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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如何布局？ 人口如何调控？ 房价走势如何？ 首都还会是“首堵”吗？

坚决抑制投资投机
新总规为房地产发展定调

看 20 年后大国首都
编者的话 /9 月 29 日上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以下简称《总规》）正式对外发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首
都？ 怎样建设首都？ 如何在发展和保护中取得平衡？《总规》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此次规划，是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北京历史上是
第二次，在全国是唯一的。 如此力度制定的规划，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图景？ 20 年后的首都北京，能否解决目前北京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报对上述问题
进行全面解读。

本报记者 周丽 北京报道

北京新总规的出台也为房地产
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北 京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6

新总规突出区域协同
首都将降“
四个密度”

房、租赁住房等多种类型，一二三
级市场联动的住房供应体系。 按照
《总规》要求，要建立房地产市场监
管常态化机制， 综合利用税收、金
融信贷等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资

年—2035 年）》（以下简称 《总规》）
中明确指出，北京未来五年新供应
各类住房 150 万套以上。 其中，产

投机性行为，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
大落，严格商品住房管控，防范泡

权 类 住 房 约 占 70% ， 租 赁 类 约

受访专家们在接受 《中国经营

30%。 产权类住房中，商品住房约占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城市租赁住
房供应增加后， 一方面能够满足一

沫和风险。

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全方位

70%，保障性住房约占 30%。 商品住
房中，共有产权住房、中小套型普

经 过 多 年 酝 酿 ，《北 京 城 市

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

通商品住房约占 70%。 共有产权住
房中，70%面向本市户籍人口，30%

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以 下 简 称《总 规》）终 于 面 世 。

《总规》指出，把握好“都”与
“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

面向非京籍人口。
北京市住建委主任徐贱云在

期，对平抑房价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 北京新版城市规划中还
提及，提供更平等均衡的公共服务，

与前几次规划不同， 这次第七

“一核”与“两翼”的关系，在加强

版《总 规》的 制 定 ， 是 在 习 近 平
总书记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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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基础上，疏

关于《总规》的学习贯彻会上表示，
要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 《总

努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到 2035
年无论住在城市还是农村的社区，

规》明确规定，北京市建立包括商
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棚改安置

“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带
都能享受到
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周丽 北京报道

规》的 权 威 性 、 对 建 设 和 管 理 的
刚性约束、 执行的监督考核问
责等都具有示范意义。
《总 规》是首都的规划，也是
国家的规划。 其中详细解答了
“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设
首都”等社会核心关切问题，还首
次将区域协同发展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
《总 规》提 出 ， 深 入 推 进 京
津冀协同发展，建设以首都为

解非首都功能，将人口、建筑、商
业、旅游“四个密度”降下来，履行

和教育发展服务， 为改善人民群
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
“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
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习
近平总书记对北京的愿景正在逐
步照进现实。

观点
京津冀城市之间实现更好的共建共
享和互通互联，促进人口、经济、信
息、产业之间的交流。
产业方面， 北京与周边河北

首都功能是困难的，面临错综复杂
的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效运转
的统筹难题，必须要有首都腹地的
支持，要跨区域的合作，比如美国
华盛顿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

曹妃甸、天津滨海新区、北京新机
场临空经济区和张承生态功能区
的合作； 以及通州副中心与雄安
一体两翼、 北京冬奥会与张家口
的协同发展， 实现更好的区域产

的统筹安排，伦敦与英国东南部地
区的统一规划安排，东京与东京都
市圈的统一规划安排。 北京也一
样，首都功能布局不能局限于北京
中心城区和北京市域，需要在京津
冀范围内统筹考虑，包括雄安的疏

业创新发展。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
所副所长，本报记者向炎涛整理报道

交通网络的一小时交通圈， 可以使

自身也能发展，同时通过城市的不

方面都要向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的方
向推进，比如加快土地供应。

租赁类七三开，这不仅增加了供给数
量，也加大了租赁住房比例，使通过
租赁住房解决住房问题成为可能。
疏解非首都功能也是此次总体

租赁本身减少了房屋产权流通
的环节， 尤其是现在北京一些新增
供应土地出让要求永久自持， 对于
降低商品房炒作效果明显， 购房预

规划的重要内容，人口疏解的目标能
不能达到，将影响房价调控的效果。

期会下降。 预计接下来北京商品房
及居住土地供应会有越来越多的限
制性条件。
北京之所以要制定新版城市规
划，一方面是大空间、大格局上促进
均衡发展、疏解产业，另一方面要从

未来 5 年新增供应 30%租赁住

增长极。

协同发展一体化的程度要非常高，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围绕首都北京来
打造一体化的经济体。

北京新总规发布：对接雄安新区
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

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 这点非常明确， 这也是按照

本报记者 郭少丹

程世东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实习记者 陈茂利 北京报道

访时表示，“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建

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本报实习记者

准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世界级城市
群建设的要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要
求。 世界级城市群非常明确是以首
都为核心，纠正、澄清了很多年来关
于京津冀或者说首都圈城市群该以
哪个为核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本报记者金姝妮整理报道

首都北京如何构建新型交通
体系，妥善解决“大城市病”？ 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如何更好地
发挥交通辐射带动作用？ 如何与有
“千年大计” 之称的雄安新区实现
无缝对接？ 这些问题，在 9 月 29 日
（2016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总
规》）中有了明确答案。

北京将分散医疗机构布局 教育资源更合理分配
本报记者 李未来 北京报道

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明确了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

疗服务方面，《总规》提出鼓励和支
持五环内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向

布仍不均匀。《中国经营报》记者梳
理发现， 目前北京共有 71 家三甲

北京新规划出炉， 公共服
务体系方面将会有更多的惠民

发展目标，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
都”的重大问题。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系所有
市民利益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
一步完善。
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总规》
提出了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
深入推进学区制改革、健全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做到各
区都有高等学校四个方向。 在医

外迁建或疏解，并做到各区都有三
甲医院。
为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北京
市近年开始推行学区制， 通过搭
建交互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实施
优质学校对薄弱学校在学校管理
和教育教学上的指导与帮扶，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 此
外， 不少优质学校也在向外开设
分校。
然而，北京各区域医疗资源分

医院，但大部分集中在海淀、朝阳、
西城、东城这几个区域。
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已经
有很多市中心的大型医院向周边
迁建， 如安贞医院与通州区的 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医联
体合作；东直门医院东区（通州区
中医医院） 将全面交由北京中医
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管理；友
谊医院将采取“区办市管”模式，
托管新华医院。

观点
朱华栋： 大型医疗机构外迁可缓
解首都看病难和交通拥堵问题
大型医疗机构外迁和疏散能够
起到两方面作用， 一是缓解首都看
病难和交通拥堵问题， 一是凸现基
层医疗机构的作用。
北京的外地病人众多， 比如协
和医院的外地病人占到一多半。 这
带来了交通拥堵的问题， 也使病人
进京看病越来越难，《规划》 中要求
大型医疗机构向外迁建或疏解能够
缓解这一问题。目前来看，北京的大
医院基本都人满为患， 如果在外围
建立大的医疗机构， 病人看病将更
方便、节省更多时间，北京的交通拥
堵问题也将得到缓解。
大型医疗机构的外迁会凸现基

层医疗机构的作用， 北京各级医疗
机构众多，但目前三级医院挂号难、
看病难现象突出。 实际上很多疾病
并不需要到大型医疗机构， 完全可
以在二级或基层医疗机构解决。 若
普通的疾病分散到基层， 社区医院
发挥更多的作用，如疾病预防、慢病
管理， 大型医院的拥挤情况将能得
到缓解，各级医院分工会更加明确，
大型医院也能够把精力更多地放在
疑难重症上面。

这不是某一家医院的调整就能完
成的，需要区域所有医疗机构共同
努力。
北京未来的医疗机构首先会分
散布局， 分散之后各区域将以各大
三甲医院为中心， 向外辐射到整个
医疗区域。 这样可以达到每个区域
都能互相转诊， 而不必大病小病都
往市区跑。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
河医院急诊科主任

作者系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李凤杰：未来不必大病小病都往市
区跑
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要有一
些措施和北京的整体规划吻合，但

作者系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
工程师，本报实习记者余燕明整理报道

个是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首
都；二是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程度，

正式公布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举措。
9 月 29 日， 北京市规划国土
委联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住建
委、交通委、环保局、水务局、园林
绿化局等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对外公布 《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 年—2035 年）》（以下简称
《总规》）。
据了解，《总规》落实首都“四

毛细血管优化城市空间。

断扩大，吸引力变大，聚集更多要
素，形成良性循环，成为新的经济

陈耀：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围绕
首都来打造一体化的经济体
《总规》突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雄安新区两翼的建设， 通过北京
有序疏解，来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瞄

起到发动机的作用。 而有发展就会
有需求， 周边地区向其提供服务，

求端进行限制，现在总体规划要求未
来几年新增 150 万套住房，产权类和

邹晓云：北京要充分挖掘社区物业，
优化城市的毛细血管

是它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中央机关
附属机构，部分医疗、教育、金融、

北本身的生态优势。
交通方面， 要建设区域内快速

在北京的租赁住房比例远远达不到
这一水平，所以接下来几年北京在各

报道

夏晨翔整理报道

科研机构， 企业总部等向雄安聚
集，大规模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

房，即 45 万套，这一比例相当高，现

极作用
过去的房价调控主要是通过需

作者系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

是雄安发展第一推动力
北京非首都功能向雄安疏解，

解非首都功能。
在区域内部，北京、天津、河北
之间要相得益彰，河北作为腹地，发
挥河北的优势， 利用京津两个特大
城市带动河北的产业转型， 发挥河

赵秀池： 规划对平抑房价将起到积

长兼秘书长，本报实习记者卢志坤整理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

肖金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低了流通的产权商品房的炒作预

观点

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
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

吴唯佳：大首都的发展必须要跨区
域合作
从世界趋势来看，大首都的发
展在单个首都行政区下完整布置

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降

籍、人才、招生等一揽子配套政策。
民办学历教育学校是重资产， 关键
在于放开招生政策，降低土地成本，
减免建设费用。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民

《总规》提出，北京市要着力治
理“大城市病”问题，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 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战略，
提升城市公共交通供给能力和服
务水平，加强交通需求管理，鼓励
绿色出行， 标本兼治缓解交通拥
堵，促进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
《总规》强调，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
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 同时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
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
交通联系。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总
规》 还提出打造一小时交通圈，到
2020 年轨道交通里程达到 1000 公
里左右， 到 2035 年不低于 2500 公
里。 大幅增加城际铁路和区域快线
（含市郊铁路）里程。
对此，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
究所城市交通运输研究中心主任

设， 一是充分体现了公交优先的理
念， 同时也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交通方面提出的打造“轨道上京
津冀”的战略目标。
程世东表示，“轨道上的京津
冀”包括四个层次，以高铁为代表的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中
心城区的地铁， 后两者都是北京规
划建设的重点。 对于北京这样的特
大城市，以及京津冀城市群，都需要
轨道交通的支撑， 作为公共交通的
骨干。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中心副总工程师、 北京分院院长段
进宇也告诉记者， 大幅增加城际铁
路和市郊铁路里程， 对于北京疏解
非首都职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有
重大的设施保障和系统加速作用，
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 势必会慢
慢扩展到其他方面的融合共进。
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外，《总
规》提出，从源头调控小客车出行
比例和强度， 到 2020 年降幅力争
达 10%~15%， 到 2035 年降幅不小
于30%。
对于《总规》提出的具体措施，
程世东表示， 这些工作推进实施起
来应该没有太大难度， 目前都有很
好的基础， 但还需要做很多具体细
致的工作，也就是说，难度不大，工
作量会很大。

观点

办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熊丙奇：撤点并校要科学民主决策
这几年很多地区实施撤点并
校， 政府在进行布局规划的时候必
须要充分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要广
泛征求学校，家长，学生，社区的意

黄为：优质教育资源应向外辐射
优质公立中学设立新校区，也
是一种品牌扩张。 优质教育资源向
外辐射，更多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见，对于并校方案，要有一个科学民
主的决策过程。

需要迁入地的财政、土地、建设、户

者张春楠采访整理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以上均由本报实习记者阎俏如、记

张国华： 北京需优先构建基于城市

力，同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抓

群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
目前来看，北京城际交通网络建

住产业全球重新布局的机遇， 促进
生产要素国内外高效、有序流动；通

设还滞后于城市群发展需求，城际交
通尤其是市郊铁路发展严重滞后。例
如， 北京号称市郊铁路的仅有 1 条
S2 线，日均客运量不足万人。

过建设适度超前的城际综合交通体
系来引导城市群发展， 发挥中心城
市对城市群的带动引导作用， 促进
区域的合作与分工， 加快大中小城

因此， 北京在新一轮规划建设
中要优先构建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综
合交通网络， 全力提升主要城市群
国际航运体系中
“
空、海双港”的竞争

市
“
同城化”。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交通
规划院院长，本报实习记者陈茂利采访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