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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也是大城县红木
大集开放的日子。占地 730
亩的“中国红木城”里，4000
多个大集摊位云集着来自
京、津、鲁、晋等周边区域
的各路客商。

从北京赶来的游客王
璐 佳 ，到 此 为 自 家 挑 选
家具。

“早就听说大城红木
有名，今天一看果然不
错。”王璐佳说，从北京开
车上京台高速，转至廊沧
高速到达大城，一个半小
时就到，非常方便。

大城县地处廊坊市最
南端，在全市的地理位置相

对偏僻。2011 年 11 月，廊沧高速建成通
车，为大城弥补区位交通短板打开局面。
2016 年 12 月，京台高速廊坊段全线贯通，
南与廊沧高速相接，直接开启了廊坊南部
县区通往北京的快捷通道。

从中国红木城一路向东，笔者来到大
城县红木文化产业的起源地——南赵扶镇
冯庄村。道路两侧，红木家具厂、红木馆一
家接一家，装载家具的大卡车在路上随处
可见。

据不完全统计，大城县从事红木家具、
红木工艺品生产、制造和销售的人员有 3
万多人。

“过去跑北京送一趟货，要走 3 个小时
下道到廊坊开发区，然后上京沪高速。现
在去北京至少节省了一半时间。”大城县红
日古典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广洪感慨。

他说，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京津冀等
区域。“红木家具价值高，我们全部安排专
车配送、上门安装，路况交通对企业影响很
大。”自从周边通了高速公路，公司的生意
好了很多。

“京台高速（廊坊段）串起了廊坊中南部
地区的大动脉，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会越来
越大。路网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付永乐
说，从区域高速公路网络的连通性考虑，京
津冀三省市路网中，京台高速北京段和天津
段、廊沧高速、廊涿高速路网功能的发挥，都
取决于京台高速廊坊段的连通及盘活。

随着津保铁路、京台高速、G95 首都地
区环线高速廊坊段、G1N 京秦高速建成通
车，新机场北线高速廊坊段开工建设，全市
与京津对接的干线公路有 17 条，28 个接
口，与京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交通整体。

一条路的同城之旅
□记者 解丽达 通讯员 庞博 陈辉

2016年12月9日，京台高速公路（廊坊段）53公里全线贯通。

至此，这条穿越廊坊中部广阳、永清、安次三个县（区）、11 个乡

（镇），串联廊坊6个重点工业园区的高速公路，不但为廊坊当地经济

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也让北京人在廊坊创业、消费更为便捷。

2018年12月4日，笔者沿着这条路进行了实地踏访。

12月4日上午11时，一辆装满绿色PVC排
水管的高栏半挂车从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
公司出发，开往深圳。

车辆驶出厂区开上龙脊道一路东行，然后
向北拐入凤晨路，不一会儿路边出现“京台高速

（G3）”的指示牌。
“厂区离京台高速东安庄入口的距离只有

2.7 公里，对长途运输来说，时间上节省了很
多。”司机赵宝红说，过去没有京台高速时，要绕
道廊坊开发区上京沪高速，其间需穿两次省界，
至少多出2小时的车程。

泉恩管业于 2012 年入驻河北廊坊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廊坊高新区”），是美
国 JM Eagle 集团在廊坊投资建设的综合性制
造型企业，其1.2米-2.4米大口径环保管材填补
了我国空白。

“我们目前年产 5 万吨管材，每天有二十多
辆车的成品通过陆路运往全国各地，紧邻高速
的区位交通是一大优势。”该公司生产总监甘露
说，采买动辄千万的机器设备对路况要求很高。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的甘露说，如果不是交通
方便，三个月前，他可能不会选择到这里工作。
此前，他一直就职于京津等大都市以及国外。

廊坊高新区始建于 2010 年，功能定位是承

接京津新兴产业转移（配套）试验区、高新技术
产业孵化区和低碳经济示范区，以“大智移云”、
碳纤维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过去，这个区域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基
础薄弱。但区位优势是发展工业园区的先决条
件。”廊坊高新区党政办副主任马启鹏说，园区
距首都机场、天津机场各 60 公里，距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仅 40 公里，150 公里半径内拥有 4 座
海港。

2014 年 12 月 26 日零时，京台高速公路（廊
坊段）正式通车。两年后，京台高速（北京段）开
通运营。这条高速在安次区的两个出口分别位
于廊坊高新区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一举将园区
与京津时空距离缩短到40分钟车程之内。

马启鹏介绍，该园区已累计引进重点项目28
个，协议总投资超过430亿元。从农业镇到现代
园区，一条高速推动了整个区域的开发建设。

“当初规划建设京台高速廊坊段，是为了解
决京津之间运力不足的问题，开设除京沪高速、
京津高速以外的京津间第三通道。”廊坊市交通
运输局京台高速公路管理处副处长付永乐介绍，
京台高速在廊坊境内设有廊坊空港等五个出口，
全长 53.254 公里，与京沪高速过境只有几公里
相比，这条高速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

12 月 4 日早 6 时 30 分，住在北京丰台
区的申建平，开车送儿子上学后到河北廊坊
上班。

两个小时后，申建平已从京台高速永清
北（曹家务）出口开出，

往西一拐便是

目的地——“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首批重点
承接项目”云裳小镇。

从去年 9 月开始运营的云裳小镇，是个
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迄今已承接2700家
疏解自北京大红门的服装商户。

去年 12 月，申建平和妻子将原来在北
京大红门经营的一家服装面料店铺转移到
永清云裳小镇，开始了每日往返京廊的双城
生活。

“同城”体验来自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
一体化的快速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谋

划，是把京台高速的规划建设作为要件考虑
在全盘计划中的。”云裳小镇投资发展商、北
京京都联合商业有限公司总裁赵晓东说，当
时和北京大红门的商户谈入驻时，大家首先
关心的是“离北京近不近”“交通方不方便”。

京台高速公路（廊坊段）正式通车的时
候，北京段还未修通，这段路往北成了断头
路。2016 年上半年，云裳小镇正式开工建
设。“当年我最担心的是，建好后京台高速

（北京段）通不了。”赵晓东说。
2016 年 12 月 9 日，京冀界廊坊主线收

费站与京台高速（北京段）同步开通运营。
2017 年，云裳小镇被批准为河北省首批特
色小镇创建项目，并于当年9月正式运营。

赵晓东介绍，云裳小镇的前身是“永清国
际商贸中心”，2015年签约落户永清，京台高
速修通后，这里的区位优势被整体放大。“面
对这么好的黄金位置，我们决定提升定位，规
划建设服饰商贸、服饰博览、服饰会展、服饰
双创、服饰品牌基地和舒适宜居区六大板块，
打造京津冀地区的时尚基地。”

在北京从事了二十年服装物流的黄磊
富也在河北寻求新发展空间，最终于今年 7
月在云裳小镇注册成立物流公司。

“服装运输 80%靠公路，这里地处黄金
三角区，京台高速开通更让这里拥有天生优
势。”黄磊富说，他进驻小镇以来，新客户每
天都在增加。

时 间
2018年12月4日

地 点
廊坊高新区、云裳小镇、大城

托起一个现代园区

引来北京人创业

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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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见证新时
代一路向前。

京津冀协同发展，建
设雄安新区，北京冬奥会
筹办，这些将对河北未来
产生深远影响。

2014 年 2 月，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京津冀协
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山水相连，人文一
脉，此前一直在求索区域
合作破题之策。

协同之路开启，历史
难题豁然开解。高铁通
了，断头路通了，产业转移
来了，创新团队来了⋯⋯
河北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
越发通畅，在对接京津、服
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2017年4月1日，新华
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
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规
划建设雄安新区是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举措，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河北雄安新区的设
立，将打造新时代中国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为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

验、树立样板。
从植下一草一木到搬运每一方土，

从规划未来蓝图到传承历史文脉⋯⋯人
们都倾注心力，做到极致，这座未来之
城，属于河北，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2022 年冬奥会，塞外山城张家口将
站上世界的舞台。河北将以北京冬奥会
为契机，积极推进张北地区建设，与雄安
新区一起，形成河北发展新的“两翼”。

崇礼小城，在拥抱世界中也有了更
多故事。山村变成了有国际风情的小
镇，迎来四海宾朋，冰雪世界散发着生机
和活力。

奋进新时代，在这个孕育着春天的
季节，每个人都可以用汗水和智慧去开
拓自己的未来。

文/记者 姜艳

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
数据中心（本报资料图片）。

①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庞 博 张健飞摄

②京台高速永清北互通式立交（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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