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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坚持战略眼光和体系创新的规划设计、摒弃静态保护和过度开发的保护利用、注重资
源变资产和资产变产业的投融资手段、强调明确职能和高效协作的运维管理机制四个方面,对天津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先进经验进行了简要总结,并针对重庆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进行了
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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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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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trategic vis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bandoning static protection and excessive development,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thods that focus on resource-to-asset and asset-to-industry, and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 that emphasizes clear functions and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On the one hand, a brief
summary of Tianjin’s advanced experience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as made, and preliminary thoughts were made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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