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京津冀·雄安调查·产业园区
未来，雄安新区区域内产业园区野蛮发展、无序扩张的状态将结
束，
产业园区入驻门槛也将提高，
创新孵化型的产业园区或将胜出。

雄安新区产业园门槛将提高
本报记者 朱虹

日前，雄安新区内的产业
园区发展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不过，据记者了解，个别园区已
暂停企业洽谈及入驻事宜。对

此，专家表示，预计雄安新区产
业园内的企业引入门槛将提
高。占地面积大、产能效率低
的产业园竞争压力增加；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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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及周边
园区名单 (部分)
河北雄县经济开发区（雄县）
形成了塑料包装、压延制革、乳胶制
品、电器电缆四大支柱产业。
河北容城经济开发区（容城县）
形成了以服装业为主，
机械零部件制
造、箱包毛绒玩具、食品加工四大产业竞
相发展的局面。

些带有科创和创新等概念的产
业园，尤其是有一些全国较少
的产业孵化功能的产业园或将
受到青睐。

雄县京南生态农业园区 (雄县)
园区专注打造集种植、养殖、加工、
储运、科研、新成果培育展示、休闲旅游、
文化教育科普多方位为一体的生态农业
示范区。

园区期盼倾向性政策支持

白洋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安新县)
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
如一声春
雷，
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这意
味着，
雄安新区继深圳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
成为又一
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与此同
时，
作为当地产业聚集地的雄安
新区内的产业园区，其发展状
况、
前景及诉求也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焦点。
雄县京南生态农业示范区

招商负责人宋振刚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园区的定位是以
生态安全农业为核心，
打造生态
农业示范园区，
建成京津菜篮子
外埠绿色供应基地，
承接京津经
济转型。截至目前，
雄安新区的
成立还不能确切地说会对园区
具体产生哪些影响。但从长远
来看，
雄安新区的成立肯定对相
关园区发展来说是好事。
“作为雄县唯一的农业重点

项目，
我们园区得到了省市各级
政府与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
支持，
因为生态农业是我国现阶
段及未来扶持发展的重点产
业。而且雄安新区成立后，
预计
后续肯定会有一些倾向性的产
业支持政策，
因此我们也希望今
后能有支持生态农业的一系列
政策出台。
”
宋振刚表示。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
者表示，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

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
周边部分区域，
目前代表性的有
雄县京南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雄
县东城产业园区、
华夏幸福雄县
园区、容城县服装工业园区、综
合农业示范园区以及安新县鞋
服羽绒工业园区等。根据记者
近期在新区内一些园区的走访
发现，
这些区域内的园区发展状
况较为粗犷，存在野蛮发展、无
序发展的现象。

园区企业入驻门槛或提高
谈及园区发展状况，宋振
刚表示，雄县京南生态农业示
范区的发展也是刚刚起步，初
步打造了花卉和果品两个产
业。此前，园区与一些相关花
卉企业也在进行一系列洽谈合
作事宜，但是雄安新区成立后，
相关业务已经冻结，还没有重
新开始。原因是接到上级指
示，所以园区相关招商洽谈业
务目前是冻结状态，不过预计
很快就会重启。
另据记者了解，华夏幸福
雄县园区本来计划在 2017 年建

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但有
接近华夏幸福人士透露，上述
基础建设规划均已存在不确定
性。
不过，容城县服装工业园
区内一家企业内部人士对记者
表示，所在园区还在持续招商，
不过企业落户园区需要达到相
关资质，例如企业从事的主营
业务是什么，以及企业年纳税
需要达到一定规模等等。
“园区的确还在持续招
商。”容城县服装工业园区招商
人员向记者表示。当被问及目

前园区在税收、收费等方面是
否还有优惠时，该人士表示，需
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之后
才能回复。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记者表
示，当前对于雄安新区的规划，
更多的是希望坚持细水长流的
规 划 思 路 ，即 不 允 许 提 前 透
支。所以对于此类区域的企业
引入，后续预计门槛会比较高，
当前采取各类限制做法，实际
上也是为了防范一些层级不高
的产业进入此类区域。

“比如说对于雄安的塑料
行业来说，后续会有部分企业
会被淘汰，而部分企业则会面
临一个较好的调整，所以后续
如何形成塑料行业的高精尖产
业，实际上是类似产业园需要
关注的内容。从阻力和不确定
性因素看，对于此类企业来说，
关键就是不断发现规划的思
路，进而在后续企业进入方面
积极符合相关条件。否则即便
是政策放宽，预计对于企业进
入的要求也还是会提高的。”严
跃进表示。

宋振刚表示，雄县京南生
态农业示范区的建立，不仅符
合河北省政府“环首都经济圈”
的规划，更是与“京津冀一体化
协同发展，营造京南万亩生态
林 ”战 略 方 针 相 吻 合 。 是 政 、
产、学、研、用，多方合作、协同
创新，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种植
模式、培育职业农民的绿色生
态农业工程。随着雄安新区的
设立，园区发展前景广阔。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
国 家 大 事 ’，对 推 动 当 地 园 区
发 展 拉 动 作 用 显 著 ，雄 县 、容
城、安新 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

中关村北服时尚产业创新园 (容城县)
借助容城深厚的服装产业基础和特
色集群力量，建设集设计服务、技术转
化、展示销售、时尚推广及产业培训等功
能于一体的创新创业平台。
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 (定兴县)
定兴县唯一一家省级经济开发区。
已入驻企业 117 家，形成了以喜之郎、西
麦、马大姐等为龙头的休闲食品加工，以
长城内燃机、韩国裕罗线束为龙头的汽
车及零部件两大主导产业。
河北高碑店经济开发区（高碑店市）
1992 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区内初步形成了新
能源与新型建材、名牌食品饮品、汽车与
机械制造为主的支柱产业。
河北清苑经济开发区（清苑县）
重点发展汽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
现代制造产业，兼有科研会展、仓储物
流、商贸服务业等综合功能。
河北高阳经济开发区（高阳县）
以纺织业为主导，先进装备制造、高
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商贸物流为新的增长
极，打造集生产、研发、物流集散为一体
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科创及创新概念产业园获益大
业内纷纷议论，雄安新区
的设立，对推动当地园区发展
将产生较多积极影响，部分园
区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上述容城县服装工业园区
企业内部人士也表示，对园区
未来发展看好，预计园区的良
好发展也将对企业经营起到
促进作用。

重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健康食品
产业、休闲体验农业”三大产业，辐射带
动安新全域及白洋淀周边其他区县一二
三产业融合。

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只
要园区发展战略没有大的问
题，有些园区具备一跃成为具
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特色园
区。”宋清辉表示。
严跃进则提醒，从某种程
度来说，对于传统的园区发展
实际上反而是利空的，如果从
雄安新区的规划来看，简单的
占地面积大、产能效率低的产
业园，后续反而会发现竞争压
力增加。而一些带有科创和创
新等概念的产业园，尤其是有
一些全国较少的产业孵化功能
的，或许是最为受青睐的。

严跃进指出，雄安新区获
批，体现了当前京津冀一体化
下的城市规划新策略。利好面
较多，当然近期要警惕过多透
支此类概念的做法。此外，雄
安新区发展可充分借鉴深圳和
浦东的开发经验。对于深圳和
浦东城市开发来说，产业聚集，
大力发展总部型产业是成功的
关键。后续雄安新区应该积极
规划为北方的新兴金融中心和
北方的文化次中心，只有此类
规格，才有助于此类区域后续
形成新的投资机会和真正做大
城市竞争力。

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徐水市）
按照打造“中国·保定汽车城”核心
区、高端制造业基地的目标，重点发展汽
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设备和机电设备
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资料整理：马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