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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明董事长为聂书记讲解冀康特色种植技术

喜迎十九大 续写新辉煌

李文明董事长和郭市长一行参观农业科技馆李文明董事长陪同聂书记一行参观南国花卉展馆

秋色宜人、天朗气清，高碑店作为保定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以下简称：旅发大会）主会场之一，身披彩衣，巧换新颜，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来自八方的游客。本次旅发大会，高碑店构筑了“景、廊、城、镇、村、道”六位一体的全域旅游空

间格局。大会期间，高碑店系列京南特色小镇：冀康现代休闲农庄、世界特产小镇、京南体育小镇（中新健康城）、世界
门窗小镇、清河湾生态康养小镇、燕赵公园等都独具特色、绽放华彩。

冀康现代休闲农庄（以下简称：冀康农庄）是本次旅发大会的以农业旅游康养为特色的休闲农庄，9 月 22 日，是本届
旅发大会的第二天，当日，数千名来自各界的嘉宾观摩了冀康农庄。在这场盛大的旅发大会中，冀康农庄在不懈的努力经营

下凸显的尤为靓丽，在各界朋友的赞誉声中华丽绽放。今天的冀康农庄，花红瓜甜、菜青果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五颜
六色旗帜和空飘、宛若一道道彩虹悬挂在半空中。数以万计只五颜六色的风车组成了风车花海，它们乘着飒飒的秋风跳着欢快

的舞蹈，将冀康农庄装扮得仿佛童话王国一般。

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市长郭建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李洪强、高碑店市委书记韩晓杰等领导一行作为首批观摩嘉宾于上午十一时观摩
冀康农庄。中能昊龙集团董事长李文明、计划运营中心总监杨子舟、品牌战略中心总监岳雷、冀康控股集团总裁李旺等相关领导陪同观摩。  

嘉宾组首先观摩了冀康农业科技馆，刚一进门，大家就被展馆门口冀康农庄培育出的重达80多公斤的太空南瓜吸引住了，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接着大家参观了农业科技馆的其他产品，体验了冀康现代科技种植技术的神奇魔力，体验了无土栽培、生态循环种植、漂浮水培、立体栽培等现代技

术的科技力量。随后，大家又继续参观了绿野仙踪馆，与 COSEPLAY 小伙伴们一同漫步在绿野仙踪的神秘世界里，共同探索世界的奥秘。本次观摩让
大家领略到农业休闲独特魅力的同时，意识到农业休闲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极。

李文明董事长在参观途中向聂瑞平书记一行详细汇报了冀康控股集团的的战略规划和业务构成，并生动的描绘了冀康的发展蓝图。听取汇报后，聂

书记对冀康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冀康未来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指示，最后鼓励我们将冀康打造的更加完善和国际化。

此次旅发大会的精彩呈现，是冀康现代休闲农庄的首秀，它的一鸣惊人仅仅是冀康迈向辉煌的第一步。未来，冀康将继续以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
心、坚实的脚步和朴实的姿态，把绿色农业和生态旅游做好、做足、做实。必将把冀康现代休闲农庄打造成全国现代农业园区的模板项目，从“吃、住、
行、游、娱、购”等多个维度，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建设冀康品牌，助力保定旅游事业的加速发展。

扎实奋进 迎十九大召开 
昂扬精神 续华章展风采

中国砥砺前行的这五年，也正是中能昊龙

处于转型升级、高速腾飞的关键五年。面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设立雄安新区的千年大

计，中能昊龙以全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乘势而

起、顺势而为。中能昊龙审时度势的确定了京津

冀全域布局的发展战略，完成了三大控股集团的

产业格局设定。中能昊龙置业控股集团是以健康

养老产业地产为主流的综合性地产集团。冀康控

股集团坚持高效农业、健康旅游、大物流配套产

业协同发展。中能昊龙建筑工业产业控股集团立

足京津冀，以市政工程、房产承建、路桥建设为

主营业务，是建筑行业的领导者。

回首过去五年，中能昊龙扎实奋进、稳步

前行。2013 年，在衡水景县开发商住综合体中

央财富城项目，成为当地优质地产工程典范。

2014 年，在地处京畿重的易县望龙湖畔开发半

山别墅昊龙山庄，成为京津冀休闲度假品质住

宅。同年，布局内蒙古通辽，开始进入蒙东市场，

助力通辽产业升级，开发房地产项目博王 • 昊龙

公馆、门窗制造项目博昊通达门窗。2015 年，

京南产业集团正式成立，精品墅质住宅——昊

龙 • 阖府项目，打造京南高品质人文社区。同年，

京北产业集团时正式成立，坐落于 2022 年冬奥

会举办地张家口市，重点打造张家口互联网软件

园和流平寺观光旅游特色小镇项目。2015 年，

冀康现代休闲农庄项目正式启动，经过两年的匠

心经营，如今已成功的运营为京津冀独具特色的

农业旅游康养园区，2016、2017 年作为“京津

冀蔬菜产销对接大会”主会场闪耀全城。2017

年，在“保定市首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间绽

放华彩，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盛大开园。同期，

冀康产业集团旗下子版块，位于承德隆化的牛肉

加工项目与滦平冀康国际物流基地项目也在有

序发展。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能昊龙将顺应

国家的发展趋势，把握时机、奋力前行，致力于

成长为具有国际品牌影响力的百年企业；中能昊

龙人不忘初心，携手并肩，以能及时回馈人民、

奉献社会为己任，朝着成为一家备受尊重的优质

企业而大步前行。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看中国
喜迎十九大节

选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历史的足迹因砥砺奋进而更加坚实，
发展的丰碑因团结奋斗而愈加巍峨。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从展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
主体框架，到演示遍布全球的中国伙伴关
系网络，从港珠澳大桥模型到记录时代楷
模的立体柱……成就展浓墨重彩展示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全面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面对这份精彩纷呈的历史新
答卷，我们又一次充满自信地站在了发展
新起点上。

回望来时路，我们越发感到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 5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
不平凡的5年。辉煌的成就，饱含奋斗汗水，
更蕴藏深刻启示。成就鼓舞人心，变革昭
示未来。5 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
就，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面貌的深刻变化，
也体现在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从脱贫攻坚让几千万人甩掉了贫穷帽
子，到全面深化改革点燃万千创业者的梦
想，再到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的好转……
实践是最生动的课堂，事实是最有力的证
明。把握好历史性变革，展现好历史性成
就，总结好宝贵经验，是扎根实践沃土讲
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契机。

成就来之不易，精神弥足珍贵。5 年
很不平凡的奋斗历程，镌刻着中国精神的
时代图景。从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到弘扬
改革创新精神，从“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韧劲，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
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
力，始终是我们破解难题、办成大事的重
要支撑。

喜迎十九大，续写新辉煌。让我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不断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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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农业
真正落实蔬菜产销一体化

—冀康现代休闲农庄闪耀京津冀第二届蔬菜产销对接大会

9 月 15 日——16 日，风景如画的冀
康现代休闲农庄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作为
京津冀第二届蔬菜产销对接大会重点观摩单
位，在这个盛大的日子里，冀康现代休闲农
庄迎来了全国各地包括国家部委领导，北京
市、天津市农委领导，省、市农业厅领导，
国、省农科院，中国蔬菜协会、省蔬菜协会，
全国各地农委、采购商，新闻媒体等近千位
嘉宾的观摩考察。

京津冀第二届蔬菜产销对接大会以“绿
色、生态、高端、发展”为主题盛大召开。
大会全面展示河北蔬菜产业发展成果，搭建
京津冀蔬菜产销合作平台，促进京津冀产业

深度融合，推动建设优势互补、产销一体的蔬
菜产业发展新格局。

 嘉宾组一行先是在冀康工作人员带领下首
先兴致勃勃参观了以色列智能温室农业科技馆。
农业科技馆通过现代科技及栽培技术，将种植
展示与景观设计有机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具
有知识性、科技性、观赏性的植物工厂。嘉宾
组先后参观了现代水培、立体栽培等多种高端
种植方式展示、同时了解了生态肥料、航空育
种等农业科技特色，都纷纷感叹冀康农业作为
现代化园区的科技引领作用。

接着嘉宾组重点参观了冀康果蔬销售平
台——冀康特色农产品长廊，认真观摩了源产
自冀康种植基地的特色果蔬，并现场品尝了冀
康水果，在场嘉宾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都啧啧
称 赞，都微笑着表示又尝到了儿时的果香。冀

康果蔬全部产自冀康种植基地，生产
符合生态标准，采用有机生产标准进

行园区的全面生产种植。科学使用有
机肥料，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进行管理。

产品长廊将成为全国各省市农产品展销中心，
对接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种植户、经销商，
成为全国果蔬销售平台，冀康真正实现产销一
体化的发展格局。

面对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 冀康现代休
闲农庄将继续用科技引领农业，坚持科技种植、
生态种植、绿色种植，助力搭建京津冀蔬菜产
销合作平台，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不
忘初心、匠心经营。

按 语：

冀康现代休闲农庄 , 是冀康控股集团旗下现代农
业园区。园区起源于 1994 年，至今已有 20 余年的
现代农业运营历史，根植于现代生态农业科研、种植、
配送。

园区立足京津冀，面向全国，旨在每一个城市建
立冀康农业标准化种养殖基地，引领农民共同创业，
带动全国农副产品流通，将做全国最大的农副产品直
销网络平台。冀康现代休闲农庄是中央企业联盟配送
基地，北京菜篮子工程种植基地，中国农产品流通经
纪人协会副会长单位以及冀康商会创始人单位。是中
国农业 500 强，中国农产品品牌 100 强，中国农业
电商 10 强的龙头企业。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段玲玲带队出席

高碑店市四大班子领导视察冀康现代休闲农庄

李洪强带队赴冀康现代休闲农庄观摩演练

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姚绍学
赴冀康现代休闲农庄考察指导

9 月 9 日，高碑店市市委书记韩晓杰、政府市长王江、市人大主任夏
文山、市政协主席王瑞坡等四大班子领导视察冀康现代休闲农庄。

从以色列职能温室，到高科技 VR 长廊，再到园区酒店，四大班子领
导视察了各个业态的建设成果并听取了详细的园区项目汇报。

在参观中，四大班子领导对冀康现代休闲农庄的规划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以及肯定。为迎接并保障保定市第一届旅游发展大会顺利召开，冀康
现代休闲农庄的积极推进建设进度，现实的建设成果展现出了“昊龙速度”，
在现有的建设基础上还要不断优化，不断提高。

中能昊龙冀康现代休闲农庄各部门负责人表示，一定继续保持“昊龙
速度”，不断提升园区品质，助力第一届保定市旅游发展大会办的精彩，
成功。

9 月 16 日，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河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姚绍学，高碑店市常务副市长李子龙等领导一行到冀康现代休闲农庄考察
指导。中能昊龙董事长李文明、冀康控股集团总裁李旺、董事长助理兼品
牌总监岳雷陪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在集团领导陪同下首先参观了以色列智能温室农业科技
馆，李旺为考察组一行详细介绍了科技馆高端科技农业，冀康农业秉承生
态、绿色的首要原则，生产、种植安全的农产品。接下来参观了旅游休闲
展馆——绿野仙踪馆，李文明为考察组介绍了冀康致力于打造全国农业休
闲旅游园区模板，将农业和旅游深度结合，最终实现三产联动，成为农业
供给侧改革的真正落脚点。随后考察组又参观了南方花卉馆、原始部落馆。

 姚绍学肯定了冀康现代休闲农庄的建设，鼓励冀康农业不忘初心，
坚持生态农业之路，将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切实走好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9 月 16 日，保定市首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倒计时第五天，保定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李洪强带队到冀康现代休闲农庄观摩演练，
确定旅发大会观摩路线。

 冀康工作人员按旅发大会当日参观路线进行实战演练，先后参观了以
色列智能温室农业科技馆、绿野仙踪馆，李洪强对冀康现代休闲农庄称赞
不断，对冀康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旅发大会会务组领导对参观线路
进行了局部微调和整体确定。

 冀康现代休闲农庄在旅发大会倒计时之际已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
场盛宴，助力保定市办一届“精品、特色、震撼”的旅发大会，农庄以其
绚丽的风景也将在旅发大会上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