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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沙河经济开发区，有着“三大
怪”说法。

第一大怪——小园区顶着个大脑
袋。开发区位于沙河市区北部，规划总
面积 76 平方公里。而就是这片不大的
区域，却云集着大量优质企业，2019年，
主营业务收入 550 亿元，税收收入 15.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35 亿元，实际利用
内资 15.3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3410万美元，外贸出口额
10000 万 美 元 。 拥 有
众多的荣誉光环，
先后被评为“玻璃
产业压减产能、
提 质 增 效 转 型
发展”试点、省

“ 智 慧 产 业 集
群”试点，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国家火炬
沙河现代功能与艺
术玻璃特色产业基地、
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和中国制镜基地等四大基
地。

第二大怪——工厂烟囱不冒烟。近
年来沙河不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
不断升级环保措施，促使工业企业污染
排放明显。目前，沙河已先后投入20亿
元，对所有在产玻璃生产线已全部完成

“烟羽消白”治理。对化工、陶瓷、水泥等

重点工业企业严格实施“超超低排放”。
上半年，沙河市污染物排放降低52%，其
中玻璃企业减排达到70%。在深入推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沙河还大力
发展新型产业，目前拥有承接京津产业
转移高端科技项目——博远超薄不锈钢
精加工、全国最大的面粉及挂面生产企

业——金沙河、北方最大的3D显示屏
研发制造基地——中显裸

眼3D、国内唯一集潜
入式电机绕组线

研发和生产于
一 体 的 企 业
——国潜线
缆等一批科
技含量高、
基 本 无 污
染的新型工
业企业。开

发 区 正 在 努
力 实 现 创 新 发

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
第三大怪——政企办

事不见面。近年来，经济开发区以优化
营商环境为重点，对入驻企业和投资项
目深入推进“一站式”和“妈妈式”服务，
努力实现“围墙内的事帮办、围墙外的事
包办”。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推广

“两不见面”工作机制，全力打造了“审批
不见面、办事不求人”政务服务新模式。

目前，企业常规性业务不再需要到政府
各部门来回跑，而是全流程网上办理，网
上申报、审批。同时，对必要的审批手续
采取双向邮寄，最大限度提升办事效率、
减少企业负担，实现办理业务的企业与
审批机关工作人员不见面。

近年来，沙河市顺应发展需求，围绕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取得大量显著的成效。特别是正在积极
推动构建“3+5”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

“3”就是加快改造提升玻璃建材、医药化
工、矿山开采加工等三大传统产业；“5”
就是积极培育以河北中冶冶金设备制造
等企业为依托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以建
华建材等项目为支撑的新型建材业，以
博远超薄不锈钢精加工为载体的新材料
新能源业，以金沙河面业为核心的健康
食品业，以中显智能裸眼3D项目为代表
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使新旧动能转换步
伐进一步加快。

以玻璃为例，该市对玻璃产业主动
瘦身、提质增效，坚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产品附加
值。

玻璃产品已由过去单一的建筑玻璃
向安全节能、幕墙、工艺品玻璃等多方面
拓展，产品附加值从每平方米10余元提
高到几十元、几百元甚至几千元。截至
目前，沙河玻璃已累计成功申报各类专
利 1300余项。兴峰玻璃熔晶玉石、科正
3D 激光内雕镜、锦辉新型内外装饰墙

砖、彩盛微晶石背景墙等 6 个产品填补
国内空白。彩盛玻璃拼镜、科正仿古制
镜等2个产品填补北方空白。众诺公司
生产的框业产品顺利进入了沃尔玛等国
际连锁商超，生产的Low e玻璃深加工
项目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主流建筑
工程。沙河相继被评为“国家火炬艺术
玻璃特色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中国制镜基地”“玻璃产业
压减产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试点”，被原
环保部赞为“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脱胎换
骨式的转变”。

金沙河集团，是沙河“一城三区四
廊”总体布局中工业旅游产业长廊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该企业日处理小麦
6600 吨，日生产挂面 2200 吨，年产值
90 亿元，同时，这个企业还拥有 3 个

“世界第一”，分别是小麦粉单体加工车
间世界第一、挂面单体加工车间世界第
一及挂面销量世界第一。金沙河面业在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产品深
加工能力、提升三产服务带动上取得了
显著成效，实现了粮食增产、小麦增
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和政府增税的
共赢局面。

沙河市先后获得建材领域首批“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科
技进步考核先进县（市）”“全国宜居宜
业典范县（市）”“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市）”“全国先进文化县（市）”“河北省
园林城市”“河北省卫生城市”等荣誉
称号。 （文/沙宣 图/陈雷、谢攻）

绿色转型，赶超发展

沙河市地处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地势西高东低，山
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全市总面积858平方公里，是
一座以生产玻璃著称的新兴工业城市。南北窄、东西长，就
像一条长长的飘带系在太行山脉南部。在这片东西绵长约
90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13个乡镇办，242个行政村，总人
口42万。

沙河市，因境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沙河而得名。沙河
古称湡水，《资治通鉴》记载：“秦王李世民讨刘黑闼，黑闼闻
之，自将兵拒。夜宿沙河。”《资治通鉴》注释“沙河即湡水”。

沙河市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已经形成“四纵十二横”的
地面交通网络。航空方面，邢台机场位于沙河市区西4公
里，已于今年7月7日开工建设，将于2021年 7月全部完
工，届时沙河将形成地空立体化交通网络。

2019年，沙河市GDP达188.1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达12.71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4508元，在邢台排
第2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78元，位居邢台首位。

沙河市广阳山下的渡口村，山清水
秀，因村前的渡水而得名。著名词作家乔
羽先生曾先后三次在这里居住过。1946
年—1963 年之间，乔羽与渡口村民百姓
同吃同劳动，参与新中国成立后山区新
农村建设，体验生活，在劳动中汲取创作
灵感，先后发表了多首反映老区人民艰
苦奋斗的诗篇。此后离开渡口村的日子
里，乔羽老师多次念叨生活在渡口的这
段时光，总是惦记这里的老街坊、老邻
居，用乔羽的话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
故乡呀，是我创作的根啊。”乔羽现象已

经成为沙河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沙河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新

石器时代，沙河境内已有人类居住，商代
曾有部落；春秋属晋，战国属赵；隋开皇十
六年(公元 596 年)独立建县，至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1987年2月撤县设市。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沙河大地哺育出众多
的仁人志士。邢州五杰之一的元代中书左
丞张文谦、明代贤臣朱裳，以及中国人民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杨春增烈士等都是
沙河骄子。沙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众多，现有文物保护单位65处，其中明

长城和宋璟碑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广
阳山石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独有的藤
牌阵，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另有豆面印花、秦王破阵鼓、孔明锁、
高庙皮影等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邢台共有 40 个中国传统村
落，沙河就有22个，这些村落古老纯朴，
各具特色，就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太行
深处，等待着都市人回归自然，享受田
园。古村落最集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柴关
乡，2019年柴关乡被评为全国首家“古村
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

太行川寨王硇村，以其融合南北建
筑风格的古石楼群远近闻名，有“北方第
一川寨，太行最美古村”的美誉。近年来，
王硇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着力
打造以王硇古石楼群、红枫山自然景观、
革命遗址红色文化、影视基地等旅游品
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
路，先后获得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最具
魅力休闲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等四个国家级荣誉称
号，并于 2019 年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2015年6月1日，全国传统村
落立档调查现场会在王硇、绿水池观摩
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本届旅发大会主会场设在红石沟休
闲生态农场。该农场由河北宝晟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面积 2.5 万亩，
计划建成以休闲旅游为方向，以科技为
依托，以度假、求知、观光、采摘为载体，
逐步发展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
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沙河有个红石沟，满眼都是红石
头，地不收，路难走。”这句顺口溜是昔
日红石沟的真实写照。经过 10 多年深
耕，荒凉贫瘠之地已变成绿树沟、致富
沟，春来百花齐放，夏至山水消暑，秋到
瓜果飘香，冬临银装素裹。前不久，红石
沟休闲生态农场被评定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农场投资 5000万元的不老莓果
酒体验工厂基本完成。“红石沟”品牌薄
皮核桃、桃、草莓、葡萄、樱桃还通过了
绿色食品认证。红石沟休闲生态农场先
后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
星级示范园区、河北省现代农业园区、
河北省五星级休闲农业园区，2017 年被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河北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评为“2016 年度最受喜爱的旅
游胜地”。

在发展旅游产业上，沙河始终落实
邢台市委提出的“市场、创新、融合”三大
理念，注重基础、亮点“两手抓”，规划构
建了以“一城、三区、四廊”为支撑的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

“一城”，就是以沙河被确定为首批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将沙河建
成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城；“三
区”，就是彰显沙河独具特色的旅游资
源优势，打造青山绿水度假片区、太行
古寨体验片区、田园农林休闲片区 3 大
旅游片区；“四廊”，就是坚持把旅游同
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以交通为轴，串点
成线，大力实施“旅游+”新业态，培育工
业旅游、山水休闲、生态度假、民俗文化
4 条产业长廊，按照有特色、有产业、有
带动、有效益的理念，推动沙河旅游业
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从观
光旅游向体验度假、研学旅游转变，进
一步叫响“魅力太行、美在沙河”品牌，
切实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沙河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

在具体举措上，该市运用“旅游+”
业态创新模式，以旅游业大发展推动山
区综合开发大提升、生态环境大提升、群
众收入大提升。2019年，主要景区接待游
客 160 万人次，辐射带动上万名群众实
现增收。

推行“旅游+自然风光开发”。依托
沙河山区优美自然风光，坚持特色化、精
品化理念，高标准打造了渡口川文化景

观带，改造提升现有秦王湖、北武当山、
桃花源等景区，高起点谋划开发优质未
开发资源，全力打造好“魅力太行、美在
沙河”品牌。目前，沙河已有 3A 级景区 4
家、2A级景区3家、4A级景区1家。

推行“旅游+农业园区建设”。积极
引导现代农业园区利用田园风光、农业
景观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丰富旅游业
态，吸引城乡游客，把现代农业园区打
造成各具特色的综合性生态休闲旅游
度假区。

推行“旅游+传统村落保护”。以推
进美丽乡村全覆盖为契机，坚持传统古
村落优先，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建设标
准，切实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水平。在此基
础上，积极挖掘传统人文要素，完善各类

旅游基础设施，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大力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业态，取得明显
成效。近年来，沙河先后有 22 个村被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时，依托美丽乡
村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谋划实施了一
批特色小镇建设，带动乡村旅游更好更
快发展，目前银杏小镇、红石文化小镇和
桃花小镇柳泉驿均已初具规模。

推行“旅游+特色景观打造”。在精
心搞好旅游景点的同时，高标准抓好旅
游线路景观改造提升，努力使一条条旅
游道路成为一道道特色景观。特别是借
助邢台市国际自行车赛和承办邢台市第
二届旅发大会契机，完成了“渡口川”“册
井川”沿线景观改造提升，切实让行人始
终处于“画中游”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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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美在沙河

渡口文化景观带花乐园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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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鸿昇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花沙河市鸿昇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花
园式厂区园式厂区。。

太行风光太行风光。。

红薯岭盛开的万亩油葵红薯岭盛开的万亩油葵。。

空中鸟瞰王硇村空中鸟瞰王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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