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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

運河湯湯，千年流淌。盛會通州，雄踞北方。
北京市通州區位於千年大運河北端，有着2200多年建置史，運河文化底
蘊深厚。在漕運時代，這裏曾是久負盛譽的水陸都會和盛極一時的皇家碼
頭，素有 「一京二衛三通州」 之美譽。
201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規劃建設北京城
市副中心和進一步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關工作。6月初，在傳達貫徹中央
政治局此次會議精神的學習會上，北京市委提出 「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並對通州
建設發表重要講話。
時光飛速轉，彈指一揮間。2019年，既是中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關鍵之年，亦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通州建設發表重要講話五周年。如今，副
中心控規已獲批覆，市級行政機關陸續遷入，域內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高
精尖產業紛紛匯聚……一個上通悠悠歷史，下達嶄新未來的 「千年之
城」 ，正漸漸浮現出她那獨特又美麗的面龐。

千年大計 未來之城
古韻通州嬗變北京城市副中心
習總書記講話五周年 通州建設迎巨變
控規正式獲批 勾勒瑰美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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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四次視察北京，五次對北京發表重要講話，
明確了 「四個中心」的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提出了建設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
的戰略目標。特別在2014年2月的視察工作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要結
合功能疏解，集中力量打造城市副中心，做強新城核心產業功能區，做優新城
公共服務中心區，構建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副結合的格局。
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講話，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規劃建設開啟了序
幕。也正從2014年起，副中心規劃編制工作開始加速推進。2018年12月27日，
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規，副中心規劃建設邁出新的重要
一步。

2035年奠定 「千年之城」 基礎
對於副中心的發展目標，控規提出：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核心競爭力、彰
顯人文魅力、富有城市活力的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現代化城區。城市功能更加
完善，城市品質顯著提升，承接中心城區功能和人口疏解作用全面顯現，城鄉
一體化新格局基本實現，與河北雄安新區共同建成北京新的兩翼。創造 「副中
心質量」，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帶動作用成效卓著，奠定新時代千年之城的堅實
基礎。
形象地說，北京副中心就是要建成 「六個城市」，即：堅持綠色、可持續發
展理念，建成低碳高效的綠色城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成藍綠交織的

2019年1月11日上午，北京市級行政中心正式遷入北京城市
副中心。7時36分，莊嚴肅穆的升旗儀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
政辦公區主廣場隆重舉行。隨後，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協分別舉行揭
牌儀式。當日，北京市級機關第一批35個部門、165家單位完
成了主體搬遷。
北京通州，正式進入城市副中心時代，北京行政中心。

環球主題公園將成文娛新地標

唯一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批覆的城市控規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對城市副中心控規的批覆中指出，要高水平規劃建設北
京城市副中心。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以創造歷
史、追求藝術的精神，以最先進的理念、最高的標準、最好的質量推進城市副
中心規劃建設，着力打造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示範區、新型城鎮化示範區
和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區。突出水城共融、藍綠交織、文化傳承的城市特
色，構建 「一帶、一軸、多組團」的城市空間結構。有序推進城市副中心規劃
建設，帶動中心城區功能和人口疏解。
副中心控規既是目前唯一一部報請中央審議的區域控制性詳細規劃，也是迄
今為止唯一一個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批覆的地市級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同
時還是新一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出台後第一部編制完成的街區層面的詳細規
劃。獨特性與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2019年1月14日，北京市級行政機關正式遷入城市副中心
的首個工作日，市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何碩文走出東夏園地鐵
站，走向運河東大街一側莊重大氣的現代化建築。 「作為一名
90後，有幸在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工作，能成為千年大計、
國家大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深感自豪。」莊重大氣的行政
辦公區再往南，便是流淌千年的大運河。周邊的清風路、清盛
路、達濟街上，道路簇新、綠植含春，秩序井然。

森林城市；遵循生態優先原則，建成自然生態的海綿城市；推進物聯網、雲計
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技術廣泛應用，建成智能融合的智慧城市；
堅持文化傳承，提升文化軟實力，建成古今同輝的人文城市；堅持以人為本，
構建優質均衡、公平開放的社會公共服務系統，建成公平普惠的宜居城市。

「
我最期待的就是家門口的環球主題公園早日開園。」家住土
橋迎喜家園的張振宇2014年在通州買房，成為一名 「新通州
人」，對於通州的發展，他格外關心。 「通州這幾年的變化很
大，我每天都要看關於通州的新聞，最關心我們家附近這個環
球主題公園的消息。」他去過新加坡、日本大阪的環球影城，
「
聽到通州也要建環球主題公園的時候挺激動的，這個公園建成以後
一定會成為新的旅遊熱點，我要第一時間帶倆孩子去逛逛。」
北京環球主題公園備受各方關注，將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環
球主題公園之一。將為各年齡段的遊客帶來歡樂與驚奇。北京
環球主題公園以全新頂尖景區為主打，網羅全世界環球主題公

■建設中的北京地鐵環球主題公園站

汲納國際經驗 匯聚公眾意見
城市建設，規劃先行，一份好的規劃絕對是城市建設的重要保障。在北京副
中心控規編制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北京市
委、市政府亦組織系列專題會，反覆 「打磨」規劃，並開展全球招標，來自美
國、英國、法國、日本等9個國家和地區的26家頂尖團隊參與了副中心城市設
計國際方案徵集，最終方案綜合優化了徵集成果的先進理念、方向共識、設計
亮點。
據了解，北京還開展了70餘項專題研究、專項規劃和設計導則的編制工作，
完善和支撐副中心控規。此外，規劃編制還充分體現了公眾參與性。北京組織
召開了系列座談會，廣泛徵求了市、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專家學者和社會
各界意見，開展了為期30天的社會公告，現場參觀人數達1.5萬餘人次，徵集意
見建議達1900餘條。

園人氣最高的娛樂設施和景點，融入精心打造的獨特體驗，反
映中國悠久的文化傳承。北京環球主題公園一期還包括集零
售、餐飲、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商業體─北京環球城市大道和
全球首家環球主題度假酒店。
目前，北京環球主題公園的建設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自2015年11月5日北京環球主題公園基礎設施工程的奠基儀式
後，2016年10月28日啟動土方填墊工程。2018年末迎來一系列
重要里程碑─項目一期全部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完成，主體
工程也已於2018年8月正式動工。同時，全新項目管理中心也
於近日正式落成並投用，首批數百名員工已遷入該項目管理中
心辦公。該中心的啟動，標誌着北京環球主題公園的建設進入
全新階段。來自中美兩國的項目團隊及管理團隊組成一個團
隊，同駐一樓、密切合作、協同前進。
為保障北京環球主題公園順利開園運營，文化旅遊區梳理形
成百餘項北京環球主題公園配套市政設施工程，總投資約530
億。主要包括：規劃八通線南延線、7號線東延線、改造通馬
路與京哈高速立交節點、新建日新路與京哈高速立交節點、新
建東六環路立交節點、23公里的地下綜合管廊、園區內57條道
路建設、蕭太后河分洪渠工程、園林綠化景觀工程、派出所和
消防站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
據悉，今年環球主題公園各景區、北京環球城市大道、全球
首家環球主題酒店及諾金度假酒店在內的一系列建設工作將進
一步推進。目前，垂直工程取得了一定進展，各項建設工作正
在持續推進。

北京副中心規劃要點

2019年2月3日，通州女孩張思佳圓滿完成了12天的
美國遊學之旅，回家過年。第一次走出國門、第一次
感受遊學、第一次接觸寄宿家庭……太多的第一次，
太多難忘的體驗，太多的收穫，這都得感謝學校在寒
假開展的 「行萬里路，拓寬眼界，逐百年夢，放眼未
來」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通州校區）美國遊學文
化藝術之旅。
張思佳的學校─首師大附中是一所百年名校，但
是通州校區剛滿三歲。2015年9月1日，北京城市副中
心引進的第一家合作名校─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通州校區）正式投用，四個初中班和兩個高中班的
160多個新生與這所百年老校在中山大街的原通州師
範舊址相遇。
通州的教育 「內升」與 「外引」並駕齊驅，加速度
提高教育公共服務水平成果。近年來，通州區公共服
務水平不斷提高。人大附中、北京五中、首師大附
中、史家小學、北京小學等名校落戶通州，高中示範

2）副中心的主導功能：落實行政辦公、商務服務、文化旅遊三大主導功能，搭建科技創新平台。
3）副中心的發展目標：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核心競爭力、彰顯人文魅力、富有城市活力的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現代化
城區。

校已達8所。
2019年，一批優質教育資源將落戶城市副中心。其
中，北京市第一幼兒園海晟實驗園副中心園已完工，
具備開學使用條件；北京學校已經開工建設；黃城根
小學通州校區（暫定名）和北京第五幼兒園副中心園
預計2019年投入使用。北京二中通州校區、首師大附
中通州校區、北理工附中通州校區、北京五中通州校
區、景山學校通州校區等一大批名校，也已在通州布
局。
與此同時，通州四大區域醫療中心建設初見成效。
去年12月底，友誼醫院通州院區開診，這是距離北京
城市副中心市級行政中心最近的三甲醫院。北大人民
醫院通州院區、東直門醫院東區二期、潞河醫院四
期、潞河醫院分院，都將在2019年完工。安貞醫院通
州院區、首都兒科研究所通州院區、友誼醫院通州院
區二期等多個醫療項目，計劃2019年開工建設，預計
三四年內竣工。

4）副中心的空間布局：構建 「一帶、一軸、多組團」 的城市空間結構，融合城市功能，縫合城市空間，統領城市發展。

■北京理工大學附屬中學通州校區

昔有「萬舟駢集」今有「綠星閃耀」

■北京市第五中學通州校區
■ 通州區第四中學小學部少先
隊員入隊儀式

■ 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 通州校
區）開學軍訓匯報表演

通州區多河富水，京杭大運河等13條主要河流密布通州，但
因位於九河下梢，因此通州整體水質不高。為重現 「北方水
城」特色，恢復 「清流圍城」風光，通州區制定了《通州水務
發展規劃（2016年-2020年）》，以改善水質為核心，梳理出
70項重點工程。通過實施河道綜合整治、水系連通循環、截污
治污、濕地建設等工程措施，構建 「三網、四帶、多水面、多
濕地」的水環境格局，打造優美水環境。
在張家灣閘下游左岸，沿着青石板路面向西，不時有人駐足
拍照，不遠處還有三五個老街坊圍坐在一起嘮嗑聊家常。 「現
在這兒已成為我們散步休閒的好去處了。」住在附近的王阿姨
碩， 「現在水質好了，河道環境也美了，到處整潔利索。」
大運河北京段全長82公里，通州段42公里，漕運時代，曾有
「萬舟駢集」的壯觀景象。
多年來，通州區實施了分段治理，城市段11.2公里，由92
米拓寬到平均200米，兩堤間距調整到300米左右，兩岸布置
大尺度綠化帶和景觀小品，開通了城區到大運河森林公園的
旅遊航線，時隔百年後，再次實現了通航，形成了北方地區

今年是落實城市副中心控規的開局之年，更是運
河商務區全力提速建設的一年。城市副中心規劃面
積155平方公里，通州區全域面積906平方公里，通
州境內產業園區總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空間十分
廣闊。其中運河商務區佔地17.5平方公里，是高端商
務的重要承載區，一期16個開發項目近680萬平米樓
宇全面啟動招商，文化旅遊區佔地12平方公里，以
環球主題公園為龍頭引領，打造完整產業生態鏈和
高端功能服務配套，主題公園一期4平方公里，投資
超過400億元，預計2021年開園。中關村科技園通州
園佔地68平方公里。目前，副中心重點高精尖產業
項目儲備近60個。
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區委區政府相關工作部
署，運河商務區制定產業項目准入體系，以 「高、
精、尖、產業帶動」為原則，積極引入財富管理、

科技金融、高端服務類優質企業，重點評估入駐企
業營收增長率、地均稅收強度、創新研發投入、人
均稅收貢獻和區域帶動能力，着力打造一個高端產
業導入、高端要素融合、高端人才聚集的創新金融
和高端總部集聚區。目前，已形成大型總部類、金
融類、物業持有方類三套准入標準。
如今，運河商務區 「一區、一園、一中心」產業
發展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北京銀行、建設銀行等
副中心分行成功入駐， 「北京金融科技國際產業
園」、 「北京國際財富中心」、中國銀行等項目
實現落戶，中國北京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通州園
獲批國家級園區，國家網絡安全產業園區選擇通
州 作 為 承 接 地 之 一 …… 營 商 環 境 持 續 優 化 ， 如
今，在通州這片發展熱土上，高精尖產業基礎進
一步夯實。

未來，通州區將立足行政辦公、商務服務、文化
旅遊、科技創新四大功能，緊緊圍繞總部經濟、財
富管理、文化旅遊、文化科技、尖端芯片、IT信息
軟件、智能製造，全力打造七大千億級產業集群，
橫向發展實現產業統籌布局、項目有序聚集、資源
科學配置，縱向實現產業上下游輻射帶動、關聯產
業梯次組合和有機聯動的高質量產業鏈，打造與副
中心定位相匹配的 「
高精尖」產業格局。
除了運河商務區，當前，文化旅遊區、中關村科
技園區通州園等以產業園區和重點功能區為主陣地
的產業承載空間也正在加快建設，截至目前，通州
區重點高精尖產業項目儲備近100個，一批投資10億
元以上重大項目加快落地推進，北京城市副中心已
經成為各類優質資源雲集、備受青睞的創業高地和
投資熱土。

以服務企業為中心 營商環境卓越
「刷臉竟然也能領照，這是之前根本沒想到的，
當天我就領到了簽訂合同所需的營業執照和公章，
真是方便又高效！」小曹是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
與同學創業開辦文化公司，向通州工商分局提交辦
照申請後，很快找到了合作項目，需要盡快攜帶營
業執照飛到對方城市簽訂合同。 「預定飛機的離京
時間是上午10點，而工商局9點開始辦公，等工商局
上班後再取營業執照和公章就趕不到機場了。」通
過諮詢小曹得知，他可以早上8點通過自助快速智能
取照櫃領到營業執照和公章。當天，在工作人員的
指導下，小曹只用兩分鐘就順利辦理完畢。事實
上，這只是通州區大力優化營商環境的一個縮影。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為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示範
區、新型城鎮化示範區和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
區，彙集了中央和北京市各領域改革和先行先試的
政策傾斜，為城市副中心加快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創
造了良好條件。對標聚焦世行營商環境評價指標和

北京市 「9+N」系列政策，副中心將打造國際一流
的營商環境。
據了解，在投資貿易方面，副中心是北京市服務
業對外開放試點、北京市首批商事制度改革試點、
北京市市區統建共用網上審批工作唯一試點區、北
京市公共服務類建設項目投資審批改革試點，同時
也是首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首批國家重大
市政工程領域PPP創新工作重點城市。
在政務服務方面，以科技引領提升政務服務效
率，在全市實現了多個 「率先」。實行線上 「一網
通辦」，線下 「一窗辦理」，各類服務事項辦理時
限在全市率先提速50%；率先實現新設企業2.5日內
辦結；率先實現辦事人 「刷臉」自助取照等。
在創新發展環境方面，出台了支持企業科技創新
發展的 「1+6」政策，與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重點
院校在戰略諮詢、成果轉化等多領域開展深度合
作，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服務能力提升，開展國家

知識產權試點建設，通州口岸與天津海港口岸可實
現 「直通」。
在人才發展環境方面，依託國家級人力資源服務
產業園項目建設，通過市場化機制建立頂尖人才聚
集高地和人力資源公共服務平台，並實施了高端人
才 「
燈塔計劃」、 「
運河計劃」，為人才在購房、教
育、科研、創新創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務和支持。

■通州區政務服務大廳

北京副中心建設大事記

1）副中心的戰略定位：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示範區、新型城鎮化示範區和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區。

名校名醫院優質資源匯聚

打造7大千億產業集群 高精尖產業薈萃

少有的特色景觀。現在平常河兩岸遊人如織，在河畔欣賞運
河美景。
2017年，該河段──涼水河（馬駒橋閘─入北運河口段）治
理工程開工建設，治理後包括對馬駒橋閘、新河閘、張家灣閘
3座閘改建，對水南橡膠壩、海子窪橡膠壩拆除，改建姚園
橋、通三鐵路橋，疏挖、清淤河道，改造穿提構築物，修建提
頂巡河路及防浪牆等附屬結構，實施景觀提升工程。未來將滿
足北運河─涼水河─蕭太后河航道的貫通連續性，展現歷史悠
久的運河文明，促進水系的循環利用，改善河道水質。
目前，城市副中心綠色空間 「兩帶、一環、一心」正在加快
推進。其中， 「城市綠心」啟動區1000畝綠化工程完成； 「休
閒遊憩環」北部初步建成。西部生態帶的台湖萬畝遊憩園和東
部生態帶的潮白河森林景觀帶，已完成綠化萬餘畝。今年，通
州區生態環境建設還有不少大動作：西海子公園二期將開工建
設，永順城市公園在7月開園；休閒公園四期、台湖萬畝遊憩
園四期、張家灣公園二期等5個公園以及潮白河生態景觀帶三
期，計劃完成樹木主體栽植。

1）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時提出，結合功能疏解，集中力量打造城市副中心，構建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副結合的格局。
2）201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和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被明確為北京城市副中心。
3）2017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城市副中心。隨後，副中心和雄安新區，被定位為北京的兩翼。
4）2018年12月27日，黨中央、國務院批覆城市副中心控規，副中心規劃建設邁出新的重要一步。
5）2019年1月11日，市級行政機關遷入，通州正式進入副中心時代。

與雄安兩翼齊飛 京津冀協同發展橋頭堡
作為京津冀城市群的 「兩翼」，通州與雄安均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更被寄予 「比翼齊
飛」的殷殷期待。通州始終注重把握好 「一核」與 「兩翼」的關係，實現兩地分工協
作、錯位發展。集中各方力量，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以
最先進的理念、最高的標準、最好的質量，把自身建設發展好，與此同時以非首都功
能疏解為 「牛鼻子」，牽頭重要領域協同發展。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京秦高速（北京─首都環線段）、首都地區環線高速公路
（通州─大興段）建成通車，城市副中心站、京唐城際等重大軌道交通項目加
快推進，完成了武興路、徐尹路二期等一批道路建設，推進燕潮大橋實現合
龍，達到通車條件。推動 「通武廊」三地實現公共交通 「一卡通」，新開通三
條常規高峰公交線路，日均客運量達到4800餘人次，區域交通實現互聯互
通。
作為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區，通州高度重視推動與廊坊、武清地區
統籌發展。通州區與天津市武清區和河北省廊坊市地緣相接、人緣相
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歷史淵源深厚、交往半徑相宜。在推進京
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通州區主動開展對接，充分發揮京津冀協同發
展橋頭堡的作用，着力建設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示範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