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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我省以承德、保定、廊
坊、唐山、张家口等市为重点，依托
布局在北京周边的农产品物流配
送基地，积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
服务水平，主动承接北京农批市场
功能转移，一批重大产业合作协议
和项目相继落地，首都农批市场产
业转移步入快车道。

去年9月底，北京多家花卉批
发市场陆续贴出腾退通知，我省
高碑店、固安、永清等地成为北
京“花卉人”搬迁的重点选择。

“去年 11 月刚搬来时还挺担
心，没想到春节期间这边的销售很
火，这下我就放心了。”在固安盛
世农合农业生态园，一位从北京金
奇树花卉市场搬迁过来的商户说。

农批市场转移是北京非首都功
能转移的重要内容，切实关系到首

都市民菜篮子安全。2016年底，省
商务厅会同北京市商务委研究制定
《河北省承接地批发市场建设工作
方案》，明确提出了承接北京农批
市场转移的具体路径——以承德、
保定、廊坊、唐山、张家口等市为
重点承接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过境
物流及初加工、大宗仓储等功能转
移，共涉及承德农产品冷链物流产
业园等10多个项目。

作为首个北京农批市场转移聚
集统一承接平台，河北新发地打响
了京冀专业市场融合发展的“第一
枪”，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去年10月，承德县政府与北
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在
北京签署协议，双方将深
化在农产品直供
基地建

设、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等方
面的合作；去年11月，北京新发
地盐山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及冷链
物流园项目在盐山县开工⋯⋯

为确保客商来得了、能发展、
留得下，我省很多地区加速“筑巢
引凤”，积极推行承接地市场减免
租金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医
院、学校、金融、电信等服务配套设
施建设，为客商营造良好经营和生
活环境。

省商务厅有关人士表示，他
们将按照《环首都1小时鲜
活农产品流通圈
规划》，在

环首都地区继续统筹规划建设一
批辐射力强、功能互补的区域性批
发市场，打造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
产品物流配送圈。目前，河北新发
地智慧冷链物流园、河北汇通、京
津冀城市生活智慧港等项目正快
速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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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河北正全力
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河北新发
地无疑是其中最亮丽的风景之一。

一个新兴农批市场的培育壮大，一般最快也
需要五年时间。

而位于高碑店市的河北新发地，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
略的东风，仅仅用三年多时间，就从起步走向繁荣，去年年交易
量 800 万吨、交易额 410 亿元，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我国排名前
十的农批市场。

瞄准净菜新蓝海，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开
工；打造智慧冷链物流，华北地区最大的50万吨冷库集群项目将要
动工⋯⋯新时代、新征程，河北新发地在净菜加工、大数据平台等领
域全面发力，引领传统农批行业加速向多元化和智慧型转型，着力打
造中国农业流通产业升级新标杆。

首都农批市场 加快布局河北相关

▼河北新发地工作
人员在检测农产品农药
残留情况。

记者 田瑞夫摄

▶俯瞰迅速崛起的河北新发地。
记者 田瑞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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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版 京东物流园 燕赵开新花

8版 新家在白沟 生活有奔头

▲河北新发地新建的花卉大
棚交易火爆。 记者 田瑞夫摄

特刊（一）

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承接首
都批发市场外迁

2 月 15 日，走进河北新发地新建的花
卉大棚，只见不同品种的盆栽花卉依序排
列，把整个大棚挤得满满当当，不少顾客正
跟商户交易洽谈。

随着北京花卉批发市场的加速腾退疏
解，去年11月，河北新发地迎来了首批“花
卉人”的入驻。目前，这里已建成3个花卉
大棚，与 500 多个花卉商户签约，其中 300
多户已开业运营。

从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再到如今的
花瓶子，河北新发地的农产品业态愈加
丰富。

“我们正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承接首都
批发市场外迁，构建综合性一站式采购平
台，推进农产品全业态发展。”河北新发地
集团副总裁魏树俭说，自 2015 年 10 月启
运以来，目前，河北新发地已建成精品水果
交易区、进口水果交易区、大宗蔬菜交易
区、菌类交易区、果蔬加工理货区、粮油交
易区、干货干果交易区、调味品交易区、包
装食品交易区等业态，具备连续保证首都
10 天以上农产品供应的能力，直接疏解在
京商户6200多户，间接疏解外来在京人口
2万人。

高碑店市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毗邻
京港澳、京昆、廊涿高速，107、112 国道和
京广铁路，具有独特的区位和交通优势。
多年前，为更好地保障首都市民的菜篮子，
北京新发地经多地考察，最终与高碑店市
政府签订协议，河北新发地应运而生。

2013 年 5 月，河北新发地物流园区项
目在高碑店奠基开工。“项目就在高碑店东
北方向一块偏僻的庄稼地，一条像样马路都
没有，汽车开不进来，只能步行。”负责物流
园筹建工作的魏树俭回忆说，“说实话，那几
年内心一直忐忑，担心项目发展困难。”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出台，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开始提速，为河北新发地的

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指明了新方向。
“我们及时转变思路，由一对一承接

北京新发地，转变为一对多打造北京农
批市场转移的统一承接平台。”魏树俭
说，通过承接北京锦绣大地蔬菜干果市
场等北京农批市场功能疏解转移，仅仅
几年，河北新发地迅速“长大”。目前，园
区内经营品种已覆盖全球 54 个国家和
地区，市场辐射范围达 13 个省市自治
区，去年实现年交易量800万吨、交易额
410亿元。

不仅追求全业态发展，还要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业态升级。
去年底，瞄准净菜这片新蓝海，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河北新发地食品加工产业
园项目正式动工，主要建设原辅料库、中
央大厨房、超市统仓加工配送区、成品冷
链仓储区、检验检测中心等。项目建成
后，将开创“产地初加工、市场精加工、净
菜进北京”的供应模式，每年可向北京加
工配送 180 万吨净菜，极大地推动河北
新发地农产品提质升级。

立足信息化和智能化，建
设智慧型产业平台

晨光初露，河北新发地满载瓜果蔬
菜的大车已开始频繁进出，分外热闹。
记者注意到，过磅处无人值守，司机只要
拿出一张电子卡片在机器上一刷，含有
车主姓名、车辆类型、载货重量等信息的
单据就很快出来，非常便捷。

“这款智能称重系统由我们的信息
团队自主研发，大大节省了商户们的交
易时间。”魏树俭说，对河北新发地来说，
首都农批市场疏解不是简单搬迁，更重
要的是再造，要立足信息化和智能化建
立完善产业平台，向商户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服务。

去年10月，河北新发地采用B2B模
式建立的农兴广汇生鲜电商平台上线运
行，该平台主要面向餐饮企业、经销商、
超市等大客户实行订单销售。“生鲜食品
很受市场欢迎，北京普天新德公司、北京
岳各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已发展成为
稳定客户。”农兴广汇生鲜电商平台负责
人姜为民说。

农兴广汇生鲜电商平台的上线，意
味着位于环首都 1 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

圈的河北新发
地，向生鲜电
商 领 域 跨 出
了坚实的一步。

近 年 来 ，河
北新发地依托“大
市场”资源和渠道优
势，从硬件建设、经营
理念等入手，由传统农
批加速向智慧型产业平
台转型。

与首农集团、京东、顺丰
优选、联想佳沃等国内一线电
商开展战略合作，推动“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

与河北农业大学校企合作，共同推
进“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建设涵盖基
地数据、终端数据、供应链金融数据等的
大数据平台，通过整合交易数据，了解市
场供需变化，指引商户科学经营。

引进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等 10 多家银行入驻，为园
区商户提供资金援助。

投资1000多万元，与省市农业部门
合建河北省农产品质量风险监测站，实
现进场必检，并在园区大屏实时公示检
测数据，一旦发现超标一律不许进场。

“未来，我们将建设智慧冷链物流项
目，从产品销量分析预测、入库出库再到
运输配送，为商户设计综合效率最优的
物流方案。”魏树俭说，作为其中重要一
环，应用先进的智能温控与物流管理系
统的 50 万吨冷库集群一期工程计划今
年 4 月动工。项目全部建成后，整体容
量相当于北京市冷库总体容量的 60%，
将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水产、冷冻产品
交易平台，对于保障首都农产品安全稳
定供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向上下游延伸，推动产地
与消费地无缝对接

去年底，河北新发地投资3000万元
在保定市区建设的 3 个便民市场同时开
业。“新市场离家近，菜新鲜，价格也便
宜，感觉很不错。”家住万和城小区的居
民郭女士这样评价。

“随着城市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
提升，标准化菜市场成为打造便民服务

体系的关键一环。”魏树俭说，为此，他们
与保定市相关部门合作，在居民小区周
边试点开展便民市场建设。生鲜农产品
均由园区检测合格后直供，没有任何中
间商，旨在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价廉、新
鲜实惠、安全放心的产品。

除了建设便民市场，他们还将在城
市外围建设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智慧
民生港”，在主城区建设“最美菜市场”，
以梯次化、大集中、小分散的模式，构建
绿色、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生态体系，保
障城市居民农产品供应。

多年来，河北新发地在高速发展的
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他们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优
势，通过市场准入的倒逼机制，从生产环
节上引导当地种植户转变观念，不断优
化供给结构，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做
到产地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直接带动
我省果蔬种植基地 100 多万亩，产量
100 万吨。同时，积极对接阜平、涞源等
贫困县，通过发展订单农业、设立免费销
售专区的方式，有效带动贫困县种植基
地发展。

“河北新发地距雄安新区核心区域
仅30余公里，势必成为未来雄安新区农
产品供应的大后方。”河北新发地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通过设立社区超
市、供应站、配送中心等方式，积极融入
雄安农产品配送体系建设，为雄安新区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绿 色 农 产 品 安 全 供 应
保障。

河北新发地

打造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