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着

力于以下几个方面遥
猿郾 圆郾 员 摇 转型的定位问题摇 定位问题是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 基本也是 重要的问题袁 关系到城市

以后的发展方向与思路遥 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与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及我国国情咱远 袁苑暂 袁 林业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袁 做大做强袁 发展成竞争优势袁 形成竞争力强的优势产

业袁 这是发展的根本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虽然森林资源大量消耗袁 但相对其他城市仍具有其独特的比较

优势遥 表现在院 一是森林资源总量优势遥 如白山市袁 尽管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袁 木材采伐量逐年

减少袁 但仍然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院 全市森林覆盖率愿猿 豫 袁 活立木蓄积量达员郾 愿 亿皂猿 袁
占吉林省圆员 豫 遥 这是一笔巨大的资源优势袁 所形成的专业性资源市场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遥 二是森

工资源技术优势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森工资源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袁 如伊春市已形成

了规模宏大尧 经济实力雄厚的包括营林尧 采运尧 深加工一条龙完整的工业体系袁 人造板设备技术尧 操

作手段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遥 三是政策优势遥 为了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袁 国家为资源型城市的发

展提供了大量的特殊的政策体系袁 这些政策体系对外商投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遥 如伊春市圆园园缘 年尧
白山市圆园园远 年先后被国家定为资源型转型城市试点袁 提供了很多的税费尧 资金尧 财政尧 融投资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遥 四是人力资源优势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充足袁 民风纯朴袁 能吃苦耐劳袁 适合投

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遥 五是其他优势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具有生态旅游资源这一得天独厚资源优势袁
野 天然氧吧冶 成为现代都市人回归自然的一大吸引力遥 如白山市先后被国家林业局尧 绿色食品协会尧
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全国首家全幅员森林旅游区尧 中国绿色食品城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遥
猿郾 圆郾 圆 摇 转型的核心摇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袁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袁 故经济转型是林业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遥 就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方面来说袁 由于过度依赖的森林采伐业与简单加

工业袁 已形成了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尧 产业结构严重畸形的局面遥 目前 重要的是林业资源主导产业的

转型袁 努力寻找不依赖于林业资源的新兴主导产业并提高增强城市经济水平与抗风险能力是林业资源

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曰 据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及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袁 在选择林业资

源型城市新兴主导产业时要充分遵循产业关联尧 优势利用尧 技术先进和综合效益等原则袁 按照林业资

源型城市的具体需求选择相应基准咱愿暂 袁 对城市新兴主导产业进行全面的评估并进行优化选择与培育袁
注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袁 同时从依赖于资本要素尧 人力数量要素等硬性资源的累积效应向信息尧
知识尧 智力等软性资源的方向转变袁 从而摆脱林业资源型城市长期对森林资源依赖的被动局面遥
猿郾 圆郾 猿 摇 转型的主导模式选择摇 转型主体的选择是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否成功的基石与前提袁 只有

正确确定转型的主体袁 协调不同功能主体的作用袁 才能 大程度达到转型的目的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是

计划经济的产物袁 而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完善阶段袁 社会进

步尧 经济发展尧 环境改善都体现着政府与市场这两大主体在社会事务中功能的互换与联结遥 以政府

野 有形的手冶 与市场 野 无形的手冶 作为林业资源型城市运行的圆 个主导轴袁 通过其社会尧 经济功能调

控及发挥作用的强弱来划分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运行模式遥 据一般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作用

的强弱对比与匹配袁 形成源 个转型模式渊 图员冤 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都不突出袁 故在

转型的初始阶段应选择政府主导弱型垣 市场主导弱型的主导转型模式遥 就目前林业资源型城市来说袁
由于市场调节与控制功能还没有很好地完善袁 故政府将起主导作用遥 随着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袁 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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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主导主体应作相应调整遥
猿郾 圆郾 源 摇 转型的突破口摇 由于林业资源型城市林业长期产权归属不清袁 权利责任不明袁 经营机制不活袁

图员 摇 资源型城市转型主导模式选择
云蚤早怎则藻 员 摇 悦澡燥蚤糟藻 燥枣 造藻葬凿蚤灶早 皂燥凿藻造泽 燥枣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鄄遭葬泽藻凿 糟蚤贼蚤藻泽 贼则葬灶泽蚤贼蚤燥灶

利益分配失调袁 林农负担过重袁 林业经营的主体

地位和发展林业的主动性尧 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

体现袁 林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遥 故应把林

权制度改革作为转型的突破口袁 坚持分类经营和

野 远封近分冶 的原则袁 在不改变林地所有权和用

途袁 不削弱森林生态功能袁 总体保持国有森工主

体地位不变的基础上袁 管死管住重点生态公益

林袁 放开放活商品林经营权咱怨暂 袁 并设置新的权

能袁 如使用权的续展权尧 林业发展权尧 公益林必

要的生产活动权利及公益林的流转权等咱员园暂 遥 在

商品林区域内袁 引入民营机制和民间资本袁 对国有森工企业经营或管理不善的将林地使用权及森林尧
林木所有权尧 经营权实行有偿流转袁 大限度提高林地生产力遥 这项工作在浙江尧 福建尧 辽宁尧 江西

等省已展开袁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遥 林业资源型城市也应尽早实施这一改革袁 为城市转型提供生机与

活力袁 打开一条转型的出路遥
源 摇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对策与措施

林业资源型城市由于存在社会尧 经济尧 生态环境及资源等方面问题袁 涉及到国家经济运行体制尧
国家政策法规和社会宏观调控等深层次问题袁 其困难的解决应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袁 运用的方法手

段也应是多重的袁 其中 重要的措施与机制是创建创新体系与制订并完善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政策

法规体系遥
源郾 员 摇 建设城市创新体系

国内外经验表明袁 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袁 创新的目的在于产生一种高效变换的非线性机

制袁 它能使林业资源型城市在与外界交换物质尧 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袁 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

出遥 由于林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袁 故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某一方面的创新来解决林业资

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发展问题袁 而要求一种集成创新来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遥 这要求院 首先袁 要建立以

创新主体尧 创新资源尧 创新环境和创新功能等为基本要素的创新体系咱员员暂 曰 其次袁 要 大限度地调整

与协调各创新要素袁 使在 大程度上理清并解决林业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瓶颈问题袁 为林业资源型城市

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袁 促进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遥
源郾 圆 摇 完善与调整法规政策体系

由于受传统思想与体制的影响袁 林业资源型城市出现了林业资源税费及价格体系长期没有得到理

顺袁 林权体制僵化等问题袁 没能很好地体现林业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林业的基础地位遥 这要求一方

面要健全现有的林业法律法规袁 特别是对林业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尧 林权制度尧 产权流转建设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咱员圆暂 遥 另一方面袁 由国家出台一系列新的配套政策措施来保障遥 针对林业资源型城市过度

的开采袁 国家应提供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扶持机制袁 通过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尧 价格机制尧
税收政策尧 社会保障政策等来解决林业资源型城市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存问题袁 以引导林业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遥
缘 摇 结语

林业资源型城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源并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袁 由于长期的

过度采伐其资源已趋于枯竭遥 如何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遥 在借鉴

一般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的基础上袁 对林业资源型城市存在问题尧 转型必要性及关键问题的突破与

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袁 要求应用系统工程的思想袁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袁 立足资源型城市自

缘远苑第圆源 卷第远 期 刘剑平等院 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浅析 摇



身比较优势袁 培育新兴主导产业袁 推进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社会尧 经济尧 资源及生态环境转型袁 终促

进林业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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