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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非首都功能疏解特点与
天津滨海新区对接策略研究

秦静 周立群 周彩云

一、引言

2014年2月16日，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强

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各

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北京拥有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山区面积超

过1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62%；平原地区面积仅

占38%，除去不宜开发的1万平方公里山区，开发强度

是48%，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大城市（国际上，巴黎

的开发强度是21%，伦敦为23.7%，日本三大都市圈平

均的开发强度是 15%，东京的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4%），这种现象在城六区表现尤为明显。2015年城

六区常住人口密度为9375人/平方公里，高于纽约、伦

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中心城的人口密度。城六区

8.4%的面积承载了 59%的人口，承载的产业、三甲医

院、高等院校的比例高达70%。功能过度集中导致人

口资源环境矛盾紧张、内部承载空间不足，同时，也造

成北京内部区域发展不协调，差距不断拉大。在非核

心功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不仅造成了城

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局面，也导致人口过度集聚、水资

源严重匮乏、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资源紧张等大城市

病日趋严重。

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内涵

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实现北京城市空间重构、

产业重构和功能重构，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

经济发展跨上新台阶。一是空间上向生态优先转变：

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腾出资源和发展空间优先用于

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建设，使首都环境

得到改善、生态得到修复，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得到优

化。二是产业上向创新引领转变：转移不符合首都发

展战略定位、妨碍首都功能有效发挥的产业和不具备

比较优势的产业，强化支撑城市运转和首都功能发展

的产业。三是功能上向辐射带动转变：促进三地区域

间要素有序流动，在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推动河

北和天津发展。

三、非首都功能疏解状况及特点

（一）疏解状况
京津冀三省市围绕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进行有序疏解。总体来说，京津冀进行产业对接交流，

结合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特点，确立了对接思路和重

点。2014年以来，累计开展产业对接百余次，集中构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4+N”产业合作平台，三地顺利推进

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深度融合。目前，

产业跨区域合作不断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在北京、天

津、河北布局，初步探索出整体搬迁、总部—生产基地、

产业链合作等多种产业对接模式。

2015 年，天津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内资 1071 亿元，

而来自北京的资金占内资到位额的五成。2016年1至

11月，北京企业对天津、河北投资的认缴出资额分别同

比增长37%和90%。截至2016年12月，中关村企业已

在津冀两地设立分公司1903家，其中天津603家，河北

1300家；设立子公司1426家，其中天津658家，河北768

家。2014年至2016年年初，各类在京企业在津、冀投

资项目累计分别达到 865 个、6431 个，资金分别达到

2403 亿元、5686亿元。

部分产业对接项目梳理如表非首都功能疏解表

所示。

( 二 ) 疏解特点
1. 从时序来看，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中，控制增

量、调整存量、转移产业、新功能引入多措并举，有进有

退、增减衔接。其中，2014年和2015年，比较侧重于增

量控制和存量调整，分别颁布了《北京市工业污染行

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北京市新增

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和北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年版），控制新增产业和关停

退出污染企业成效明显；同时，产业转移工作也在有序

进行，在医疗、科技、政策等方面的疏解对接初见成

效。2016年在增量控制、存量调整、产业转移分领域进

一步推进的基础上，加大了高端产业的“聚”和“招”，引

入了以“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的产业为载

体的新功能，发布了《北京市鼓励发展的高精尖产品目

录（2016年版）》和《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

（2016年版）》，吸引高精尖产业。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结合现阶

段疏解实际情况，2017年“非首都功能”增量将得到有

效控制，存量调整取得突破进展，转移产业取得阶段性

成果，以提升首都功能为特征的金融、文化、科技、服务

等产业加快集聚。2020年一批企业、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机构、行政企事业单位有序疏解迁出，非首都功能

疏解将取得明显成效。

2.从功能疏解格局看，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服务

机构主要在北京内部疏解，即从北京中心城区向北京

周边各区疏解；行政性服务机构向通州疏解；一般制造

业、区域性交易市场和仓储等主要向河北疏解；向河北

输出的产业多集中在唐山、廊坊、保定、沧州、秦皇岛、

张家口、承德等北京周边地区、有特殊地理优势或特殊

资源以及具有港口、矿产资源、产业基础、土地、劳动力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地区。先进制造、研发转化、高端

服务机构等主要向天津疏解，疏解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滨

海新区、武清、西青等政策优势明显、区位优势独特、发

展前景可观的地区，其他中心城区和环城区相对较少。

3.从行业类型看，产业转移、产业创新和产业分工

并行，产业层次日趋明朗；从数量上来看，劳动密集型

产业居多，这些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对资源和劳动

力依赖性强、技术装备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弱。向河

北疏解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在钢铁业、有色金属冶炼、化

工、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传统制造业；向

天津疏解的倾向于装备制造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产业链环节看，向天

津疏解的倾向于研发环节；向河北疏解的倾向于制造

环节。

4.从对腾退空间的有效补充看，北京在坚持“四严

一守”（严格产业禁限目录执行，严控新增产业和行政

事业性服务机构，严控城六区新增建设用地，严控新增

非首都功能，坚守2300万人“天花板”）、疏解非首都功

能的同时，也在围绕着“高精尖经济机构”，积极注入新

功能，以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等建设。如

推动三大科技城建设、实施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等。

四、天津滨海新区有效对
接的对策建议

（一）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北京为对接重点区

域，同时，兼顾河北省及周边地区，紧紧围绕天津产业

发展优势，“一对一”深化项目洽谈和对接工作。结合

天津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条的延伸拓展，围绕基础

和关键核心技术，精心策划一批有前景、有把握、质量

高、规模大的重点项目，制订具体的对接目标，开展重

大项目合作。具体围绕着“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产业融合”，重点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领域，突出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汽车、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产业的对接，努力打通产业上下游，健全产业

配套；强化现代服务业的项目对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

业、信息服务业、服务外包等领域的招商，积极对接金

融、教育、研发、医疗等优质服务功能，促进现代服务产

业的层次提升。紧密结合天津农业“三区”（菜篮子产

品供给区、农产品物流中心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建设，推动农业重要项目对接。

（二）以企业合作为重点。产业对接应以企业为

主，要形成产业集群，必须突出招强引优，抓好招大引

强、引优引智“点对点”的精准招商引资工作。具体来

讲，要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机遇，加大国内国外开放交

流合作力度，主动出击、积极对接世界500强企业、中国

500强企业、民营500强企业，促进资源要素对接。以

企业为运作主体，强化产业链招商，重点围绕优势产

业，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引进某行业内具备一定经

营规模、竞争优势明显、处在快速成长期的企业以及

拥有独特技术、专利和优秀创业管理团队、处在种子

期或初创期的企业。尤其是针对天津产业链发展的

薄弱环节，要走出去进行对接，着力瞄准具有核心技

术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开展定向对接，加快建立和完

善产业集群配套；针对行业前景较好、实力较强的民

营企业，加大对接力度，借此激活、调动本土民营企业

及民营资本的优势，加快天津市经济发展，将资源优

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三）以园区共建为主线。与承接产业通过“园对

园”方式进行精准对接，拓展天津产业对接空间。发挥

产业和企业聚集的外部经济性和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

效应，鼓励基层政府、高校、企业之间通过各种渠道、采

取各种方式与京冀合作共建园区，促进园区跨区域合

作，带动区域间人才、资产、技术流动的共赢模式。积

极鼓励优势企业向园区集中，推动经济园区化、园区产

业化、产业聚集化，提高企业之间专业化协作程度，实

现企业规模迅速膨胀，使园区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产业基地。如，结合新区产业发展现状，天津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可以采用和跟进中关村政策、标准和机制，

进行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可以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未

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京

津州河科技产业园、团泊健康产业园、天铁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津冀芦台协同发展示范区、京东休闲旅游示

范区等园区为试点，利用现代管理经营模式，优化产业

上下游、政企银研等要素组合，提高产业技术含量，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特色产业、专业人才、资本资产

多重聚集，具有极强的集聚功能、孵化功能和辐射功能

的专业化园区。

（四）以政府协作为平台。天津承接京冀产业，政

府的主导作用不可或缺，因此产业对接平台要以强势

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具体而言，政府要本着“注重

实效、追求效率、常抓不懈、注重交流”的原则，以本市

产业政策、市区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为指导，多层

次地开展产业对接项目推介活动，提前拓展优化产业

发展空间，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另外，要注

重发挥政、银、企多方积极性，搭建多种形式的对接平

台，优化产业承接环境，抓好重点项目、优秀企业、专业

化园区等建设工作，为外来企业包装好项目、配套好政

策、营造好环境 , 完善鼓励和推进项目对接、落地政

策措施，加强对延伸产业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区域经济实力较好推动作用的园区建设，为推进天津

市产业体系建设、城市发展战略和建设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提供有力支撑。

（五）以协作分工为原则。滨海新区、中心城区与

远郊区应分工合作、共同发力，积极主动寻求突破点，

融入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要注重引导中心城区、区

域性中心城市和节点性城市的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

展，有针对性地承接首都优质资源和非首都功能，加强

功能分工和配套协作，推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滨海

新区围绕区域功能定位，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体制

优势、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优势、海空两港的区位交

通优势、先进制造研发转化基地的产业优势和高端商

务设施齐全的配套优势，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聚集，积极探索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试验，主

动承接北京金融中心的辐射，积极吸引外资、外地各类

金融机构入驻。环城四区是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区，要

优化发展生态宜居城区和高端产业聚集区。远郊区，

要沿着铁路、公路干线，有选择性地打造若干个小城

镇，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特色“微中心”和

集中承接地，通过产城融合，把武清、宝坻、静海、宁河、

蓟州，打造成京津冀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建成一批定

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集中、规模适度、专业化发展、

层级合理的中小城市群，提高承接地对各类非首都功

能转移的吸引力，使郊区在这轮功能疏解中成为承接

功能转移的战略腹地。

（六）以新功能引入为契机。以北京新功能引入为

契机，加快天津引智、升级建设。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

十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北京要加快科技创新建设，争取

更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

技专项在京落户；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

城、未来科技城三大科技城建设，强化推进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同时，也提出了开展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天津应以此为契机，借势发展，积

极创造软硬条件，加快提高轨道交通便利化水平，深化

改革和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增强城市公共

服务能力。在引智方面，研究制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人才引进开发模式，构筑人才政策的比较优势，采取柔

性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吸纳各类科技创新人才。同时，

重点聚焦几个科技创新园区和基地，吸引国内外科技

创新资源，对其进行重点培育和发展，形成规模化、高

水平的自主创新基地，为自主创新、科技研发、成果转

化等提供持久支撑。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要聚焦

重点领域，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创新和营造良好环

境，推动天津现代服务业发展。

（七）以理念创新为催化剂。用新的理念和思维方

式经营管理城市，要以非首都功能转移为契机，用新的

理念和思维方式规划城市发展。首先，为避免未来大

城市病的发生，天津需要完善提升港口、机场、铁路枢

纽总体规划，考虑形成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多节点打造

“微中心”等中小城市，并与中心城区形成紧密、便捷的

联系。其次，城市发展要预留出绿地空间，严格划定和

执行好生态红线，在城市周边建设绿色生态空间作为

隔离带，控制城区无限蔓延，也为城市建设留下足够的

生态空间。再次，以“互联网 +”助推城市经营管理方

式创新，营造互联网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等行

业准入方式，加速重构生产力布局，强化互联网基础设

施，同时，完善促进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度、

法律和信用体系等，逐步推动商业模式、城市管理、公

共服务等全面实现网络化，形成人人都是城市的管理

者和建设者的浓厚氛围，群策群力共谋城市发展。

（作者简介：1.秦静，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博士后，研

究方向：区域经济；2.周立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

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3.周彩云，天津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增长。）

通过深入调研走访和资料搜集，从非首都功
能疏解的时序、功能疏解的布局、行业类型、产业
链环节构成等方面，剖析总结出非首都功能疏解
的四大特征。研究认为，天津在承接非首都功能
转移中，要以“四严一守”为契机，加强顶层设计，
统一协调各地对接工作，避免无序竞争。要找准
承接点和对接源，建立“一对一”“点对点”“园对
园”的精准对接模式，争取“引入一个大企业，带
出一个产业集群，建成一个示范园”。具体要以
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企业合作为重点，以园区共
建为主线，以政府协作为平台，以协作分工为原
则，以新功能引入为契机，以理念创新为催化剂，
用新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建设天津。

项目

新兴际华集团下属的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诺基亚西门子公司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厂

首钢

京冀通航产业园

中铁、中铝、中船、神华、北车等北京企业

清华大学智能装备研究院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天坛家具

西直河石材市场搬迁

北京现代四工厂

北汽福田汽车

北京城建重工专用车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北京中恒复印材料项目

北京君和相变循环控能产业园

中铁现代、中铁联合、京铁实业、长久物流等物流企业建设园区

唯品会华北物流中心等20余家北京电子商务企业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搬迁

首农集团建设物流仓储加工区、农产品交易中心、冷藏库

石家庄新乐市河北三元工业园

动批搬迁

大红门搬迁

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搬迁

北大医院大兴院区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

同仁医院亦庄院区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秦皇岛医院开工建设

北京市第一医院与第二炮兵总医院全军肝胆胃肠病专科中心建立合作医院

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环渤海生物产业研究院

北京天坛医院和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建立帮扶关系

北京朝阳医院等4家医院与河北燕达国际医院的合作深入推进

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

友谊医院曹妃甸合作医院

北京健邦医院投资设立滨海新区安琪妇产医院

第五中心医院 共建

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园

北京城市学院迁入顺义区

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

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

北京市外事学校等4所职业高中整合为一所职教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

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

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宁河京津合作示范区

保定中关村创新科技园

中关村海淀园河北秦皇岛分院

天津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园

京津冀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示范区

京张合作云计算园区

北京大学科技产业园

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携手成立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等高校联合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

北京今相传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服务机器人”项目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风科技

33个电子商务项目

大唐、华能、华电、国电4家电力集团设立融资租赁总部

中国华融涿州金融中心项目

输入地

河北邯郸武安

北京大兴亦庄

河北廊坊三河

河北唐山曹妃甸

河北廊坊三河

天津滨海新区

河北秦皇岛

天津东丽

河北廊坊大厂

河北廊坊香河、沧州黄骅、保定易县

河北沧州黄骅

河北张家口宣化

河北唐山曹妃甸

河北唐山曹妃甸

河北唐山曹妃甸

河北京唐港、曹妃甸、黄骅港、迁安和张家口

天津武清开发区

河北高碑店

河北张家口、承德

河北石家庄

天津西青、武清，河北石家庄商贸城

河北保定白沟、廊坊永清、石家庄、沧州，天津西青

河北衡水

北京大兴

北京顺义

北京大兴

河北秦皇岛

河北秦皇岛

河北秦皇岛

河北张家口

河北三河

河北保定

河北唐山

天津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河北沧州

北京顺义区

北京大兴

北京房山

北京昌平

北京通州

北京昌平

天津宝坻

天津宁河

河北保定

河北秦皇岛

天津宝坻

河北承德

河北廊坊

河北张家口

河北秦皇岛

三地合作

天津滨海新区

三地合作

临港经济区

临港经济区

河北张家口

天津武清

天津滨海新区

河北涿州

输出地

北京丰台区

北京东城区

北京东城区

北京石景山

北京平谷区

北京

北京海淀区

北京海淀区

北京东城区

北京朝阳区

北京

北京昌平区

北京丰台区

北京通州区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新发地农副批发市场

北京

北京

北京西城区

北京丰台区

北京大兴区

北京海淀区

北京西城区

北京东城区

北京中关村

北京

北京

北京东城区

北京朝阳区

北京西城区

北京西城区

北京大兴区

北京大学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三地合作

北京

三地合作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占八成

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表（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