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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时代辙痕滚滚向前，善于捕捉机遇

者胜。
今年1月12日，华夏幸福发布2016

年 1~12月经营情况简报。数据显示，
2016 年 ，华 夏 幸 福 共 实 现 销 售 额
1203.25亿元，同比去年大幅上涨66%，
增速领先行业。

有业内人士认为：华夏幸福2016年
取得的成绩证明，其在产业新城领域的
创新与探索，正在为国家及区域的转型
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同时也有人认为，华夏幸福能取得
今天的成就，除了坚持探索实践PPP实
业兴国路线，除了坚持完善打造产业生
态链条，还得益于其始终紧紧把握国家

战略方向、跟进国家战略进行产业调整
及重点区域布局。企业事业版图已辐射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等在内的50余个区域，华
夏幸福模式创新性地复制到了北京、河
北、广东、湖北、江苏、浙江、四川、安徽等
地，百余个区域级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一起被称为三大国家级战
略规划，是当仁不让的区域发展的重头
戏。在国外，2016年，华夏幸福在印尼、
印度、越南、埃及、马来西亚等5国签订9
个产业新城。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
型园区建设项目上首次采用PPP模式。

同年，华夏幸福也进入国内“一带一
路”桥头堡城市郑州。河南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战国在考察过固安产
业新城之后表示，华夏幸福来到河南恰
逢其时。河南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
快速推进阶段，同时伴随着产业转型升
级、新产业的集聚。华夏幸福来到后，可
在河南承担起华夏幸福产业新城运营成
果分享者、产业集群培育者、产业组织者
的角色。

而过去的一年，华夏幸福的确用“中
原速度”屡获政府称赞、媒体报道。一年
里，武陟产业新城首批项目集中动工、长
葛产业新城正式签约、新郑项目签署合
作备忘录。2017年年初，又分别与上街
区签署一个特色产业小镇、一个产业新
城，与二七区签署马寨科技特色产业小
镇的合作备忘录。

2016年6月,武陟县人民政府与华
夏幸福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委
托华夏幸福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武陟
产业新城，项目划定区域，北至原焦高速
及武陟县界、东至武陟县界、西至郑云高
速及郑焦城际铁路、南至黄河大堤。进
行合作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城市运营、招商引资及产业园
建设、各项规划咨询服务。

武陟产业新城，是华夏幸福在河南
动工的首个项目，并于2016年创下了当

年签约、当年动工、当年产业落地投资的
骄人成绩。

2016年11月10日，长葛产业新城
签约仪式在长葛举行。华夏幸福将按照
工业园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
求，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
赢”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为政府的新型工
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一揽子的规划、
建设、运营综合解决方案，共同打造“产
业高度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
美”的产业新城。

2017年年初，华夏幸福分别与上街

区人民政府、二七区人民政府达成战略
合作关系。未来将在上街建成一个产
业生态完善、宜业宜居的产业新城，在
上街和二七区各打造一个“特色鲜明、
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特色
产业小镇。

华夏幸福在河南，不仅要建设城市、
导入产业和人口，更是要导入一个新城
生态。

善弈者谋势，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站在时代的风口，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
巨幅画卷正日渐清晰。

“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一起被称为三

大国家级战略规划，是当仁不让的区域发展的重头戏。

华夏幸福进入郑州，在短短一年内，签下4个产业新城、2个特色

产业小镇。武陟产业新城更是当年签约、当年动工、当年实现产业落

地投资近20亿元。“华夏幸福中原速度”，屡获政府称赞、媒体报道。

挑战 发力中原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程中，

2014年无疑是被历史铭刻的一年。
这一年3月，被认为是我国城镇化道

路指导性纲领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对外发布，由此开启了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提到，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
升级的重要抓手。

这一年，对PPP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
年份。10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
院第66次常务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提出

“积极推广PPP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财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PPP相关
的政策法规，PPP模式在我国全面升温。

历史上任何的巧合，其背后都存在

着必然的关系。如果说，产业新城是解
决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城市路径问题，
那么PPP作为另一城镇化利器，被视为
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进政府职
能加快转变，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
历史性机遇。这一点，从近年来国务院
及各部委密集出台系列性引导、扶持
PPP发展的政策上可窥见一斑。

今年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
的《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
若干意见》，首次明确鼓励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开发区建设，探索多元化的开发区
运营模式。“鼓励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进行开发区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类项目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在现有的
开发区中投资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积
极探索合作办园区的发展模式。”

还以上文提到的固安产业新城为
例。其实早在2002年，华夏幸福就以综
合开发PPP模式推动固安产业新城的发

展，政企双方用“契约精神”取代了“身份
观念”。2002年，固安县政府与华夏幸福
签订排他性特许经营协议，协议期 50
年。设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园区运作，管委会履行政府职能，
负责重大事项决策、规范标准制定等，确
保公共利益最大化。

今天的固安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装
备智造和生物制药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除了产业的升级，这里还有高质量的教
育、医疗设施以及宜居的环境，被誉为

“京南明珠”。
截至2016年6月底，华夏幸福已为

固安产业新城累计引入企业超500家，
实现项目签约投资额1200多亿元，并投
资引进北京八中，兴办“幸福医院”。此
外，华夏幸福助力固安在规划范围内实
现了“十通一平”：完成修建道路160条
178.82公里，完成6座供水厂、4座热源
厂、1座污水处理厂、22座换热站、2座

110kV变电站、3座35kV变电站等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华
夏幸福的PPP模式中，满足人的需求是
核心。

同时，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集聚和
发展也逐步进入收获期，固安这个2002
年财政收入仅1.1亿元的传统农业县，如
今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总结华夏幸福PPP模式，在经济发
展模式上，坚持产业优先，全链条促进产
业发展；在城市发展模式上，华夏幸福坚
持人是城镇化的核心，形成生态智慧、产
城融合的规划体系和提升价值的运营体
系；在民生保障模式上，华夏幸福致力于
基于原住民需求，形成体系完善、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保障体系，进一步关注人的
需求。

从本质上看，华夏幸福所扮演的，正
是“区域经济整体解决发展方案”提供者
的角色。

PPP作为另一城镇化利器，被视为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

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历史性机遇。

PPP模式是为产业新城服务的。产业新城有很多建法，PPP是最

能平衡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最有效率的一种模式。华夏幸福模式的

核心是“产业优先”，而PPP模式是华夏幸福用实践验证的最好的方法。

模式 PPP系统论

大风起兮云飞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

平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而大幅提高，
2016年城镇化率已达57.35%。迅速崛
起的大大小小的城镇，在带动经济发展、
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和推动产业升级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具体该怎
么做，各地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河
南，《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中就提出，要把推进工业化、发

展产业放在加快新型城镇化的突出位
置，加快城镇第二、三产业集聚发展，通
过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中、城镇发展，以
城镇发展为产业集聚创造条件，实现产
城互动、工业化城镇化相互促进。

产业发展、产城互动，已经被看作
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业新城登上历
史舞台。

产业新城，一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的形成路径，其核心是强调实现“产城共

融”，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的城市发展
创新方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委员
指出：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
产城融合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优化城市布局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华夏幸福是较早以社会资本
身份参与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的企业。这
家全球领先、以产业新城开发运营为主业
的大型上市公司，始终秉持“以产兴城、以
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
念，运用市场化PPP模式，以创新驱动为
内核，以产业发展和集群打造为抓手，开
发建设宜居宜业的产业新城，培育区域发
展新动能，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

以华夏幸福参与开发建设运营的固
安产业新城为例。2002年，固安全县年
财政收入仅1.1亿元、发展水平位列廊坊
市十个县（市）区中的后两名。在引入了
华夏幸福这一市场力量后，固安拉开了
快速发展的序幕。2016,年，全县财政收
入达80.9亿元。十余年间，固安这个曾

经的传统农业县，被打造成为智慧生态、
宜居宜业、创新驱动的产业新城。

固安产业新城，用十余年时间诠释
了“产业新城”的内涵——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以人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基石、
以“产城融合”为标志的城市发展创新模
式和人本的城市开发哲学。而固安产业
新城的机制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早期
是固安工业园，现在是固安产业新城，他
的未来将是固安创新城市。

那么华夏幸福究竟如何做产业新城？
华夏幸福以产业新城建设运营为主

营业务，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运营、产业发展服务及生活设
施配套服务。

这家企业深知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根
本，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产业
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区域强。

华夏幸福创新性地提出“全球技术、
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价值链整合模
式，2014年投资设立了以科技孵化为核

心业务的“太库科技”，从对接全球技术创
新源头入手，全球布局20余个孵化器，打
通了从种子—苗圃—孵化—加速—规模
化制造的创新链条。

国内不断深化与清华、北大、中科院
等知名科研机构的合作，建成一批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等产学研平台。

新兴产业发展始于科技、成于资本、
盛于融合。围绕补齐供给侧短板，华夏
幸福联合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打造若
干基金平台，并将在每一个开发区域发
起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
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产业整合，为产
业培育插上腾飞之翼。

同时，着力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积
极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华夏幸福重
点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生
命科学、新材料、文化创意、现代服务等十
大重点产业，正在实施产业集群培育

“212”工程，即打造2个千亿级集群，10个
百亿级集群，200个10亿级的特色集群。

产业新城，被理解为一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形成路径，其

核心是强调实现“产城共融”。

华夏幸福以产业新城建设运营为主营业务，包括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营、产业发展服务及生活设施配套服务。

战略 产业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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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入快通道 PPP如何助力河南升级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城镇化”一直是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热词。今年全
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再次提及“城镇
化”，并进一步提到要
“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发展”等来推进“新
型城镇化”。

自1978年到2016
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
亿上升到7.9亿，城镇化
率也从17.92%上升到
57.35%。城镇化数据
提升的背后，是我国城
镇化经历了滞后城镇
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
进入与重新工业化阶
段相适应的城镇化基
本实现阶段。

伴随着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被寄予厚望。作为一
种投融资模式和制度
创新，PPP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PPP起源于欧洲，
但是十余年前就已经
有中国企业在摸索这
一模式。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600340，简称华
夏幸福）是其中起步较
早、走得较为深远、产
业生态链打造较为完
善的一家。去年，华夏
幸福已经进入河南，正
在用其成熟的PPP模
式助力河南推进“产业
先导、以人为本”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

2015年 7月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PPP模式得到了国务
院办公厅的通报表彰，其固安
产业新城也成为唯一入选国
家发改委首批PPP项目案例
库的新型城镇化项目。

2016年10月华夏幸福固
安高新区和南京溧水产业新
城入选了财政部第三批PPP
项目库，获得财政部、教育部、
科技部及工信部在内20个部
委的全面认可。

2016年11月华夏幸福中
标廊涿城际、固保支线等两条
城际铁路，成为国内首家投资
城际铁路并开发TOD新城的
民营企业；大厂影视小镇摘得

“2016中国最具文化价值特
色小镇”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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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产业新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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