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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传统资源型城市正在进行经济转型,但是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经济环境以及资源等
多方面的挑战。由于我国传统城市产业结构属于粗放型、资源型,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都比较低,
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以面临的社会保障压力比较大。再加上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
问题较为严重,城市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都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因此必须要进行
转型战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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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ic Explor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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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traditional resource-based cities are undergo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t
they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ecause China's traditional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extensive and resource-based,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re relatively low.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it faces great
pressure on social security. In addition, the problems of ser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the lack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restrict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so we must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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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指数却显著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1.2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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