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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兼论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

宋迎昌

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学术探讨和地方实践由来已久， 但进展缓

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 旨在从战略高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共识形成， 解决多年存在的区域

发展差距大、 北京大城市病突出和区域雾霾污染严重等问题。 统筹协调、 层

层推进，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确立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这些战略措施

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 未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关注四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重视经验借鉴和跟踪研究； 二是要继续细化非首都功能

疏解方案； 三是要对雄安新区全新的建设模式进行顶层设计； 四是要研究制

定统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通州城市副

中心及天津滨海新区建设的一揽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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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

学术界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讨由来已久。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中国科学

院地理研究所在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研究中就提出了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的总体

构想。 其后， 胡焕庸 （１９８５）、 徐国弟 （１９９５）、 徐国弟和杨洁 （１９９６）、 郭力君

（２００２）、 高文杰 （２００２）、 吴良镛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孙久文等 （２００８）、 樊杰

（２００８）、 肖金成和刘保奎 （２０１３）、 李国平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等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

３



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思路。 政府层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次召集京津

冀地区各城市政府共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 天津市牵头成立了包含 ５０ 多个城市的

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 多次探讨区域合作问题。 遗憾的是， 京津冀三地虽有加

深合作的良好愿望， 但实质性的举措不多。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前， 北京城市

建设的重点一直在北部， 南北城发展严重不均衡， 跨市域合作方面仅有京唐港建设和

首钢搬迁取得实质进展； 天津城市建设的重点是滨海新区， 无暇顾及河北的发展； 河

北省在发展重点选择上多年来摇摆于沿海地区、 环京津地区和省会石家庄地区， “环
京津贫困带” 逐渐形成 （仲欣， ２００６）。 京津冀三地各自惦记着自己的 “一亩三分

地”， 在重大合作问题上患得患失， 久议不决。 这不仅无助于解决业已存在的我国南

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大以及京津冀内部发展差距更大的现实问题， 而且进一步导致北京

“一极独大”、 城市功能严重紊乱、 首都功能发挥严重受限、 区域雾霾污染日趋严重。
在日趋严峻的形势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 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开启了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路径与重点

（一） 统筹协调， 层层推进

与沪苏浙地区和广东省相比， 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占比高 （见表 １）。 由于国有

企业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用市场经济规则约束其行为并不一定有效。 因此，
在经济市场化程度相对不高的京津冀地区， 单纯依靠市场力量、 由企业自下而上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并不现实。 多年来，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呼声主要来自学界、 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 企业层面的诉求很少， 这导致协同发展措施流于表面形式， 无法有效

表 １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主要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比

单位： ％

区域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的比重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的比重

全国 ５ ０３ ３８ ８３
京津冀地区 ８ ７２ ５５ ２９
　 　 北京 ２１ ００ ７３ ３０
　 　 天津 １０ １７ ４８ １０
　 　 河北 ５ ３５ ３８ ５９
沪苏浙地区 ２ ４６ ２２ １８
　 　 上海 ７ ６６ ４６ ７４
　 　 江苏 ２ ０４ １７ ５２
　 　 浙江 １ ８２ １５ ９４
广东 ２ ４６ ２２ ２１

　 　 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有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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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质性问题。 此外， 由于错综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协同发展阻力重重、 多年止

步不前。 这说明，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也不能寄希望于地方政

府主导，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必不可少。
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见表 ２）。 遵循习

总书记讲话精神， 国家和京津冀层面发布了多个相关规划 （见表 ３）， 顺应了时代发

展的要求。 此外， 在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方面， 国家成立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

组”，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 形成了自上而下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 （见表 ４）。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讲话精神

时间 场合 讲话精神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天津调研 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

发展问题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北京）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
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

次会议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工程。 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是历史性工程，必须一件一件事去做，一茬接一茬地干，发
扬“工匠”精神，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安新县座谈会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相关报道资料整理。

（二） 疏解非首都功能

北京有 ３０００ 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和 ８００ 多年的建都史。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

都北京时， 北京的城市人口仅 ２００ 多万。 历经计划经济 ３０ 多年和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的

发展， 北京形成了常住人口超过 ２０００ 万、 集众多功能于一身的超大城市。 中央党政

军首脑机关、 １７４ 个外国使领馆、 众多的国际组织、 新闻媒体机构、 国家级文化演艺

单位、 中国科学院的 ４０ 多个研究机构、 ８０％ 以上的中央企业总部、 １１２ 所 ２１１ 大学

中的 ２６ 所、 ３９ 所 ９８５ 高校中的 ８ 所、 １１％的三甲医院都集中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客运量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排名全球第二。 众多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学研究中心、 教育中心、 航空枢纽、 央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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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聚集地等多种功能叠加， 推动着北京城市规模不断膨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刻不

容缓。

表 ３　 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编制及实施

层级 规划及其实施 核心内容

国家层面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

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

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环保、
交通和产业升级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

《“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把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统筹规划，在城市群发展、产业

转型升级、交通设施建设、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一体化布局，
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

发展新格局

京津冀层面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的意见》（２０１５）

明确北京到 ２０２０ 年 ２３００ 万的人口控制目标和聚焦通州的

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规划建设方案

《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５）

把天津的功能定位放到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中去统筹考虑，
重点要在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现代综合交通网络

体系、生态环境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等五个方面取得

突破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

见》（２０１５）

立足河北的战略功能定位，以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补

齐河北发展短板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与

质量、扩大生态环境容量、推动公共服务区域共建共享，实现

河北绿色崛起

　 　 资料来源： 根据新华网、 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 天津政务网相关报道资料整理。

表 ４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机制

层级 机构

中央层面
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国家部委层面
交通运输部“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领导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

京津冀层面

北京市“区域协同发展改革领导小组”

天津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政府网、 人民网相关报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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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已有学者对北京城市功能疏解进行研究。 薄茹 （２０１１） 在 《中心城功能疏

解的方向与任务》 一文中提出，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以及为之配套

的服务功能都是核心功能， 应该予以加强和完善。 那些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要求， 或

者对首都核心功能正常发挥有负面作用的功能， 比如过多的行政办公、 高度叠加的公

共服务、 低端服务产业等， 必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辅以必要的经济手段加以清理。 文

化、 教育、 医疗、 科研、 娱乐、 商业、 办公、 管理等职能在中心城可适度发展， 同时

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引导其在新城地区发展， 实现双赢。 林恩全 （２０１３） 在 《北京

中心城功能疏解方略》 一文中提出， 北京中心城区功能疏解近期应采取严控、 升级、
整合、 外迁、 统筹等措施， 禁止通过违背总体规划实现外延扩张和空间格局突破， 严

格限制新建住宅开发项目和大型公建项目， 严格限制教育、 医疗、 行政办公、 商业等

大型服务设施的新建和扩建； 推动中心城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服装市场转型升级；
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整省际长途客运站布局， 将莲花池、 丽泽长途客运站逐步整

合到六里桥长途客运站； 引导非核心的行政办公、 已过度集聚的医疗、 科教等公共服

务功能、 主要服务外地人员的长途客运站、 商品批发市场、 部分居住功能、 养老功能

等逐步向新城和周边地区搬迁； 将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各项政策统筹使用、 综合集

成， 发挥最大功效。 以上两位学者探讨的北京城市功能疏解， 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应

该疏解什么、 用什么手段疏解、 往哪里疏解等问题， 研究视野仅限于中心城区和新城

的互动关系上， 还没有上升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

位， 坚持和强化北京作为全国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

心” 的首都核心功能。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降低北京人口密度， 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要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 北京 “作为一个有 １３ 亿

人口大国的首都， 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已经体现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和 《 “十三五” 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 的编制中。 学术界以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开

展了进一步研究， 文献数量呈现出 “井喷式” 增长。 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以

前研究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文献仅 ３ 篇， 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的研究文献多达 １９３ 篇。
北京市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疏解 “非首都功能” 讲话精神方面开展了

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制定产业政策， 对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发展做出限

制。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连续两年颁布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明确规

定了禁止发展产业和限制发展产业类别。 二是开展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 推动北京市

行政管理职能东移， 预计 ２０１７ 年底前北京市委、 市政府、 市人大、 市政协的机关和

附属行政部门将率先启动搬迁。 在通州副中心紧张建设之际，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

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现场考察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工地， 要求副中心建设不但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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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总体规划， 还要加强主要功能区块、 主要景观、 主要建筑物的设计， 体现城市精

神、 展现城市特色、 提升城市魅力。 三是对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小商品市场和批发市

场进行疏解， 动物园批发市场、 天意小商品市场、 大红门批发市场、 西直河石材市场

等正在陆续迁离北京。 四是加快推进高校疏解。 中心城区一些高校的本科教学部已经

疏解到市郊， 如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

京工商大学等； 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建设通州校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也开辟了高教园区计

划接纳北京高校搬迁落地。 五是推动北京企业到津冀投资。 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 北京

（曹妃甸） 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 三元河北工业园、 廊坊京冀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示范

区、 北京现代沧州生产基地、 亦庄 －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

园、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落户津冀。 ２０１５ 年北京企业在津冀投资额为 １６４２ 亿元，
是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５ 倍； ２０１６ 年已超 ２０００ 亿元， 其中投向天津 ８９９ 亿元， 投向河北 １１４０
亿元。① 六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北京已做出到 ２０２０ 年将人口规模控制在 ２３００ 万的

郑重承诺。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北京人口增长的势头明显下降： ２０１４ 年常住人口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６ ８ 万， ２０１５ 年仅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８ ９ 万， ２０１６ 年的增幅进一步压缩至

２ ４ 万。
疏解非首都功能只是手段， 协同发展才是最终目的。 评价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效果的判断标准有三个： 一是区域大气污染是否得到有效治理， 二是北京的大城市

病是否有所缓解， 三是区域差距是否缩小。
从大气污染状况来看，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 ＰＭ２ ５年平均浓度值逐年下降 （见图

１）， 协同治理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与世界

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值 １０ 则有更大差距。 《北京市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方案》 确定的目标是 ２０１５ 年 ＰＭ２ ５降至每立方米 ６０ 微克， 实际上没有完成。 可见，
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从北京大城市病治理来看， 人口疏解方面， 北京和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势头已经

得到遏制 （见图 ２）， ２０１６ 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甚至出现了 １５ １ 万的负增长。 河北

省的常住人口增长比较平稳， 但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由于缺乏常住外

来人口统计， 无法评估这几年河北省常住外来人口是否增加。 但是就河北省常住人口

增加的幅度而言， 北京和天津疏解出去的人口很可能没有到河北。 可见， 就人口疏解

而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 交通治堵方面， 高德地图大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北京交通高峰拥堵延迟指数没有变化，② 仍然是全国著名的 “堵城”。 可

见， 北京大城市病治理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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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李斌等 （２０１７）， 《历史性工程， 历史性一步———京津冀协同发展 ３ 周年实地探访记》，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９ ／ ｃ＿１１２０４９１２９０＿２ ｈｔｍ［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５］。

资料来源： 《高德地图 ２０１５ 年交通报告： 拥堵加剧， 北京最堵》， ｈｔｔｐ： ／ ／ ｉｔ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５７０４３５ ｈｔｍ［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５］； 姜红 （２０１７）， 《高德地图： ２０１６ 年一线城市拥堵缓解》，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０１１０ ／ １７７５０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５］。



图 １　 京津冀地区 ＰＭ２ ５年平均浓度值变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图 ２　 京津冀三省市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北京统计信息网、 天津统计信息网、 河北省统计局官网。

从区域发展差距来看， 天津的 ＧＤＰ 增速最快， 北京和河北的增速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 （见图 ３）。 本应该奋起直追的河北省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就京津冀地区整

体而言， 其在全国的经济占比逐年下降， ２０１３ 年其 ＧＤＰ 占全国的 １０ ９％ ， ２０１６ 年下

降到 １０％ ；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距也逐年拉大， ２０１３ 年其 ＧＤＰ 相当于沪苏浙三省

市的 ５２ ５％ ， 广东省的 ９８ １％ ；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下降到 ４９ ７％和 ９３ ８％ 。 就京津冀地区

内部而言， 河北省的人均 ＧＤＰ 与北京和天津的差距也在逐年拉大， 河北省 ２０１３ 年的

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北京市的 ４１ ９％ 和天津市的 ３９ ５％ ， 到 ２０１６ 年只相当于北京市的

３７ ２％和天津市的 ３７ ２％ 。 可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济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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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京津冀三省市 ＧＤＰ 增长速度变化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北京统计信息网、 天津统计信息网、 河北省统计局官网。

综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有一定的效果， 但任重

而道远。 人口疏解的成效喜忧参半， 喜的是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增长势头初步得到遏

制， 忧的是疏解出来的人口很可能没有到河北， 对河北的经济贡献无从体现。 北京治

堵效果还不明显， 大城市病治理任务艰巨。 区域发展差距控制从外到内， 但仍不尽如

人意。 通过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 确立疏解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以来， 天津和河北众多城市先后与北京对接， 希望接纳北京

疏解出来的功能和产业。 天津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对接已取得实效， 永清对接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 （亦庄） 也有一定进展， 沧州成为北京现代汽车的又一个生产基地，
秦皇岛寄希望高教园区接纳北京疏解出来的高校， 大红门批发市场搬迁到保定白沟，
西直河石材市场整体搬迁到香河。 北京做 “减法” 的效果已有体现， 但河北做 “加
法” 并形成生产力可能尚需时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至今， 有几个问题不得

不考虑： 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可供选择的接纳地众多而分散， 无法形成聚集效应， 对

河北省的经济示范带动作用有限； 二是许多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市及其下属区县政府无

法掌控的， 疏解需要中央层面统筹协调解决， 目前的力度明显不够； 三是河北省没有

形成一个 “活力四射” 的 “增长极” 以带动河北经济发展。 考虑到这些因素，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决定设立雄安新区， 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

承载地。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 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深入思考。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 作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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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时就指出： “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 不能搞齐步走、 平面推进， 也不能继

续扩大差距， 应从实际出发， 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 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

区发展”。①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和 ３０ 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上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时强调， 要深入研究论证

新城问题， 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 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

城。②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会议

审议并原则同意 《关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

况的汇报》， 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 同意定名为 “雄安新区”。③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

午， 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当天下

午， 习总书记在安新县主持召开了一场小型座谈会。 他强调指出， “规划建设雄安新

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 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历史性工程”。④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 新华社发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

安新区》， 雄安新区定位为 “继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是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⑤

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公布以后， “雄安新区” 成为热点词汇， 引起新闻媒体、 科

研机构和企业界的关注。 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知网显示有 ５９５ 篇

相关文章得以刊发。 表示积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中央企业至少有 ３１ 家， 其中包括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中国中冶、 中国联通、 中国燃气、 中铝公司、 东方航空、 中海

油、 中国节能、 南方电网、 中国建筑、 中国交建、 航天科工、 中国电子、 中国电科、
中广核集团、 中国华电、 中国大唐、 中国三峡集团、 神华集团、 中国国电、 国投公

司等。⑥

三、 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体系， 是在总览全球发展格局、 全面把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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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４１３ ／ ｃ６４３８７ － ２９２０９３６１ 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３］。

资料来源： 《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４ ／ ｃ＿１１２０８１３５９４ ｈｔｍ［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４］。

资料来源： 《披露： 雄安新区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正式定名定址》，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０４１４ ／ ４１７４７６２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４］。

资料来源： 《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３ ／ ８１９８７８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３］。

资料来源： 《雄安 “满月” 河北密集研究新区建设》，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２ ／ ｃ＿
１１２０９０１４８０ ｈｔｍ［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２］。

资料来源： 《国资委： 已有至少 ３１ 家央企表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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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发展规律、 深刻总结京津冀区域发展历史和现实问题基础上形成的， 是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一） 把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强调的

“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已近 ４０ 年， 取得的经济成就世界瞩目， 综合国力日益提

升。 与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不相符的是， 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过大， 不符合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板块， 不仅整体上与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有显著差距， 而且内部差距更大， 北京和天津是高度发达的现代

化超大城市， 河北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战略格局出发，
将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于平衡我国生产力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 统筹协调、 层层推进的工作机制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 “踏石留印、 抓铁有

痕” 的工作作风

京津冀地区经济问题、 环保问题、 大城市病问题相互交织， 错综复杂， 没有强有

力的工作机制， 协同发展很可能成了一句空话。 国家层面成立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 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 规格之高， 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就

京津冀协同发展发表的系列讲话体现出来的先进发展理念和集专家智慧编制的 《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相结合， 确保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统筹

协调、 层层推进的工作机制保证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 确保

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走过场、 不摆样子、 不流于形式。
（三） 把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突破口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提

升区域治理能力的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京津冀三地要抛弃 “一亩三分地” 的思维定式， 走协同发

展的道路。 其核心思想实际上是构建一个 “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 发展共谋、 区域

共建、 成果共享” 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长期以来， 北京不仅聚集了以政治中心、 文

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为标志的首都核心功能， 还聚集了教育中心、
医疗中心、 国有企业总部基地、 商品流通中心、 金融中心等一系列非首都功能。 众多

功能聚集于北京， 剥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 不仅造成北京自身大城市病缠身， 而

且造成周边地区普遍落后。 这种发展模式注定两败俱伤， 没有赢家。 习近平总书记认

识到问题所在， 选择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突破口， 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牛鼻

子”， 必将起到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效果。
（四） 把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助于探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习近

平总书记倡导的全新发展模式

为了提升非首都功能的聚集效应， 加快产城融合进程， 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

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并将其地位提升到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

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深圳经济特区对探索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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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东新区的重要意义是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路径， 雄安新区的

意义则是探索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 我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域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要坚持世界眼

光、 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 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 建

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
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赋予雄安新区

全新的历史使命， 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探索意义。

四、 京津冀协同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尽管实施时间短暂， 但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在习近平总书

记的亲自关怀下， 协同发展形成区域共识， 区域统一规划得到各方响应， 一些困扰多

年的体制机制问题逐步被突破， 一些区域合作的重大项目得以落实， 区域联防联治环

境污染的局面正在形成， 区域交通一体化的格局正在推进， 非首都功能疏解正在有序

进行。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向纵深领域推进过程中，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各

方的重视。
一是要重视经验借鉴和跟踪研究。 首先是借鉴国际经验。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解

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疏解城市功能上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比如， 巴西迁都巴西利

亚， 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 韩国行政首都迁至世宗市， 荷兰政府和议会设立在非

宪法首都城市海牙， 南非首都职能分散在比勒陀利亚 （行政首都）、 布隆方丹 （司法

首都）、 开普敦 （立法首都）， 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为疏解人口而规划建设新城。 尽

管模式各异， 但积累的经验可供借鉴。 其次是借鉴国内经验。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

区域协同发展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它们积累的经验十分宝贵， 同样可以为京津冀地

区所借鉴。 再次是重视跟踪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果如何， 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研究， 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都需要抱着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继续细化非首都功能疏解方案。 当前， 首都功能界定已有定论， 非首都功能

疏解正在有序推进。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 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并非完全对立， 而是

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 首都功能需要一定规模和类型的非首都功能支撑， 非首都功

能太弱支撑不起首都功能的发挥， 太强又会制约首都功能的发挥。 把所有的非首都功

能都去除， 首都功能的发挥可能会受影响。 一些非首都功能依赖于首都功能， 疏解出

去可能会消亡。 首都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 要疏解哪些非首都功

能、 保留哪些非首都功能、 规模多大， 不是简单思考就可以决定的。 从人口就业来

看， 首都功能容纳的就业量毕竟有限， 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是非首都功能提供的。 疏

解非首都功能必然带来失业， 如何实现再就业是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 疏解非首都功

能还涉及户籍、 就业、 医保、 教育、 税收等方方面面， 需要统筹兼顾， 细化方案，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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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善后。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疏解、 有序疏解、 平稳疏解、 和谐疏解。
三是要对雄安新区全新的建设模式进行顶层设计。 雄安新区距离北京、 天津、 石

家庄都较远， 难以有效地接受已有大城市的辐射带动， 这一点不同于深圳和上海浦

东， 具有天然劣势。 但优点是 “一张白纸”， 可以高起点规划， 低成本建设。 建设初

期， 需要政府先期投入基础设施， 社会资本逐步跟进。 既然雄安新区打算采取一种全

新的建设模式， 那么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市场应该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资本怎样参与建设， 社会资本的盈利空间在哪里， 都需要预先进

行顶层设计， 拿出既定方案， 而且要经过充分论证， 以便顺利推进新区建设。
四是研究制定统筹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雄安新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建设以

及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 天津滨海新区协调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对于作为非首都功能

疏解地的北京和作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雄安新区， 以及规划建设中的通州城市

副中心和多年大规模投入建设的天津滨海新区， 在政策设计上应该放在一个平台上统

筹谋划， 兼顾各方利益， 确保疏解地和集中承载地以及通州城市副中心和天津滨海新

区在发展政策上的有效对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要做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度、 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和进程、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和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及其相关配

套政策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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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ｅ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ｓｕｂ⁃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ｉｎｈａｉ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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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昌：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