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京津冀·雄安调查·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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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雄安新区的大手笔规划，
雄安新区内已有的特色小镇业态和
规划重新调整已是必然。

新区特色小镇或将重新调整
本报记者 范颖华 王星平

雄安新区及周边
特色小镇名单 (部分)
白沟特色商贸小镇 （保定市白沟新城)
依托于原有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条
件，小镇重点规划发展商贸、物流、电子
商务和旅游购物四大产业。
雄县京南花谷小镇 (保定市雄县)

雄安新区内以及周边目前
已经规划有国家级、省级等十
余个特色小镇。京津冀协同
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
匡迪此前透露，雄安新区未来

的定位之一，是将其建成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河北“新型城镇
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在这
一 定 位 之 下 ，将“ 统 筹 好 移 民
搬迁和城镇改造，让搬迁农民

融入城镇生活。”可以想见，上
述特色小镇未来将服从雄安
新区的发展大局，重新调整规
划，并将享受到新区的各项政
策红利。

以鲜花、田园、温泉、乡愁为特色，集
绿色生产、休闲度假、地域文化体验、科
普展示、教育研发为一体。
定兴县非遗小镇 (保定市定兴县)
建设内容包括黄金台博物馆、西厢
文化园、范阳书院、五个小剧场及非遗项
目展示区，成为展示定兴历史文化和非
遗项目的文化乐园。

部分特色小镇或重新确定归属
雄安新区由河北省保定市
所 辖 雄 县 、容 城 、安 新 3 县 组
成。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
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
起步区
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
中期发展
区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
远期控
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组长、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
名誉主席徐匡迪此前表示，
按照
中央要求，新区建设要走出新
路。新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体
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
“新型
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
的定
位，
探索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
化发展的新路。重点要因地制
宜地制定政策，
做好现有传统产
业的整合和升级，做好就业保

障；统筹好移民搬迁和城镇改
造，让搬迁农民融入城镇生活；
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
北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
区”
的定位，
以及
“统筹做好移民
搬迁和城镇改造”
的字眼无疑与
特色小镇等小城镇建设息息相
关。
在河北省公布的 82 个首批
特色小镇创建和培育类公示名
单中，
保定市的白沟特色商贸小
镇、定兴县非遗小镇、雄县京南
花谷小镇、清苑区好梦林水小
镇，
廊坊市的霸州市足球运动小
镇、文安县鲁能生态健康小镇，
沧州市的肃宁县华斯裘皮小镇，
任丘市中医文化小镇、
任丘市白

洋淀水乡风情小镇等均在雄安
新区辐射范围内。在去年住建
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中，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
也与雄安新区南邻。这十余个
特色小镇未来将点缀于雄安新
区中。
目前，由于雄安新区的设
立，
雄安县内的京南花谷特色小
镇已经从保定发改委转到雄安
新区筹委会。白沟特色商贸小
镇由于处在保定白沟新城区域，
过去属地主要属于保定高碑店
市，仅占了雄县一小部分区域，
所以未来归属上有可能依然归
属保定新城。
河北省保定市发改委规划
处宁姓处长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保定市特
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分别是发
改委和住建部两个部门负责。
其中，
雄县京南花谷小镇主要以
农业、种植业为产业基础，然后
衍生出旅游产业。白沟特色商
贸小镇则主要是以商贸物流为
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
京南花谷小镇主要是
以企业为主导的，
目前没有新的
企业入驻。京南花谷小镇前身
是一家农业生态示范园区，
此前
一度归县农业局管，
后来想要申
报特色小镇，
便在这一农业生态
示范园区基础上，冠以“特色小
镇”之名，形成雄县的一个特色
小镇。

现有特色小镇调整在所难免

清苑区好梦林水小镇 (保定市清苑区)
以 80 后年轻群体作为最主要的客
户群，集“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
于一体。
霸州足球运动小镇 (廊坊市霸州市)
以足球产业为主导，积极发展足球
专业培训，面向京津冀休闲人群、体育爱
好者，
发展足球主题运动休闲产业。
鲁能生态健康小镇 (廊坊市文安县)
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文娱体验、
生态养生、商业活动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的特色小镇。
华斯裘皮小镇 (沧州市肃宁县)
目前已形成珍稀毛皮动物养殖、市
场集散、原皮硝染、裘皮服装加工、研发
设计、内外贸易完整的产业链，未来将加
速裘皮产业聚合。
中医文化小镇 (沧州市任丘市)

保定市白沟新城经发局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提供的一份
关于白沟特色小镇的材料显
示，目前，结合特色商贸小镇的
区位优势及产业积淀，该区域
将重点打造商贸物流、旅游购
物、电子商务三大产业。
白沟玛柯斯曼箱包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一位段姓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白沟特色商贸小镇是在
一定的产业基础上建立的，所
以对于玛柯斯曼箱包这种一直
在白沟经营发展的企业来说，
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无一例外，雄县京南花谷
小镇以及雄安新区周边的清苑
区好梦林水小镇、任丘市白洋

淀水乡风情小镇均是利用白洋
淀湿地等休闲旅游资源打旅游
牌。其中，
“ 京南花谷”以观花
海、体验休闲农业为特色。
目前已经着手在全国各地
布局特色小镇的北京迪顿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恒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从目前雄县等雄安新
区内已有的特色小镇的业态来
看未免低端。相比大数据小
镇、影视创新小镇，雄县的特色
小镇只能算是门槛最低的旅游
小镇。未来，随着雄安新区的
大手笔规划，雄安新区内已有
的特色小镇业态和规划重新调
整是个必然。当然，好的特色
小镇项目，如果能符合雄安新
区未来发展规划，能够提前介
入进来也是个机遇。
中国国际城市化商业不动
产专委会秘书长、北京派德国
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
伟之前曾经多次到过雄县、定

兴等保定区域考察特色小镇等
小城镇发展。他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雄县、容城、安新等
白洋淀周边区域水污染治理、
空气治理等难题依然严峻。而
且区域内的县域经济产业业态
也有待调整、升级。如果将产
业还停留在塑料制品、羽绒制
品思路上规划发展特色小镇显
然已经不合时宜。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
雄县发改局负责特色小
镇建设的刘姓主任说，
由于目前
雄县京南花谷小镇是属于培育
型的特色小镇，
所以目前还是主
要在做前期规划工作。由于新
区刚刚设立，
整个新区规划也还
没有出台，
目前京南花谷小镇到
底是否符合新区的规划也还不
确定，
可能之前申报的标准会又
不符合未来新区的标准。
他表示，随着新区的设立，
雄县打造特色小镇的计划也全
都停下来。等到新区大的规划

定下来，再重新审核、报批特色
小镇项目。现在这边的中心工
作就是管控，所以对特色小镇
的建设都是放在后头来决定。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
北京昊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磊表示，
按照既有
特色小镇发展思路看待雄安新
区内小城镇的发展显然已经落
伍。他表示，
未来的雄安新区显
然是县域经济、户籍制度改革、
PPP 模式、
青年创新创业等中国
制度创新的又一新高地。
他认为，雄安新区没有选
择在保定市这个地级市基础上
设立，也没有选择在已有一定
开发规模的霸州、固安等县级
市，而是选择在被誉为“一张白
纸”的雄县等三个相对落后的
县，显然是要将雄安新区打造
成县域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国家新区新样本。很显然，未
来雄安新区内的特色小镇规划
发展也要符合这个思路。

以文化产业为主导，面向京津冀养
生人群、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拥趸，强化
产业链，
聚焦第一、第三产业联动。
白洋淀水乡风情小镇 (沧州市任丘市)
以旅游业为主导，面向京津冀度假
人群，打造成集观光、度假、休闲、体验、
居住、购物等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农机商贸小镇 (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
依托农机流通优势，延伸农机产业
链，积极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最终形
成现代庞口农机交易市场集群。
（资料整理：王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