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李延生 E-mail：guanli001@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践行

联盟之路

这里，曾经是东方人类的故乡，

是奠定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重要圣

地，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

对欧贸易的重要陆路商埠，是华北地

区重要工业基地。如今，在“开放创

新、全民创业、特色创优、富民强市”

总思路的指引下，张家口正以其与日

俱增的独特魅力和迅猛的发展势头，

引起世人更多的向往和关注。

按照河北省城市化建设改造三

年大变样的战略部署，张家口做出了

“山上建环城公路、山间蓄生态水面、

山地搞立体绿化、山场兴工业园区”

的山水文章，不仅使城市规划面积增

加了五六倍，而且使“城在山中、山在

城中、山水呼应、绿树相映”的山水宜

居城市美景得以显现。

近两年来，张家口按照“文化居

住、生态涵养、产业集聚、商贸和空港

物流”四大功能分区，制定完善了总

面积 1120平方公里的城市远景规划，

并完成了 17 座跨河大桥、20 座立交

桥和 44 公里的环城快速路的建设，

284公里城市道路得到改造，一座“以

河为脉、以山为骨、以绿为体、以文为

魂”独具特色、魅力四射的山水园林

生态宜居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节能环保谱新曲

从京藏高速驶往张家口市，透过

车窗，写有“生态廊道”的石碑在荒凉

的山野间格外引人注目。

2011年，张家口市高速公路生态

廊道开始建设。该工程的实施，对建

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提升张家口市

形象、改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是张家口市全面对接和服务北

京，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选

择。

科学发展节能环保生态产业早

已成为张家口市工作重点之一。2012

年以来，张家口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紧紧围绕“推进科学发展，致

力跨越赶超，实现绿色崛起，打造强

市名城”的工作主题，坚持把节能降

耗作为调结构、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高度重

视，强化举措，全市节能降耗工作取

得了良好成效。

经济的大发展不能以环境污染

为代价。2012年，张家口市节能目标

是单位 GDP 能耗下降 4.13%。上半

年，张家口市单位 GDP 能耗下降

7.09%，降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46

个百分点，超出省定目标 2.96个百分

点，位列全省第三位。前三季度单位

GDP能耗下降 7.88%，位列全省第一

位。全年单位 GDP 能耗预计下降

4.13%以上，能够较大幅度超额完成

省下达给张家口市的节能目标任务。

面对纷至沓来的新项目，张家口

严把新建项目准入关口。根据国家产

业政策，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

张家口市单位 GDP能耗的拟建项目，

一律不予审批、核准、备案，一律不准

开工建设。凡属于《河北省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规

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均要

求项目建设单位编制独立的项目节能

专项报告和节能评估报告，并按要求

到市节能主管部门进行节能审查，否

则一律不予审批、核准、备案。

这是否会将大项目拒之门外？

“我们要发展，但更要有好的生态环

境。”张家口市委常委、副市长郑丽荣

表示。

集聚英才谋发展

“十二五”时期，京津冀都市圈规

划将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

强力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巨

大潜能和活力将充分释放。河北省作

为京津冀都市圈的中坚和沿海大省，

将大力实施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和沿

海开放战略。张家口市站在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的最前沿，这些重大战略的

实施为张家口市借助京津优势、承接

沿海辐射、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作为京冀晋蒙交界区域中心城

市，张家口市立足京冀晋蒙四省通衢

的区位优势和市情实际，确立了建设

“京冀晋蒙交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

展定位，全力打造四省交界区域内的

“制造业集聚中心、交通物流中心、技

术与制度创新及扩散中心、文化旅游

中心、城市群中心、区域后勤保障中

心”，努力提升张家口的整体竞争实

力和发展水平。

近年来，张家口市政府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形成了一套健

全、稳定的投融资优惠政策体系。同

时，狠抓政策兑现落实，积极改革行

政审批制度，为投资者营造了宽松优

越的投资环境。

张家口市目前正处于加速发展

的黄金时期，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

令人振奋的成绩。特别是在招商引资

方面，利用外资及省外资金几年来增

幅一直在河北省 11 个市名列前茅。

特别是一批世界 500 强和大型央企

国企、国内 500 强企业如沃尔沃（张

家口）汽车制造项目、香港世贸集团

张家口世贸中心项目、中煤集团张煤

机产业园项目、河北盛华氯碱基地项

目落户张家口市，成为张家口市经济

发展的强劲动力。

张家口市园区办副主任刘雪峰

介绍说，按照“产业向园区集中，园区

向城市集中”的思路，张家口市将按

照“4+3”模式，即做大做强旅游服务、

新型能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 4 大

产业，积极培育现代物流、电子信息、

矿产品精深加工 3 大有发展潜力的

产业，构筑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体

系。

张家口凭借良好的资源禀赋和

投资环境，正在成为北京周边新的发

展投资热点。已连续 4年被评为“河

北省金融生态城市”、“中国金融生态

城市”，并连续被评为“中国最佳投资

环境城市”和“全国最具发展潜力城

市”。

大好河山引客来

张家口市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

化，巨大的变化为张家口市每年吸引

中外游客超过千万人次。

让张家口人引以为自豪的是，张

家口拥有“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和

“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两大人文历

史名片。

“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早在二

三百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的

踪迹，世界著名的泥河湾遗址就位于

张家口阳原县境内。“中华文明从这

里走来”：张家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

地，四五千年以前，黄帝、炎帝、蚩尤

三祖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后“合

符釜山”，奠定了华夏统一的基础。

如今，张家口又是首都的生态屏

障，境内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类型

和生物物种丰富多样，拥有优越的滑

雪条件和历史人文景观，加上强烈的

景观反差及凉爽的避暑气候，成为环

京津旅游休闲带的重点地区之一。主

城区突出“以河为脉、以山为骨、以绿

为体、以文为魂”的山水园林生态宜

居城市特色，形成了以堡子里、大镜

门、清水河和洋河景观走廊、环城绿

色长廊为主的市区休闲旅游中心。

实施重点产业项目带动工程，发

挥项目的支撑和引导作用，以项目融

通资金、聚集人才、引进技术、做大增

量，是张家口市做大做强产业的重要

举措之一。近年来，全市一批重大文化

产业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中华合符坛、

泥河湾博物馆、元中都博物馆等一批

重点项目全面建成，文化艺术会展中

心、察哈尔(国际)汽车文化基地、张家

口节庆文化产业基地、官厅公共艺术

主题公园、国际文物艺术品保税交易

中心等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正在实

施。据统计，全市仅在 2011年就谋划

了 150多个文化产业项目，总投资额

达 1041亿元。其中，省级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 17个，亿元以上文化产业项目

65个。同时张家口市还大力打造具有

河北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项

目集群，相继谋划建设了中华三祖、鸡

鸣山驿、蔚县民俗、泥河湾、大境门—

堡子里、张北元中都等 6大文化产业

园区，将古老的历史文化和旅游、休闲

娱乐、商业等有机结合起来，初步形成

了具有张家口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新

格局。

张家口市委书记王晓东曾指出：

“打造强市名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要建设文化名城，没有文化作支撑，

强市名城就失去了神韵，失去了灵

魂。”近年来，张家口市以高度的文化

自觉，强化政策保障，用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反哺文化，用文化来促进科学的

发展，让广大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的巨大成果。

生态宜居强市名城

如今的张家口城市建设正实现历

史性突破。城市建设不仅极大地改善

了人居环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自豪

感，而且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2010年，张家口市城镇化率达到了

45.5％，比 2005年提高了 9个百分点。

天更蓝，水更清，张家口人的幸福

指数也越来越高了。2012年，张家口市

城市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二级较好水

平。张家口市区空气综合污染指数为

1.45，比 2011年下降 4.6%，二氧化硫、

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年均值分别

比 2011年下降 5.1%、3.4%、4.5%，PM2.

5均值为 0.031毫克 /立方米，好于国

家新公布的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以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为抓

手，以主城区和各县县城为重点，实

施了张家口市城建史上规模最大、投

资最多、力度最强的城市建设工程。

主城区实施了清水河与洋河综合治

理、周边荒山绿化、城市快速路建设、

张宣公路改造、集中供热供气、60个

景区游园建设改造、污水处理厂及管

网建设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城市功

能和形象品位大幅提升，成功进入省

级园林城市行列，“以河为脉、以山为

骨、以绿为体、以文为魂”的山水园林

生态宜居城市正在形成。各县以县城

为重点，着力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

市，实施了县城道路拓宽改造、河道

综合治理、商住小区建设等重点工

程，推进了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基础设

施建设，一批特色突出、生态宜居的

中小城市正在加速形成。

到 2015年，张家口将实现总体经

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外向度、开放

度大幅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实

现赶超进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全面加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初步实现，全体居民的幸福感、自

豪感大幅提升，整个社会更加和谐安

宁；城市文化建设得到升华，新时代

张家口人文精神得以倡扬，城市的繁

荣度、舒适度、文明度、美誉度全面提

升，全市综合竞争力、影响力显著增

强。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生态张家口 环保宜京城

“对接”财富

本报记者 陈玮英

“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对接。”康源绿洲生物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卓素真话音刚落，苏州润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东升笑着说，“我们也可以做。”

当张家口市发改委副主任温兆军介绍完察北管理区生物

有机肥项目时，两家生物质项目企业老总不约而同地发出了

这样的声音。

2013年 1月 8日，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张家

口财富行企业家走进张家口，旨在了解张家口市产业布局和

特点、投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情况。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

各地 10多家节能环保企业家纷纷介绍着各自产品项目，同时

也认真地记录着自己可以对接的项目。

借力转型升级

“节能环保产业也正慢慢走向合作，打破各自为政的局

面，携起手来一起找项目。”杰出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

执行主席王少宏表示，“如果孤零零一个企业做项目投资，在

周边没有配套产业的情况下，一时可能很难落地，计算成本、

物流、供应等后可能不是很合算。但是如果把产业链带进来，

就可以形成产业链的前端后端，甚至周边的市场，那么企业以

及产业项目落地相对容易得多。”

这也是此次联合节能环保企业家考察张家口市的原因之

一。而这种考察中节盟已经组织了 9次，王少宏将这种活动称

之为“城市财富行”，每次财富行参加企业都收获颇丰。

张家口市园区办副主任刘雪峰介绍说，张家口市委、市政

府围绕“产业向园区集聚，园区向城市集聚”的发展理念，规划

建设了总规划面积 128平方公里的市产业集聚区（西山）、南

山、东山、望山（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四大产业集聚区，为加快

张家口市经济发展构建了良好的载体和平台。

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区是王少宏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他

希望在环北京经济圈建设一个占地面积 5000亩，单体投资

100亿元的节能环保产业园区，集聚形成环保产业链。

在产业和项目上进行合作。刘雪峰表示，就北京而言，对

于一些优势产业，集聚区可以在要素配置、基础条件、优惠政

策等方面为其提供进一步扩张发展的空间。而对于一些限制

性的产业，则可以通过集聚区的优化功能，使其得到转型升

级。对于集聚区内的一些传统产业，则可以通过入园优势产业

的影响和带动使其得到自身的提升，同时优势产业也可以对

一些传统产业进行兼并和改造。

争相对接项目

张家口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全市已经形成了以

能源、矿业、冶金、机械装备、轻工、医药化工、食品加工等产业

为主的工业体系，拥有工业企业近万家，其中大中型企业 80

家。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 30多种名牌产品和 350余

种优质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在座谈会上，张家口市发改委副主任温兆军重点推介了

10个招商合作项目，涉及农业产业化、旅游服务、装备制造、

物流园区建设、矿产开发等领域。

其中，察北管理区年产 10万吨生物有机肥项目，引起前

来考察企业家的注意。据介绍，该项目凭借察北管理区及周边

奶牛养殖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利用奶牛粪便废弃物生产生物

有机肥料，项目占地面积 67330平方米，主要建设堆料场、发

酵车间、造粒车间、成品库房、原辅料库以及发酵、有机肥造

粒、生物制菌扩繁等生产线 5条。项目总投资 1.4亿元，拟引

资 7000万元。

“我们公司是一家生物科技、种植养殖方面的企业，可以

和这个项目对接。”康源绿洲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卓素真表示，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项目。

而调侃自己是“破烂王”的王东升也表示，“我们也可以做

这个项目，但我们不冲突，我们的工作相当于最后一道工序，

保证做到提高能效，无污染。”

看到企业家们争相对接张家口市项目，张家口市委常委、

副市长郑丽荣表示，良好的诚意和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低碳环保节能社会，特别是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型社会，节能环保产业尤其需要。”

郑丽荣表示，目前地球已经千疮百孔，可以说，人类在积极追

求美好生活愿望的同时带来的副作用也是非常之大。“如果有

这么多的节能环保新技术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技术领先、节

能充分、效益可观，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且

我们的资源也可以更多地节约下来，给子孙后代形成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

以河为脉、以山为骨、以绿为体、以文为魂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企业
家“城市财富行”走进张家口

近年来，大好河山张家口独特的区位优势加速显现，成为首都经济圈又一活力迸发的创业高地。 本报记者任振国 /摄

张家口市独具魅力的发展潜力

吸引了远近来客。

1月 8日，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企业家

走进张家口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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