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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设立两周年之际，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

绿色、现代、智慧 雄安“未来之城” 雏形显现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雄安新区设立迎来了两周年。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对外公布，千年大计，

备受瞩目。

2018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2019

年

1

月，《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

2018

—

2035

年）》对外公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对雄安新区提出要

求，“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成立两周年， 顶层设计已基本完

成。雄安新区建设进展如何呢？将会打造一个怎

样的“未来之城”？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现

场感受千年大计的细致纹理。目前，市民服务中

心已经投入使用，雄安高铁修建如火如荼，标志

性项目慢慢成型， 雄安新区逐渐铺展开一幅生

机勃勃的画卷。

“黑科技” 加持

市民服务中心

位于北京西南方的雄安新区， 距北京

100

多公里。记者导航输入“雄安”时，自动关联的具

体地点便有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这正是记者想

要探访之地。记者驱车沿着大广高速，

1

个多小

时车程便可到达。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是雄安新

区的第一个建设工程， 也被称为是雄安新区面

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窗口。

据记者了解， 位于雄安新区容城东部小白

塔及马庄村界内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2017

年

12

月

7

日正式开始施工。

2018

年

4

月，作为雄

安新区的第一个高标准城建项目， 市民服务中

心用时

112

天就基本完工， 如今已全面投入使

用，总建筑面积

9.96

万平方米。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在设计建造突出“绿色、

现代、智慧”理念，禁止燃油车驶入。所有前往服

务中心的市民需要在容和塔附近的停车场乘坐

新能源摆渡车进入。

4

月

3

日

11

时，记者到达

停车场时，已停有上百辆车。 从车牌来看，车辆

来自北京、山西、山东、河北等各个地方。目前停

车场还是简易地面停车场。 停车场旁边围了铁

皮墙，远远就能看到“智能立体停车库正在施工

中”的标识牌。

按照导览提示， 记者步行不到百米便到了

游客接驳地点。 摆渡车

10

分钟左右一趟，

5

分

钟左右即可达到市民服务中心。 乘客大多是周

边的村民，避开周末、节假日，去市民服务中心

参观。 “周末人太多， 趁工作日有时间就去转

转。 ”带着浓厚当地口音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

带着外地慕名而来的侄女一家去雄安市民服务

中心“开开眼界”。

作为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第一个城建项目，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被当做未来雄安缔造智慧城

市、绿色城市的缩影，具有样板意义。 进入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是洁净的道路，现代

化的建筑，一处供新能源车充电的停车场，透露

着格调一致的“现代感”。

道路两旁的指示牌显示，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由公共服务区、行政服务区、生活服务区、入驻企

业办公区四大区域建筑群组成，承担着雄安新区

的规划展示、政务服务、会议举办、企业办公等多

项功能。 有工作人员带着来访人员参观并介绍

说，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引入了“海

绵城市”理念。 “停车位设置了植草砖，雨水在流

动过程中经过浅草沟的渗透、过滤后进入雨水收

集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

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的园区内， 隔一段距

离，就能看到路边竖立着醒目的“无人驾驶停靠

站”的白色路牌。 无人驾驶巴士外形酷似太空舱，

当距记者一米左右时，会自动停止行驶。 据介绍，

园区内为无人巴士设置了专门的行驶线路。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9

年初

开始， 陆续有二三十家大企业开始在雄安市民

服务中心企业办公区挂牌，并陆续入驻办公。记

者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指示牌上， 看到中国银

行、中国太平、国家开发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

以及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等互联网巨头已入驻或挂牌。

位于园区东北角的京东无人超市， 似乎成

了来此参观游览的市民必须体验的地方。 超市

门口贴有提示指导如何“刷脸购物”，进入者需要

先注册、 拍照进行人脸识别、 开通微信免密支付

等，形成二维码后再扫码识别才能通过闸机，整个

过程需

1

分钟左右。现场不少市民排队体验。超市

不大但“五脏俱全”，零食、饮料、基本日用品等“标

配”齐全。 店内有两三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补货

等工作。购完物品，从出口通道

1

秒刷脸并同时自

动结账。 记者看到现场甚至有游客体验了两三次

无人超市购物，脸上依然挂着新奇的表情。

市民服务中心里还设有智慧垃圾收集器、智

能车吧等等，各式各样的“黑科技”处处体现着雄

安“智慧”。

容城周边村庄

已启动拆迁

紧挨着市民服务中心的容城是否也有了新模样？

容城县内最有名的莫过于被称为“央企大街”

的奥威路。 和一年前相比，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明

显的变化。 “以前小县城住宿条件好点的酒店非常

少，这两年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外来人口越来越

多，好一点的酒店也多了。 ”在一家商务酒店做前

台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是本地人，这两年她感受

到县城的变化非常明显， 以前每晚几十元的旅馆

占主流，现在酒店标间都上百元，随着雄安新区建

设的推进，感觉容城也“上档次”了。

这与记者在容城街头走访的感受相符。 几乎

每条街上都有正在装修的酒店，准备开业。 在容城

开白洋淀特产店的老马是安新县人， 老马的爱人

负责销售，老马负责送货，他和爱人经营的这家夫

妻店，随着新区发展生意也比往年好起来。 “这是

双黄蛋，而且不太咸，满是油。 这可是白洋淀的鸭

子下的蛋。 ”老马一边骄傲地向记者推荐着雄安特

产， 一边数着雄安新区带来的影响，“雄安新区建

设， 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 千年大计要看长远发

展，一代更比一代好。 ”

老马告诉记者， 雄安新区目前还没有开展大

面积的拆迁工作，仅容城周边龚庄、南文营两个村

准备拆迁。 记者驱车前往龚庄、南文营，在村边地

头看到有铲车在作业。 村里路边的电线杆上、墙

上，随处可见贴着房屋出租、搬家公司的小广告。

容城才开始启动搬迁工作，尚无大面积施工。

离容城不远的重大项目之一，“千年秀林”的

第一片林已在

9

号地块扎根，位于雄县雄州镇、容

城县平王乡两个乡镇

8

个村， 去年

5

月该项目已

经完成。 记者驱车沿着保静公路前往容城县平王

乡仇小王村， 公路南北侧将构建的是平原地区大

面积的异龄复层混交近自然森林。 记者看到，林边

竖着“建设雄安千年秀林，打造绿色低碳新区”的

巨幅标语牌。 绵延几公里，不同的树种交错铺开。

雄安高铁站

塔吊林立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刚今年

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 雄安新区即将转入大

规模的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 雄安新区的一张蓝

图已经绘就。 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雄安新区

将会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局面。

“有路必有福，致富先修路”。 塔吊林立也必将

从修路开始。 雄安新区设有

4

座高铁站，白沟站、

白洋淀站、雄安西站、雄安站。 目前，从北京南开往

雄安新区白洋淀站需要约

1

小时

20

分，未来京雄

高铁从京九铁路李营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

场、霸州市，终至雄安新区，可实现

30

分钟从北京

城区到达雄安新区。

雄安站作为雄安新区的高铁门户， 建成后被

赋予发挥雄安新区对全国辐射作用的重任。

据记者了解，雄安站设计为高架站进出，相当

于

96

个足球场的占地面积，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

地区路网性的主客站、新交通枢纽，也将成为“亚

洲最大火车站”。

记者驱车前往位于雄县城区东北部，距离城区

约

8

公里的雄安站。远远就能看到高架桥墩已经立

起来了。 通往雄安站的所有路上，尽是混凝土搅拌

车、载满泥沙的渣土车来来往往，一路尘土飞扬。

记者看到， 雄安高铁站核心施工现场被铁皮

墙围起来，挂着“施工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 进

出的卡车卷起一阵阵黄沙，地上留下深深的胎印。

不远处几十台旋挖机同时进行旋挖作业， 和着电

焊声、钢板的敲击声此起彼伏，尽是一幅热火朝天

的景象。

为安全起见， 有戴着安全帽的工作人员

要求记者远离施工现场。 据其介绍，附近的村

民已经搬到安置区了。 年初雄安高铁站举行

开工仪式后， 相关单位正式进入施工， 计划

2020

年

2

月完工， 到时北京至雄安站最快半

小时可达。

楼市蹭热点 雄安周边房价蠢蠢欲动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说到雄安新区， 房地产总是绕不过去的关

注点。 回想

2017

年

4

月

1

日，宣布设立雄安新

区当晚，雄安三个昔日的“无名”小县城就被浩

浩荡荡的炒房团“围堵”。紧接着，雄安新区商品

房停售，二手房中介关停，在建房子停工，购房

需求向周边地区转移。两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

现，虽然雄安楼市停止交易，但周边县市不乏打

着雄安新区名义招揽客户的楼盘项目， 且在严

格的限购政策背景下，房价出现上涨迹象。

打雄安新区招牌揽客

记者在北京北三环的街头收到几份房地

产宣传单。其中就有大号字体写着“雄安新区，

百年商机，贵在把握”、“雄安新区高铁旁，现房

发售”字样的宣传页。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家，不等记者开口问项

目的具体位置， 销售人员杜女士主动告诉记

者，“咱这个位置在雄安新区、北京、天津的中

心地带。 属于雄安新区的经济辐射区，不在雄

安新区里。 因为雄安新区不允许买卖房屋，咱

们卖的都是周边的房。房地产项目位于河北霸

州堂二里镇， 是霸州市政府扶持的惠民项目，

六个村合建的生态小镇。主要承接从雄安新区

和霸州市疏散过来的人口。 ”

除了项目位置，杜女士还提到，由于是惠民

项目，跟商品房不一样，没有五证。但承诺，买了

这里的房子， 跟开发商签

70

年的房屋买卖合

同，入住

90

个工作日内下发一家一户的不动产

权证。在合同内体现三年之内转商品房，如果转

不成商品房， 按照所交房款放在银行的利息三

倍赔偿。价格方面，今年交房的均价为每平方米

4000

元，明年交房的均价约

3200

元。

“您看一下位置，再考虑一下这个产权性

质能不能接受。都能接受的话，如果您想看房，

咱们北京这边有看房班车。 如果您自己开车

来，我再给您发具体定位。 ”杜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项目在地图上搜不到，必须由她通过手机

号报备单线一对一联系。

记者在雄安新区内的容城也看到张贴的

宣传单，一处位于白沟的住宅项目，小号字体

写着“矗立雄安北大门”的字样，“蹭热点”的方

式相对巧妙。

放松预期促房价松动

“蹭热点”起到了一定作用。记者在紧挨着雄

安新区北侧的白沟， 走访多个房地产项目发现，

销售、购房者等多方预期限购政策会放松成为最

后推手，不限购的公寓项目十分畅销，而住宅项

目也有办法绕过限购，房价松动上涨明显。

提出设立雄安新区伊始， 周边城市楼市就

出现价格波动。多位销售人员回忆，当时房价从

三四千，一度涨到三四万。 紧接着，紧邻雄安新

区的霸州、 文安等

10

个地区纷纷出台限购政

策，构成环雄安限购带。限购内容大体是按照拥

有房产情况、户籍情况等约束购房行为。一系列

组合拳后，雄安新区周边房地产市场“企稳”。

据白沟、霸州等多地的房地产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最严格的时候，售楼处关门

1

个月，销售人

员集体放假。雄安新区周边的房地产行业似乎踩

了急刹车， 放慢了前进的脚步。 但到

2017

年

9

月、

10

月开始慢慢松动，五证齐全的现房，价格

通过房管局备案后可以售卖。

2019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

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意见》提出要严禁大规模

开发商业房地产，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

炒房投机行为。

随着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的逐步推进，落地项

目“摸得着看得见”，卖房者借此造势，购房者则

揣着“抓紧上车”的心态，无形中推动雄安周边楼

市蠢蠢欲动。

“都说今年房价要上涨。今年雄安新区要大搞

基建，雄安的热度马上就上来了。上午接了几个客

户，都说感觉要涨价。 全年会有几个小高潮，五一

小涨，十一大涨，价格只升不降，现在的价格相对

全年是较低的。 ”白沟某楼盘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后期依托雄安新区的发展，白沟将承接其外溢

人口，这也使白沟的住房出租或出售都更便利。

销售小高潮已在白沟另一个公寓项目售楼处

上演。

4

月

5

日，该项目开盘，记者看到售楼处人

头攒动， 沙盘周边一有空缺立马就有购房者补齐

缺口。 人多嘈杂，销售人员需要戴着麦克风讲解。

楼盘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寓项目主要售

卖

38

平方米

~48

平方米的房子， 当天开盘三栋

楼，房源已经所剩不多，前一天甚至有人提现金

定了一层楼。 为证明真实性，销售人员还翻出所

拍视频给记者看。

“一方面公寓不限购不限贷。 其次占用资金

少，一套房首付才

20

万出头。 还有一个优势是后

期可以注册营业执照。

BAT

都落户雄安新区了，很

多小公司进不了雄安新区，只能在雄安周边落地。

这样公寓房后期也容易买卖。 一位销售人员向记

者细数公寓项目销售火爆的原因， 并建议记者可

以相邻买两三套，打通非承重墙，变成小两居。

除了不限购的商住公寓火爆， 限购的商品住

宅也开始回暖。 据记者调查了解，因为楼市调控，

白沟当地的商品住宅项目出现备案价、市场价“两

张皮”的情况。综合当地多个商品住宅项目销售人

员的说法， 白沟大多数项目在房管局的备案价为

8000

元

~10000

元， 但市场价为

10000

元

~12000

元。 溢价销售不写入合同，也没有收据。

此外，限购政策要求外地人在白沟购房，需具备

两年本地纳税、社保或营业执照满两年的购房资质。

如果购房者不满足相关条件的话， 销售方可帮忙找

第三方办理资质，价格在

5000

元

~20000

元不等。

“价格还不是固定的。比如两会期间资质办不

了，现在

5000

元，以后可能还要涨价，提前跟您说

清楚。 ”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购房资质的办理

价格也有弹性。

“没有成立雄安新区之前，白沟算是比较发达

的。总不能一直限购吧？等限购放开估计又买不起

了。 ”在某楼盘售楼现场，一位从河南前来看房的

购房者向记者吐露他的想法。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

现，大多数涌入白沟的购房者都持有类似想法。

白沟某售楼处，正午时间看房者依然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