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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
堪称扩大内需、推动增长的强大内驱力。

“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
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将有约2
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经历了滞
后城镇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后，中国城镇
化进入到与重新工业化阶段相适应的城
镇化基本实现阶段。

华夏幸福10余年在产业新城领域的
实践探索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未来中
国经济的新机遇在于城镇化，而中国县域
经济增长的引擎则是产业新城。

如何确保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的“领先”
力，华夏幸福相关负责人表示，“华夏幸福有
三大核心能力：一是战略规划能力，二是产
业招商引资能力，三是投资建设能力。华夏
幸福整合全球高端资源，在价值发现、价值
创造、价值传递等方面具备一整套方法论。”

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华夏
幸福坚持“一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产业集
群”，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区域打造科技
含量高、示范带动强的高端产业集群。公
司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生
命科学、新材料、文化创意、现代服务、生
活消费等 10 大重点产业，通过“科技驱
动+资本驱动”的双轮驱动方式，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集群集聚，逐步构建产业平
台生态系统。

科技驱动：华夏幸福创造性地提出并
坚持“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
创新发展战略，建立“孵化器—加速器—专
业园区—产业新城”的产业培植链条，推

进全球科技创新成果在华夏幸福的产业
新城内“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开花结
果”。目前，华夏幸福联合太库科技搭建
创新孵化平台，全球创新网络已经覆盖6
个国家与地区，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
维夫、德国柏林、韩国首尔等地设立了10
余个孵化器；华夏幸福成员企业火炬孵化
创客邦孵化器在全国布局了30余个城市，
创新孵化不仅完善了华夏幸福自身的产
业平台生态体系，也为产业新城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创新元素。

目前，华夏幸福已与 40余家行业龙
头企业结成战略联盟，与30多家科研院所
达成校企合作，与100多家研发机构深度
对接，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中科院、航天科
技集团、京东方等多家产学研龙头；已在
全国 40余个产业新城中，形成近百个区
域级高端产业集群。

资本驱动：为加速创新企业产业化和
龙头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华夏幸
福还联动金融资源，加速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的成长发展，建成从天使、孵化、加
速到并购、上市的全价值链、多层次的产
业投资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
融服务，实现资本驱动助力区域产业升
级。目前，华夏幸福已经设立了总规模超
百亿的产业投资基金，包括太库天使投资
基金、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基金、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基金等。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机遇是什么，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也是华夏幸福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华夏幸福负责人如是说。

向
幸
福
出
发

□本报记者 王军伟

2016年 11月 18日，武陟产

业新城首批项目动工，武陟县将

在郑云高速以东建设一座产业

新城。该产业新城由武陟县委、

县政府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华夏幸福）联手建

设运营。在此之前的 11 月 10

日，华夏幸福和长葛市委、市政

府正式签约，建设、运营长葛产

业新城。

华夏幸福成立于 1998年，

十多年始终坚持以“打造产业新

城、建设幸福城市，使所开发的

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

幸福”为企业使命，致力于以实

践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近年来，华夏幸福的品牌形

象日益深入人心——专业的产

业新城运营企业集团，产业新城

的打造者和运营者，以产业为先

导，用领先的城市发展、物业服

务能力，打造有扎实的产业基

础、有机的城市功能与浓厚的文

化氛围的产业新城，让人们安居

乐业，透过人群聚集的力量，促

进城市永续发展、不断革新，成

就城市的活力长青。

中国目前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
态，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新型
城镇化被推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要求：加快绿色
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注重人文城市
建设。

作为极具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华夏幸福坚
定不移地坚持“产业新城”模式，以承载中国新
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伟大梦想。

从主业上来看，华夏幸福堪称产业新城建
设运营领域的专家，产业升级和聚集的助推
器，通过将科技政策、市场环境、研发环境、金
融运作等产业要素结合在一起，打造优质产业
环境，辅助一系列行业领先的企业在专属领域
有所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

近年来，华夏幸福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区
域，持续夯实巩固京津冀区域，积极布局长江
经济带，谋划卡位“一带一路”和珠江三角洲，
事业版图遍布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辽
宁、吉林、江苏和印度尼西亚等全球50余个区
域，并聚焦10大重点产业，形成了近百个区域
级产业集群。

华夏幸福坚持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
民幸福”的产业新城为核心产品，秉持“以产兴
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
发展理念，通过创新升级“政府主导、企业运
作、合作共赢”的PPP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并
实现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和民生保
障，有效提升区域发展的综合价值。通过科学
规划打造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完整化、系统
性地构建产业新城建设发展的整体路径，实现
城市与产业的完美结合。截至2016年6月底，
公司为各地产业新城累计引进签约企业超
1100家，招商引资额近 2800亿元，创造新增
就业岗位4.2万个。

打造一个“幸福之城”对于决策者们来
说，远比增加GDP要难得多。位于环首都
经济圈关键位置的固安，却通过坚持10余
年的产业新城建设而迅速崛起，并以年均
40%的经济增速跃居廊坊市10县区首位。

在华夏幸福看来，从一个区域到另一
个区域，能被复制的，唯有方法论或者说
是能力，这也是得以针对不同区域打造特
色产业区，助推经济发展的内动力。

提到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解决方
案，就不能不提到华夏幸福多年来摸索总
结出来的“三个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产业优先”，构建区域
经济发展综合解决方案。产业是经济增长
的动力之源，“新常态”之下，为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华夏幸福明确了

“产业优先”核心策略，整合全球资源，从产
业研究规划、产业集群集聚、产业载体建设

到产业服务运营，为产业新城所在区域提
供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综合解决方案。

城市发展模式：“以人为本”，定制城
市功能，打造幸福城市载体。在产业新城
城市功能建设方面，华夏幸福贯彻“以人
为本”的主线，从产业新城居民的需求出
发，定制城市功能，形成了智慧生态的规
划体系、产城融合的建设体系、提升价值
的运营体系的城市发展三大体系。

民生保障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建
立体系完善的民生保障模式。华夏幸福
探索并实践原住民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原
住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机制，通过产业发展
创造多元就业岗位，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原
住民职业技能，同步推进基础保障体系与
增值服务，使原住民增强归属感、提升幸
福感、凸显优越感，真正融入产业新城社
会形态，充分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志在千里
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

三个模式 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解决方案

短短两天时间，记者来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部、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固安产业新

城区域内固安规划馆、固安卫星导航产业园、肽谷

生物医药产业园、航天振邦、清华中试孵化基地等

地采访。我们看到，华夏幸福围绕产业发展前景、

技术创新等领域，着力于推动高端产业集聚，并积

极探索“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极具特

色的价值链整合模式，全方位实现尖端科技快速转

化为第一生产力的模式，用行动打造着华夏幸福神

话。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华

夏幸福这位幸福生活的缔造者，会将神话变为触手

可及的现实！

双轮驱动 做“全球产业新城的引领者”

【后记】

沈水奥钢联

大厂城市规划馆

固安航天产业基地

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郑州市黄河路一处公共停车

场，原本公示的停车费是每次 4

元，但实际执行的却是 10 元以上，

引来“乱涨价”的坊间质疑。收费

人员解释称，他们每月的“承包费”

太高，按规定标准收费就会亏本。

对于“承包”一说郑州市停车场管

理中心一名何姓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予以否认。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公共停车场的经营权获得，并

没有履行招投标程序。（见 11 月
30日《大河报》）

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占用

公共道路划设经营性停车场，既能

缓解停车难，是一项便民服务，也

能解决部分困难人群的就业问题，

可谓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市民对

这个好办法提出质疑，是因为公示

的每次 4 元停车费标准，被收费员

涨到了 10 元以上。比市民质疑更

值得深究的，是双方在涨价原因上

的自我辩白。

收费员说涨价是因为“承包

费”太高，停车场管理中心却说没

有“承包”这回事，两方肯定有一个

说假话。其实，搞清楚谁在说假

话，是一件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停车场管理中心和收费员之间，一

定签订有相关经营协议，把它拿出

来晒一晒，谁在说谎一清二楚。本

来可以轻松弄清原委的涨价，竟然

成了“糊涂账”，让郑州公用停车场

管理存在的漏洞再次凸显无疑。

200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办法》中，公共停车场等城市

设施项目被明确列入“必须进行招

标项目的范围和规模标准”；《郑州

市停车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郑

州市的停车场实行特许经营管理

体制；2015年 6月 1日起实施的《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明文要求，经审定的特许经

营项目实施方案，应当通过招标、

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选择特许

经营者；按照《河南省省级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特许经营

权这种交易活动同样需要招标等

公开程序……

有这么多相关法律法规的明

确规定，郑州市停车场管理中心有

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于公用

停车场经营权能否实施招标、为何

至今未实施招标等问题，并未给予

答复。依法行政观念如此淡薄，管

理能力和水平肯定是“硬伤”，郑州

公用停车场乱收费现象的不时出

现，自然是大概率事件。

细微之处照见大问题。因收

费员乱“涨价”暴露出的郑州市公

用停车场管理漏洞，具有极强的警

示意义：推进依法行政，不能忽视

那些看似没有多少权力的职能部

门。郑州市公用停车场经营权未

按规定实行招标，管理部门的权力

“过小”未能引起监管部门的重

视，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人

们有一个认识误区，总以为权力越

小的部门，权力产生的利益附加值

就越小，这种误区导致监管的缺位

和失位，形成小官巨贪的“蚊蝇式”

严重后果。

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

美。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带来的权

力细分，即使管理部门的权限微乎

其微，潜藏在其中的利益也是巨大

的。盯紧不起眼的部门，打通监督

的“最后一公里”，法治才能成为全

民的信仰，才能加快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建设。5

□晏扬

“投入 50 万元，一天能赚 1.25

万元，一年能赚 456 万元，想想是

不是很开心？”近日，多名投资者反

映，自己购买了一款名为“涌太宝”

的理财产品，结果投入的资金被

套，“涌太宝”网站和APP均无法登

录，公司负责人和客服失联。据

悉，市面上多款理财APP操作手法

与“涌太宝”一致，其中“勤亿资管”

甚至与“涌太宝”的充值账户一

致。目前，多家平台的受害者组建

了一个 QQ维权群，并向多地警方

报案，案件正在侦查之中。（见 11
月29日《南方都市报》）

目前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只

有 0.35%，一般银行理财产品年收

益率仅为 4%左右，而“涌太宝”理

财产品的最低日化收益率就达到

0.35%，是 银 行 活 期 存 款 利 率 的

365 倍。而且投入越多、收益率越

高，投入 50万元以上，日化收益率

可 达 2.5% ，即 年 收 益 率 高 达

912.5%！这岂止是天上掉馅饼，

分明是天女向人间撒钱啊！

面对令人咋舌的收益率，你敢

投资吗？反正我不敢，任凭他巧舌

如簧吹得天花乱坠我也不敢！道

理很简单：除非他家里有印钞机，

否则，无论他“钱生钱”的本事有多

高，都不可能维持如此之高的收益

率。或者说，假如他真的这么能赚

钱，就不会缺少融资渠道，根本轮

不到普罗大众普享恩惠。所以，虽

然案件还在侦查之中，但基本可以

断定，这就是一场骗局。

不能完全说投资者是自作自

受，应该看到，“涌太宝”、“勤亿资管”

存在并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通过

秘密渠道吸纳资金，为何相关监管

部门没有发现或加以重视？年收益

率高达912.5%，如此不正常的揽储

手段为何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警

觉？如果涉嫌违规违法，应立即予

以查处；即使一时难以断定其违规

违法，也应及时向投资者发出警示。

互联网金融平台诈骗频发，

“涌太宝”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

后一例，据报道，目前还有沛郡资

产、合生资本、京投投资等多款与

“涌太宝”类似的产品，APP和官网

都打不开，负责人和客服均已失

联。政府的监管手段和覆盖面，要

跟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步伐，才能

避免投资者上当受骗，保证互联网

金融运行在正确轨道上。5

停车费涨价不该是“糊涂账”
依法行政观念如此淡

薄，管理能力和水平肯定
是“硬伤”，郑州公用停车
场乱收费现象的不时出
现，自然是大概率事件。

骗局何以得逞

近日，一篇《岳阳楼被卖了》的文

章引起轩然大波。文中称，作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岳阳楼，正被一

家企业承包经营。消息一出，顿时引

发了“岳阳楼被卖了”、“岳阳楼被托

管”的质疑和担忧。岳阳市有关部门回应称，此举“既不

是将岳阳楼出卖，也不是对景区不管不问，只是将景区所

有权与经营权进行分离，景区资源所有权、监管权仍掌管

在政府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二十四条明

文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

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

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再说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人们心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岳阳楼被“托

管”后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照理说，引入市场力量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如果管理

得当、监管得力，既能够解决“发展体制机制不活、资金投

入不足”的问题，又能够有效保护文化遗产，自然皆大欢

喜。但保护与“开发”、管理与“经营”本来就有些“同床异

梦”，过度“开发”导致文物、遗迹破坏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张家界武陵源曾修建所谓“宾馆城”、“天下第一

梯”、“天上街市”，近乎遍体鳞伤；武当山古建筑群曾转让

给私立武术学校，因监管失察导致大火……

企业承包经营，势必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追求，如果托

管的目标不是遗产保护而是遗产过度开发、过度经营，再

加上缺少完善的制度机制和切实的管理监督，那么老祖

宗留下的这点遗产，就可能会逐渐断送。过往种种“托

管”案例已经一再警示我们，商业资本的逐利倾向本就与

文物古迹的保护责任和公益属性背道而驰。面对前车之

鉴，人们对岳阳楼的“托管”之忧并非空穴来风，有关方面

能否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呢？3 （薛世君）

文物托管

11 月 29 日上午，由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特约冠名、

中山书展组委会主办的中山动漫作品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在中山漫画馆举行。大赛创作题材包括正能量的法治故

事，青少年普法宣传以及法庭规则小常识等。大赛参与

人数达千余人，共收到合格的漫画作品 356幅，动画作品

21部。（见11月30日《中山日报》）
法治宣传给大家的印象，往往是“一脸严肃”，或者

“一本正经”，不是各种法律条文的堆砌，就是枯燥乏味的

冰冷说教，要么就是更多的法律术语。这样的法治故事

固然严肃、真实，可是百姓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法治

故事过于枯燥、专业，就难以激发大家的阅读兴趣、传播兴

趣。普法的故事是要讲给普通百姓听的，不是讲给专业人

士听的，接地气的法治故事才能更有效实现传播。从这个

层面来看，“动漫法治故事”就是一种接地气的载体和形

式。“动漫故事”让普法宣传告别“一脸严肃”，也为我们如

何实现更好的法治宣传提供了借鉴。5 （郭元鹏）

让普法宣传告别说教

《温州都市报》近日报道，继接连查获“大龙燚”、“万德府”等火锅店涉
嫌使用地沟油案件后，浙江瑞安公安和市监部门又相继查获8家涉案火锅
店，目前有24名涉案对象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 图/闵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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