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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入,经济结构升级调整,未来将会形成大量的工业遗产。在我国当前社
会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使这些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工业文明遗址重新焕发活
力值得深入探究。文章以日照中联港口水泥厂为例,通过统筹规划重构改造,探讨工业遗址再利用的价
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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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pgrading and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ill be formed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realize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 make thes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sites which witne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re revitalized. Taking Rizhao Zhonglian port
cement plan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sites through
overall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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