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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勢成中國創新心臟
或承接首都科技成果轉化 河北常務副省長領銜籌備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設立雄安新區昨日獲多
家外國主流媒體關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
日發表題為「專家談雄安新區：嶄新白紙上更
易創新」的解讀文章，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副校
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的
觀點稱，雖然雄安新區選址的這一區域傳統基
礎薄弱，但也是優勢，束縛會少，在嶄新的白
紙上描繪全新概念，更容易進行各種創新。這
位專家預測，「雄安新區有望成為另一個深
圳、浦東」。
美聯社則說，中國設立雄安新區集中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進一步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
彌合了首都和周邊地區的經濟差距。
《印度快報》當地時間1日發表題為「中國

宣佈在北京附近建設經濟新區」的報道，文章
借用「千年大計」一詞來形容雄安新區的建
設，並稱雄安新區將就人口經濟密集地區的優
化探索出新模式。
「中國在河北設立經濟特區以促進一體

化」，路透社當地時間1日以此為題稱，雄安
新區建設將促進京津冀經濟一體化並幫助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區將會同深圳經濟特
區一樣，在中國具有全國性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據第一財經網報道，去
年12月發改委批覆京津冀地區城際鐵路
網規劃，初步估算投資約2,470億元人民
幣，其中涉及雄安新區的安新縣和雄縣的
白溝新城。
規劃提出，到2020年前實施北京至霸

州鐵路、北京至唐山鐵路、北京至天津濱

海新區鐵路、崇禮鐵路、廊坊至涿州城際
鐵路、首都機場至北京新機場城際鐵路聯
絡線、環北京城際鐵路廊坊至平谷段、固
安至保定城際鐵路、北京至石家莊城際鐵
路等9個項目，總里程約1,100公里。
規劃範圍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

省，規劃方案提出發展目標，以「京津、
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為主軸，到
2020年，與既有路網共同連接區域所有
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實現京津石中心城
區與周邊城鎮0.5至1小時通勤圈，京津
保0.5至1小時交通圈，有效支撐和引導
區域空間佈局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遠期
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四縱四橫一環」
為骨架的城際鐵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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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為
了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給

不少地方批覆了「國家級新區」。
從1992年10月，上海浦東新區成
立以來，相繼有18個「國家級新
區」落地。這次的官方消息中，直
接將雄安新區置於與深圳經濟特
區、上海浦東新區並列的位置，其
政治地位已遠超一般國家級新區。

珠三角長三角後第三區域戰略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研究員、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張燕生認為，將雄安新區與深圳特
區、浦東新區並列，有「區位發展
榜樣」的考慮。深圳在珠三角，中
國的南部；浦東新區在長三角；雄
安新區在京津冀核心位置，是繼珠
三角、長三角後的第三步區域戰

略。
至於意義，張燕生說，深圳特區

的使命是讓世界進入中國、讓中國
融入世界，充當了窗口和橋樑的作
用。浦東新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
融發展和國際化。這次在京津冀區
域成立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
創新，今後應該是中國成為創新型
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是中國的
「矽谷」。

新產業相關機構部門料同轉移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以強大的虹

吸效應集聚了幾乎所有核心功能。
京津冀所有的資源幾乎都流向北
京。相比而言，長三角和珠三角早
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大小城市錯位
發展，分別以上海和深圳為龍頭，
但這兩個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發

展都不錯，各自形成了特色產業。
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

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
耀看來，北京是高端產業、新興產
業、創新型要素和資源集聚程度最
高的地方，比如中關村，代表國家
創新的最高水平，創新的資源、實
力是最多的，這些地方需要科技成
果的轉化空間，按照京津冀協同發
展規劃綱要，今後這些成果轉化都
要到周邊區。所以這些新一代信息
技術，包括大數據、物聯網、雲計
算、無人技術等，以及航空航天、
機械人等現代走在國際前沿的新產
業，可能會在雄安新區落地。高
校、醫院、研究機構等是集中承載
地的配套要求，所以相關的產業、
機構、甚至部門，都可能疏解到新
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國務院前日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並指該區是繼

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專家認為，在京津冀區域成

立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今後這裡應是中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

域。今後北京的科技成果轉化要到周邊區域進行，可能會在新區落地。此外，河北省委、

省政府也已研究決定，成立河北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會及臨時黨委。河北省委常委、常

務副省長袁桐利出任臨時黨委書記，劉寶玲任臨時黨委副書記、籌備工作委員會主任。值

得注意的是，袁桐利曾主政過天津市濱海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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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網已提前規劃
京津保一小時互通

新區老房 一夜搶光

京城雄縣人激動難眠：
準備回老家工作

中央成立雄安新
區這一消息在京津冀乃至

全國「爆炸」開來，牽動人們敏感
的神經和「嗅覺」。本報記者第一時間
親歷雄安新區宣佈成立到宣佈暫停全部
樓市交易的短短幾十小時，堪稱一場冰
火兩重天的別樣「歷險」。

雄縣一分鐘一個價
「我讓你昨晚來，你不來！現在雄縣

的房子一分鐘一個價！」2日清晨6點
半，記者飛馳在北京前往雄安新區的大
廣高速上，接到中介小金發來的微信語
音，這時距離中央宣佈雄安新區的時間
僅有不足15小時。
雄縣，這個距離記者生活三十多年的

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卻幾乎聞所未聞的
縣城，一夜之間似鹹魚翻生。

雄縣縣城不大，遠遠稱不上繁華。在
主幹道雄州路兩側，最多的商舖是賣農
機的。雄縣沒有進駐大型開發商，樓盤

的樣式古老破舊。極少有70年大產權的
正規商品房，售樓處早已人去樓空，和
傳聞中的一樣被貼上封條。記者觀察到
封條的日期，是2017年2月26日，也
就是與雄安新區成立密切相關的習近平
親自主持的相關座談會舉行後第三天。

高端別墅漲價八成
中介小金是記者窺探到雄縣樓市的一

個窗口。1日傍晚，當中央剛剛宣佈雄
安新區成立時，他在電話中興奮地說，
「對，我們還在賣，現在是4,200元一
平方米，可能明天就不一樣了」。凌
晨，小金的微信朋友圈發佈了「北京人
搶房」的視頻。2日清晨，他責怪記者
為什麼昨晚沒有來。「北京來的把我們
售樓處都全部搶光了！一套不剩！警察
也來了，怕買房把這裡擠爆！」小金代
理的樓盤，是雄縣距離白洋淀附近的一
處「新民居」產權項目。

雄縣的白洋淀區域是另一幅場景，是

這一片區規劃高端的別墅樓盤。售樓人
員站在門口，「抱歉不能看房，會打擾
業主。我們這裡的均價是4萬以上，而
且現在也買不到了。」只聽到周圍人群
傳出這樣一句話，「這開盤的時候
5,000塊，我沒買，後悔啊！」

提豬頭找不着廟門
雄縣周圍隨處可見京牌車輛「扎

堆」。走近一看，原來車主都圍攏在幾
個中介周圍。中介們耐心介紹，現在雄
縣買不到了，留下電話，能賣的時候會
通知，拿錢過來。幾位京牌車主面面相
覷，又相視一笑：大家都是提着豬頭找
廟門的，但廟好像沒開門。拿着首付甚
至全款來的北京客議論，雄縣、容城、
安新全看過來了，全部如此辦理，所有
的樓市交易全部關停。
這時有人收到中介的微信大聲讀起

來：霸州還有房！距離雄安新區最近的
白溝還有房！人們決定去一趟白溝鎮，

畢竟曾有傳言白溝鎮有可能被劃為新區
一部分。記者趕到白溝，看起來像老闆
的中介笑着說，「全白溝，只有一套
房。」
走出白溝鎮，踏上歸途的高速路，記

者繼續被中介們「刷屏」：白溝一夜漲
了一萬，現在均價18,000元，不賣！白
溝全面封盤！霸州樓盤15,000元，業主
急需錢，今天就簽約！……

這可能是記者經歷過最奇幻的清明節
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河北雄縣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昨晚一夜沒睡
着，激動得唄。」據《新京報》2
日報道，對於中央決定設立雄安
新區一事，保定雄縣昝崗鎮人陳
波（化名）笑着說，自己激動得
一晚都沒怎麼睡覺，早上6點多睡
了一會，到現在心情還是澎湃
的。今年32歲的陳波來京工作已
經8年多時間，在通州八里橋附近
一市場做電線電纜生意。以前陳
波還會想着如何能留在北京，如
今他打算明年就回老家雄安新區
工作。他覺得，新區現在一切都
是新的，機會也更多。
陳波說，起初不相信「雄安新

區」的消息，後來發現消息在朋
友圈被刷屏，才相信這是真的。
當天晚上，他便讓妻子趕回家了
解買房的信息，發現已經不能買
了，「我們一個市場幾十號雄縣
人老鄉，今天都已經趕回去
了。」
雖然新區才剛宣佈，陳波覺得

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陳波打開
滴滴順風車，發現叫車的乘客是
之前的十幾倍。陳波說，之前也
曾聽說過要成立「白洋淀市」，
也有「保定副都」的傳聞，但都
沒有當一回事，如今，他覺得
「餡餅」砸在了自己頭上。

■雄安新區所有的樓盤已被貼上封條停
售。 記者劉凝哲 攝

■雄安新區白洋淀老民居。
記者顧大鵬攝

■首都科技成果將要轉化到周邊區。圖為中
關村創業大街。 網上圖片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
縣縣、、容城容城、、安新安新33縣及周邊部分區縣及周邊部分區
域域。。圖為雄縣縣城鳥瞰圖圖為雄縣縣城鳥瞰圖。。 新華社新華社

雄縣 安新 容城簡介
雄縣

總面積：524平方公里

總人口：約38萬

下轄地區：6鎮3鄉，223個行政村

簡介：
■轄區內有長達65公里的宋遼古戰道，被譽為

「地下長城」，2007年被命名為「中國古地
道文化之鄉」

■建有中國北方最大的內陸碼頭

■因為地熱儲量大，2010年被國土資源部命名
為「中國溫泉之鄉」

安新縣

總面積：738.6平方公里

總人口：約39萬，有漢、滿、蒙、回、壯等15
個民族

下轄地區：9鎮3鄉

簡介：
■自然風光秀麗，是中國北方著名的旅遊勝地

■擁有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總面積366
平方公里，成為華北地區重要的水產品基地

容城縣

總面積：314平方公里

總人口：約26萬

下轄地區：5鎮3鄉

簡介：
■自秦置縣，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元初著
名學者劉因、明朝忠烈楊繼盛、清初大儒孫奇
逢被譽為「容城三賢」

■服裝產業是容城縣特色支柱產業，2006年被
評定為「中國男裝名城」和全國紡織產業集群
試點

■機械製造、汽車零部件產業、箱包、毛絨玩具
產業發展也較為突出

根據地方政府網站整理

■■河北安新縣白洋淀風景區河北安新縣白洋淀風景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52015年已開通運營的天年已開通運營的天
津至保定鐵路津至保定鐵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現場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