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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你好北京 (上)

谋划可持续发展，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绘蓝图
本报记者 耿诺

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
昨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发

布。这一刻，千年古都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向未来。以
新总规为蓝图，北京将迈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成
为引领全国城市发展规划的典范。

新总规中，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
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四个中心”的确定，是对前6版
总体规划的继承和发展。从1953年
第一版总规发布、确定“北京应成为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要把它
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
术科学的中心”之后，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两个性质，就一直伴随北京。

而在新时期，国际交往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则是对于北京城市战略
定位的进一步提升。

如何回答“都”与“城”关系的
问题？对此，北京给出了这样的答
案：新总规中就是要紧紧围绕实现

“都”的功能来谋划“城”的发展，以
“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
“都”的功能。

政治中心建设——为中央党政

军领导机关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国家
政务活动安全、高效、有序运行。

文化中心建设——充分利用北
京文脉底蕴深厚和文化资源集聚的
优势，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引领
时代潮流的世界文化名城。更加精
心保护好北京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
片，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
貌的城市特色。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着力优
化9类国际交往功能的空间布局，加
强国际交往重要设施和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基础
研究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抢占全球科
技制高点。以“三城一区”为重点，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

“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目标、更高
的标准来谋划首都未来发展的蓝
图。”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说。

与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
适应，北京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新总规中，规
划发展目标的时间节点有三，分别是
2020年、2035年和2050年。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轮规划期
为2016年至2035年，近期到2020
年，远景展望到2050年，与“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进程相衔接，既着眼
长远、系统谋划，更立足当前，扎实
推进。

其中，近期规划年限对应中国共
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北京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设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取得重大
进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疏解
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大城市
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首都功能
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

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而到2035年，“承上启下”是对

规划目标年最精准的定位。
那一年，北京将初步建成国际

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大城市病”
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首都功能更加
优化，城市综合竞争力进入世界前
列，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构架基
本形成。

2050 年，则是为了远景展望
呼应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而设
下的时间点。

届时，北京将全面建成更高水平
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首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
国首都、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
范，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良
好、经济文化发达、社会和谐稳定的
世界级城市群。

从“两轴—两带—多中心”，到
“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时
隔12年，2004版总规和2016版总
规，城市空间结构既有继承又有新的
发展。

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总规提出了“一核一主一副、两轴
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明确核
心区功能重组、中心城区疏解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形
成北京新的两翼、平原地区疏解承
接、新城多点支撑、山区生态涵养的
规划任务。

“相比以往，本次总体规划确定
的城市空间结构更加突出了首都功
能、疏解导向与生态建设。”他说。

其中“一核”指的是首都功能核
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
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国
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而“一主”指的是中心城区，即城
六区，是“四个中心”的集中承载地
区，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的关键地区，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
要地区。

市规划院院长施卫良介绍，中心
城区将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
城市病”为切入点，完善配套设施，保
障和服务首都功能的优化提升。

“一副”指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是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应当坚持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
最好的质量，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
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
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城市副中心规划范围约155平方公
里，外围控制区即通州全区约906平
方公里，进而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地
区协同发展。

“两轴”则指中轴线及其延长
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要以两轴
为统领，完善城市空间和功能组织
的秩序。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以文
化功能为主，是体现大国首都文化
自信的代表地区，既要延续历史文
脉，展示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做
好有机更新，体现现代文明的魅
力。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国家行
政、军事管理、文化、国际交往功能
为主，体现庄严、沉稳、厚重、大气
的形象气质。

“多点”则是位于平原地区的顺
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5个新城，
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
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也是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

施卫良介绍，新城要坚持集约高
效发展，控制建设规模，提升城市发
展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建设高新技
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城乡综
合治理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示范区。

“一区”是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

一位人口专家告诉记者，新中国
成立以来，北京常住人口规模经历了
快速增长、稳定增长、增长回升、加速
增长、相对稳定5个阶段。

尤其是在2003年到2009年这
一阶段，年均59.8万人的增长速度
让北京不堪重负。北京，需要减重、
减负、减量发展。这一版总规中，以
资源环境为硬约束，划定并严格守住
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
发边界“三条红线”。

其中，最重要的数字是 2300
万。这是北京未来的人口总量上限。

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以水定
城、以水定人的要求，根据全市可供
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量，确定北京
市常住人口规模 2020 年控制在
2300万人以内。

“2020年以后，也将长期稳定在
这一水平。”相关负责人说。

第二条红线，是生态控制线。
2020年全市生态控制区面积约

占市域面积的73%，2035年要提高
到75%。初步划定全市生态保护红
线，约占市域面积的25%左右。

同时，北京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2020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66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50万亩。

无序增长的“摊大饼”型城市，也
源于城市开发没有设定清晰边界。
而在新总规中，城市开发边界就是第
三条红线。

“2016年本市城乡建设用地现
状是2945平方公里，2020年要压减
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5年压减
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施卫良说。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北京已进入
减量建设、减量发展时期，将严格控
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实行增减挂

钩，多拆少占、少建。
减量发展是否意味着不再发

展？对此，相关负责人说：“北京不是
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北京将坚持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三城一区”，
是重要支撑。

“北京将聚焦中关村科学城，突
破怀柔科学城，搞活未来科学城，加
强原始创新和重大技术创新；以创新
型产业集群和中国制造2025创新引
领示范区为平台，促进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相关负责人说。

北京还将坚持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提高民生保障和服务水平。

“我们会适度提高居住及其配套
用地比重，调整优化居住用地布局，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职住平衡。”
他说。

用地的调整，意味着覆盖城乡、优
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加速构建，
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好的教育、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更丰富的
文化体育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新总规还构建起了北京“一屏、三
环、五河、九楔”的市域绿色空间结构。

通过建设森林城市、重点实施平
原造林，202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由
现状41.6%提高到44%，2035年不
低于45%。

其中，2020年平原地区森林覆
盖率由现状22%提高到30%，2035
年达到33%。

所谓一屏，即山区生态屏障，加
强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重点要严格
控制浅山区开发规模和强度。

而三环，则是让市民走得进去的
绿色公园环。一道绿隔要逐步改造提

“三条红线”——城市减量发展
人口总量上限2300万 城乡建设用地只减不增

“四个中心”——确定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紧紧围绕“都”的功能谋划“城”的发展

三个阶段目标——2020、2035、2050
“大城市病”治理2035年见显著成效

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结构再优化
“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5个区，以
及昌平和房山的山区，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格局中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相关负责人特意说，它是首都
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源保护地和

“大氧吧”，是保障首都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区域。

升为城市公园，更好地服务市民日常
休闲的需求；二道绿隔不断提高绿色
空间比重，推进郊野公园建设，满足市
民不同类型的休闲游憩需求；环首都
地区更要合力推动大尺度森林湿地公
园建设，为首都戴上“绿色项链”，成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

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

河、泃河为主构成的五河，将逐步改
善河湖水质，加强滨水地区生态化治
理，营造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滨
水空间。

九条连接中心城区、新城及跨界
城市组团的楔形生态空间，将形成

“九楔”，作为大型生态廊道，衔接西
北部山区和东南部平原地区。

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图

“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一核：首都功能核心区

一主：中心城区

一副：北京城市副中心

两轴：中轴线及其延长
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多点：五个位于平原地
区的新城

一区：生态涵养区

位于生态涵养区的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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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重要文化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