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葉格子

20202020年年88月月3131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

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

京東西城兩區 嚴控常住人口

今次發布的規劃，是首都規劃建設史
上是第一次編制核心區控規。根據

《控規》，首都功能核心區總面積約92.5
平方公里，包括東城區和西城區兩個行政
區。香港文匯報注意到，早在2019年底，
北京已有13個區由各區區委、區政府作為
規劃編制主體發布分區規劃，唯獨東西城
例外，這兩區首次由北京市「直接」組織
編制，並首次統一合體編制控規。

強化長安街沿線功能
首規委辦主任、北京市規劃自然資源委
主任張維介紹，此次規劃明確了首都功能
核心區的戰略定位，即要將首都功能核心
區建設成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
際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載區，歷史文化名城
保護的重點地區，展示國家首都形象的重
要窗口地區。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石曉
冬表示，核心區發展首先要體現城市戰略
定位，維護安全穩定，成為一個運行高效
的國家中樞。控規指，以長安街為依託，
核心區將優化中央政務功能布局，高水平
服務保障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工作和重大
國事外交活動舉辦；強化長安街沿線政治
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的核心功
能，展現大國首都形象。

2035年常住人口限170萬
目前，首都功能核心區有約兩百萬常

住人口。為創造優良中央政務環境，讓首
都功能核心區逐步「靜」下來，控規明確
了首都功能核心區的規模與結構。具體而
言，通過嚴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結合，到
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70萬人左
右，到2050年控制在155萬人左右。同
時，地上建築規模控制在1.19億平方米
左右，到2050年穩定在1.1億平方米左
右。
根據控規，在城市空間結構上，規劃

以「兩軸、一城、一環」作為首都功能核
心區骨架，提出加強空間秩序管控與特色
風貌塑造，延續古都歷史格局，推動老城
內外和諧發展。
其中，「兩軸」指中軸線及長安街，

中軸線以文化功能為主，展示傳統文化精
髓，體現現代文明魅力；長安街以國家行
政、文化、國際交往功能為主，體現莊
嚴、沉穩、厚重、大氣的形象氣質。「一
城」指北京老城，推動老城整體保護與復
興，建設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地
區。「一環」則指沿二環路的文化景觀環
線，將建設展示歷史人文景觀和現代化首
都風貌的公園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8月30日，《首都功能核心

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2018年—2035年）》（以下簡稱

《控規》）全文發布。這份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覆的核心區控規

提出，以長安街為依託，首都功能核心區將優化中央政務功能布局，

高水平服務保障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工作和重大國事外交活動舉辦，

打造優良中央政務環境。同時，首都功能核心區以「兩軸、一城、一

環」作為骨架，將嚴格控制建設總量與人口規模，讓首都功能核心區

逐步「靜」下來，創建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首善之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北京老城是建設世界文化名城、全國
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載體和根基。新發布的
控規明確提出，將實施嚴格的建築高度，
老城不再長高、胡同不再拓寬，以高水平
城市設計強化老城歷史格局與傳統風貌，
讓古都風韻成為首都功能核心區的風貌基
調。
老城堅持「保」字當頭。控規指，保

護對象的應保盡保是實現老城整體保護的
基礎，要突出核心區文化遺產特色，將傳
統胡同、歷史街巷、傳統地名、歷史名
園、革命史跡、老字號等納入保護對象，
讓老城保護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控規並指出，歷史文化資源在妥善保
護的前提下，還應加強展示利用。規劃提

出應結合內環路打造、道路林蔭化改造、
文化探訪路建設，加強各類歷史文化資源
系統整合，有序串接現代文化設施與文化
空間，推進非遺傳承和老字號復興，讓歷
史文化活起來。持續推進文物、歷史建築
騰退保護，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保，向
社會開放。

設10遊徑展歷史文化資源
依託胡同街巷，北京還將推動核心區

文化探訪路體系建設，分區域形成主題
鮮明的10條精品探訪線路，系統串接和
生動展示散布於核心區各處的歷史文化
資源。以有綠蔭、有鳥鳴聲、有老北京
味的特色風貌吸引公眾探尋歷史，進一
步增強核心區文化活力與魅力。

老城不再長高 胡同不再拓寬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記者朱燁報
道，日前，商務部會同科技部調整發布了《中
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以下簡稱
《目錄》）。其中，對於限制類目錄中的「基
於數據分析的個性化信息推送服務技術」，業
內人士認為可適用於TikTok的核心算法。專
家亦表示，此條對TikTok非常有適用性，在
此情況下，其大概率無法在美國出售。

字節跳動：嚴格遵守規定
8月30日，字節跳動發布聲明稱，公司關注

到商務部和科技部於8月28日調整發布《中國
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公司將嚴格遵
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和
《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處理關
於技術出口的相關業務。

不會影響字節跳動海外業務
上述《目錄》中新增了第21條關於「基於
數據分析的個性化信息推送服務技術」、第
18條關於「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術」等控制
要點。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劉英研究

員表示，《目錄》
出台後，一定會對
TikTok在美國的出
售有影響，字節跳
動需要重新申請、
綜合評判。「但位
於限制名單的核心
技術轉讓，大概率
是 不 會 被 通 過
的。」她同時強
調，全球領先的核
心技術能否進行轉
移和買賣，本就不
應視為單純的企業
行為，涉及到國家

利益還需多方考量。
但對於是否影響字節跳動未來在海外的業

務，劉英則表示，對外提供技術服務進行技術
貿易肯定也需要提交申請，但不涉及核心技術
轉移的技術出口、技術支持等，大概率會獲得
通過，將不會影響其正常的海外業務。
她同時表示，《目錄》的修訂是國際慣

例，也並非為TikTok而來，但此時添加上述
限制類條例，是「適當、及時且必要」的。
「對TikTok來講也是好消息。若將核心技術
賣掉，就沒有了制勝的 『法寶』。」她續
指，世界領先的前沿排他性核心技術無論從
企業利益還是國家安全角度，都不適合出
售，尤其是當在外遭遇上下圍剿、貶值購入
的時候。
此外，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日

前對官方媒體表示，如果字節跳動計劃出口
相關技術，應該履行申請許可程序。崔凡建
議，字節跳動認真研究調整後的目錄，嚴肅
並慎重考慮是否需要暫停相關交易的實質性
談判，履行好法定申報程序，而後再視情採
取進一步行動。他指出，字節跳動的國際業
務能夠取得快速發展，依靠的是其國內強大
的技術支撐，它源源不斷地向境外公司提供
最新的核心算法服務，就是一種典型的技術
服務出口。

兩部委調整技術出口限制
專家：TikTok難在美出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民進

黨當局日前突然宣布擴大開放含瘦肉
精美國豬肉和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進
口，連日來，台灣各界痛批民進黨當
局罔顧民眾健康福祉，昨非今是；為
了政治利益，對外卑躬屈膝。
七八年前，民進黨「在野」時曾發
動民眾上街強力反對中國國民黨擬有
條件開放美豬、美牛進口，稱「反對
罔顧民意」「誓死保衛豬農」；民進
黨民意代表還霸佔立法機構阻止開會
審議相關議題。

議題未經審議直接宣布
然而，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日

前在該議題未經審議的情況下，直接
宣布開放。「在野」政黨、消費者權
益保護團體、產業團體等爆發強烈反
對聲浪。
中國國民黨30日召開記者會，痛批

民進黨「選前極力反對，騙選票；選
後全力開放，騙人民」。國民黨表
示，堅決反對蔡英文當局未經充分溝
通，就徑行宣布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
口，漠視農民的權益與民眾的食品安
全。國民黨指出，蔡英文等諸多民進
黨政治人物都曾公開反對含瘦肉精的
美豬進口，但如今「換了位置，也換
了腦袋」，民進黨「在野」時，把守

護民眾健康當成口號；執政後，把民
眾健康當成籌碼，輕易就可以拋棄。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辦公室日前

發布新聞稿指出，民進黨「在野」時力
阻美牛、美豬進口，執政後卻「髮夾
彎」開放，蔡英文為其對內欺騙民眾、
對外卑躬屈膝的政策，再添一例。
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投

書媒體指出，民進黨當局突然這麼大
幅度單方面開放美豬，不但違反其過
去立場，也沒有得到美方任何的承
諾，看起來配合美國政策可能是唯一
的理由。

多縣市將續「零檢出」標準
台灣《聯合報》社論指出，當年力
擋美豬美牛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和民意
代表如今全然噤聲，這證明，什么政
策主張、什么是非黑白，全部都是民
進黨說了算，全然無關科學標準與民
眾福祉。
中南部一些農業縣市的養豬團體對

媒體表示「震驚和憤怒」，強調開放
美豬美牛罔顧民眾健康和豬農利益，
反對如此粗糙和沒有溝通的政策。台
北市、台中市、雲林縣等縣市已表
態，將繼續堅持對瘦肉精「零檢出」
的標準，轄區內不得銷售含瘦肉精的
豬肉。

民進黨「在野」阻美豬牛輸台
當選開放美瘦肉精肉進口

兩軸一城一環兩軸一城一環
兩軸

中軸線及長安街。
中軸線以文化功能為主，

展示傳統文化精髓，體現現代
文明魅力。長安街以國家行政、
文化、國際交往功能為主，體現
莊嚴、沉穩、厚重、大氣的形
象氣質。

一城

北京老城。推動
老城整體保護與復興，建

設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
表地區。

一環

沿二環路的文化景觀
環線。建設展示歷史人文

景觀和現代化首都風貌的公園
環。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位於北京市北三環附近的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總部。 中新社

■■北京東城區一條老胡同北京東城區一條老胡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兩軸一城一環」構成首都功能核心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
京報道）首都功能核心區與北京
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區是什
麼關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
濟師楊保軍指，用一句話概括，
就是「一核兩翼」的關係，首都
功能核心區是主體，其指揮北京
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區「兩
個翅膀」，帶動整個地區發展。
楊保軍表示，北京的首都功能

核心區突出強調的是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而北
京城市副中心更多強調的是經濟
功能，服務保障好核心區的功能
發揮。雄安新區主要則是依託北
京疏解的一部分優質高端的資源
來產生動力，帶動更大範圍的冀
中南地區的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

會專家李曉江則稱，可以看到，
近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有三步非常
明顯的空間性的戰略，第一步是
明確通州作為北京的城市副中
心，第二步是設立雄安新區，第
三步是編制首都功能核心區規
劃。三個區域的職能原來都集中
在北京核心地區及周圍，現在把
北京的行政功能轉移到北京城市
副中心，把非首都功能疏解到雄
安，減輕北京中心區的壓力，將
能夠更好地服務於首都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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