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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对北京的影响及北京的应对之策
洪世键，彭

澎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３４）

摘要：自成立以来，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崛起，势必会对邻近的首都北京产生重大影响。该文在分析滨海新区
发展对北京各个层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北京面对滨海新区发展所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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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立以来，天津滨海新区飞速发展，逐渐成

段特点，第二产业比重很大，而第三、第一产业的比

为京津冀乃至全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滨海新区

重相对较小。如图１所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滨

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对北京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

海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响。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要在理性看待滨海新区

第三产业比重相差不大，而第二产业比重大大高于

发展对其造成的影响，并且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

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相比，二者第一产业比重都很

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区域

小，但滨海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要远远高于北京，而

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北京的差距很大。

１

滨海新区发展对北京的影响
滨海新区与北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毗邻，

但是，二者在经济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滨海
新区的开发，势必会对北京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
１，１

对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图１

滨海新区与全国和北京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按照发展定位，滨海新区要建设成为我国北方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

滨海新区与北京存在良好的互补关系。滨海新区在

化基地，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第二产业方面优势明显，而第三产业的基础相对薄

从１９９４年成立以来，滨海新区的发展轨迹也很好地

弱；北京虽然第二、第三产业的基础都比较好，但第

体现了这一思想，滨海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主要是

三产业的发展优势更大。

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不断扩张带动。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未来北京要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成立之初到现在，滨海新区的

“大力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培育低消耗、低

一直保持着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所占比

投入、高产业关联度和高附加值的行业，重点发展现

重很大，一直稳定在６５％一７０％之间，第三产业比

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因此，对

重相对较小，基本上在３０％左右徘徊，而第一产业

于北京而言，滨海新区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

比重很小，一直都没有超过２％，２００４年更是降低到

的不断发展壮大，实际上是为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

０．６４％的历史最低点。

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一方面，随着滨海新区第二产

滨海新区的这种产业结构带有浓厚的工业化阶

业实力不断增强，北京可以通过加强与滨海新区的

交流合作，来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ｌ—ｌｌ

展水平。此外，北京可以将与未来城市定位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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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广告、会计、法律等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滨海新区在第三
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因此，北京可以凭借在资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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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为滨海新区提供高

因此，对于北京来说，滨海新区的发展，特别是

质量的金融、咨询、广告、法律等服务，从而实现两地

工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对北京的工业发展带来了极

的良性循环与共同发展。

大的挑战和压力。北京提出未来要“大力支持发展

１．２对北京工业发展的影响

电子信息、光机电、生物医药、汽车制造、新材料等高

在滨海新区的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的迅速壮
大是地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在２００４年，滨海新区实现生产总值１

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实际上这些也是滨海
新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

２５０．１８

随着滨海新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北京所面临的来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０２亿元，

自滨海新区工业发展的压力也将不断加大。从区位

增长６．Ｏ％；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７２．８０％，增长

商的角度来看，北京和滨海新区也存在一定的竞争
关系。

２２．２％；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６９．３６亿元，增长
１５．２％。从中可以看出，滨海新区第二产业不仅自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北

身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而且对地区经济发展的

京和滨海新区在工业发展方向上还是存在互补的关

带动作用也极其显著，２００４年第二产业对滨海新区

系。北京在作为中国智力和科技资源最为集中的城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７１．７％，这比２００３年还提

市，在产品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优

高了１．７个百分点。与北京相比，虽然滨海新区在

势；而滨海新区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土地资源，

工业的绝对量要逊色于北京，但是，滨海新区的工业

对资金密集的重化工和加工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大的

结构相对于北京来说更为齐全，尤其是滨海新区的

吸引力。由此可见两地在工业发展上具有各自的优

支柱行业特别突出，２００４年滨海新区的电子设备制

势和特点，还是具有进行良性分工与协作的基础。
１．３对北京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造业比重特别大，占了当年工业产值的４１．３３％。
如果我们用区位商指标来衡量两地工业行业的

与北京相比，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软件、金融

专业化程度，那么可以发现滨海新区和北京的工业

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是滨海新区发展的软肋，这也为

中的专业化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雷同问题。２００４

北京参与滨海新区的开发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
机。

年，北京和滨海新区工业各行业的区位商中，排名第
一的行业都是电子设备制造业，区位商分别为２．９９

２００４年，北京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２ ５６７．５５亿

和５．３５。相对而言，滨海新区该行业的专业化程度

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０％；而滨海新区第三产业

和规模都要高于北京。除此之外，北京和滨海新区

生产总值仅为３６９．３６亿元，仅为北京的１４．４％，占

石化工业的区位商也很高，分别为２．３０和３．０６，滨

地区生产总值的２９．５％。由此可见，滨海新区第三

海新区在这一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也高于北京。就行

产业的总体实力要远远落后于北京。从第三产业的

业的集中化程度而言，滨海新区和北京存在较为严

内部构成来看，在北京的金融业、信息计算机服务和

重的同构问题。２００４年，滨海新区工业行业中所占

软件业的比重为３５％，而滨海新区这两个行业所占

比重的前六名分别电子设备制造（４１．３３％）、石油

的比重仅为９％。以金融业为例，２００４年北京金融

天然气开采（９．６％）、化学工业（８．０４％）、石化工业
（７．４８％）、交通运输设备制造（７．１０％）和黑色金属

业的营业额为５９８．５７亿元，占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

加工业（４．８２％），而北京分别为电子设备制造

元，仅为北京的５。４％，占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

（２３．１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１４．５６％）、黑色金
属加工业（９．７６％）、化学工业（７．７１％）、石化工业

值的８．８％。按照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和一般规律，

（５．６３％）和电气机械制造业（３．７５％）。在两地的

用将越来越重要，所占的份额也将随之提高。但是，

２３．３％，而滨海新区金融业的营业额仅为３２．５亿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比重最大的前６种工业行业中，有５种是重复的。

纵观滨海新区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成立到

如果我们用区位商大于２且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现在的１０余年时问里，滨海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

５％作为衡量地区主导产业的标准的话，那么北京和
滨海新区均有３个主导产业，分别为电子设备制造

济中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３０％左右，甚至是２００４
年的比重还略低于１９９４年。滨海新区的这种工业

业、石化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设备制造

一枝独秀、服务业相对滞后的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够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化工业。两地３个主导

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滨海新区处在天津和北

产业，有两个是重复的，而且北京另一个主导产业即

京这两个城市的支持。因此，加强北京和滨海新区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滨海新区的区位商和比重都

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

较高。这也再次说明北京和滨海新区在工业行业结

业的交流与合作，符合北京和滨海新区双方的利益。

构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雷同问题。

未来北京要进一步发挥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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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滨海新区的合作领域，改进合作方式，寻求双赢

科技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

％

Ｉ．４９

１．０２

科技项目数

项

１ ７３９

６２８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亿元

３１．４３

１４．３８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亿元

专利申请数

件

比重

的共同发展道路。
不过，与北京相比，滨海新区第三产业中的一些
行业也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如滨海新区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势头较好，在产值上与北京相
差无几，但在滨海新区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很大，达
到将近三分之一。特别是滨海新区凭借优越港口条

１４．１

件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极力打
造环渤海乃至东北亚的物流中心。如今，滨海新区

１８ ４０２

２３２

的物流业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和实力：目前，世界前

数据来源：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０４）和《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０５）相关

一百家大的物流公司大概有７０家已经在滨海新区

资料整理。

落户，从事物流业；天津港、天津机场等从事第三方
区域乃至全国；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８日，天津港完成

由于境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少，因此滨海新
区的研发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特别是大

货物吞吐量突破２亿吨，集装箱突破４００万标准箱，

中型企业。相对于工业实力而言，滨海新区在研发

双双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天津港吞吐量的７０％

物流的大企业，已经将腹地范围延伸至整个环渤海

以上来自我国中西部腹地，内地进出口总值占到天

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较少，生产的科技含量也较
低。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４年滨海新区大中型企业科技

津口岸进出口总值的５０％以上。而且，滨海新区是

活动的各项指标都要低于北京，尤其是申请专利数

北京对外特别是国际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窗口，北

这一指标的差距更为明显，北京竟然将近是滨海新

京约有３０％的出口货物要通过天津港运往世界各

区的８０倍。此外，滨海新区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占

地。因此，对于北京而言，滨海新区物流业的不断发

全部企业的比重这一指标也大大低于北京，这也说
明滨海新区企业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

展壮大，也有利于提高北京对外特别是国际贸易往

虽然滨海新区自身的科技实力不强，但是企业

来的能力。
１．４对北京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北京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最为集中的城市，

的技术引进和改造的需求很大，２００４年用于技术引
进和改造的经费分别为１４．３８和１４．１亿元，这也为

一直以来都是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和研发中
心。滨海新区的发展主要是靠制造业的规模扩张拉

北京和滨海新区的科技合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不

动的，未来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和技术升级的需要量

展并不理想。在２００４年，北京流向天津的技术成果

很大，因此滨海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可以加快北京

为７９１项，成交金额７亿元，只占北京成果输出总成

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技成果传播和转化为生产力的

交额的１．６５％，这甚至是低于北京与山西、河北等

过程，有利于巩固北京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心的地

相对落后省份技术输出成交金额。北京输往天津的

位。

技术成果尚且如此，北京与滨海新区的科技合作那
就更少了。从这意义上说，未来北京参与滨海新区

裹１

２００４年北京和滨海新区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比较
项目

单位

北京

滨海新区

有科技机构的企业

个

１１０

５０

％

２９．２０

５．１３

科技活动人员

人

３３ ８００

１０ ２０３

科技经费筹集额

亿元

６９．７４

３１．３３

有科技机构的企业占全部企业
的比重

过到目前为止，北京和滨海新区之间的科技合作发

的开发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发挥北京科
技资源和成果丰富优势，加强与滨海新区的科技合
作，用先进的技术成果提升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和
企业科技水平，同时也加快北京科技成果转换的进
程，促进北京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１．５对北京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作为北京与国外交往的东大门，滨海新区特别
是天津港的发展，对北京国际贸易和交往的意义重
大。
在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方面，滨海新区的发展
对北京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积极与消极共存。

科技经费支出额

亿元

６４．２

３０．５５

积极方面主要是指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特别
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天津港实力的不断增强，
北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将更加顺畅，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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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北京对外交往与贸易的能力。天津港是我国最大
的人工港，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海港，是北京进出口
商品和货物的重要集散地。目前，天津港拥有各类

１１５

２北京面对滨海新区加速开发之势应采取
的发展对策

泊位１４０余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５２个，吞
吐能力强大，已成为我国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良港，

２．１利用城市空间格局调整，加快提升产业结构、

并跻身世界港口前列。２００４年，货物吞吐量为２．０６

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未来大北

优化产业布局的步伐

亿吨，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４．５３倍；集装箱吞吐量为３８１．

京重点发展的是“东部发展带”，北起怀柔、密云，重

６万标箱，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６．９５倍。在进出天津港

点发展顺义、通州、亦庄。东南则指向廊坊、天津，与

的货物中，有很大比重是来自货运往北京的货物。
２００４年北京经天津港出港的货物总量为９８９．６万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这一思想在《北

吨，其中国内货物总量２３６．９万吨，国际货物总量
７５２．７万吨；经天津港运往北京的货物总量为９９６．８

这意味着未来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将有重大调整，产

万吨，其中国内货物总量为７６．９万吨，国际货物总

住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有利契机，加快提升产业结

量为９１９．９万吨。据统计，北京每年大约有将近

构、优化产业布局的步伐，推动北京经济转型，实现

３０％的出口总值通过天津港运往世界各地。由此可

可持续发展。未来北京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布

见，天津港对于北京对外交往特别是国际贸易意义
重大。滨海新区特别是天津港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局，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明确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与

将会使北京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的道路更加通畅，

定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

从而提高北京的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能力。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未来北京经济发展要首都的职

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中得到认同和体现。
业布局与发展将向东部和东南方向转移。北京要抓

消极方面主要是指在滨海新区的发展过程中，

能和定位相协调。因此，未来北京产业结构调整要

难免会占领部分原属于北京企业的国际市场，从而

注重发挥科技优势和信息化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

增加北京企业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难度。在滨海

动作用，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形

新区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经济外向度和开拓国

成符合首都功能要求的高效集约而又可持续型的产

际市场，成为滨海新区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

业结构。

素。以出口总额为例，如图２所示，从１９９４年到

第二，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转移，促进工业结

２００４年，滨海新区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明显要高于

构优化升级。未来北京工业的发展，要继续坚持有

北京。１９９４年，滨海新区出口总额仅为５．９亿美

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特别是

元，还不到北京当年１９．６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在而
后的几年时问里，滨海新区的出口总额逐渐迫近北

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适当向周边区域转移部分与首
都职能定位不相符的重化工业，通过不断的更新改

京，并且终于在２００１年超过了北京。在而后的三年

造和新陈代谢来保持北京未来工业发展的生机与活

时间里，滨海新区领先的优势逐年扩大。到了２００４

力。

年，滨海新区的出口总额比北京多了３０多亿美元。

第三，要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建设具有特

虽然滨海新区和北京在出口总额上并不存在直接的

色和竞争力的产业基地和科技园区。在市场经济体

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作为距离很近且工业结构又

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把一些相关产业紧密联系在

存在较大相似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在外贸出

一起，推动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在空间上

口上的竞争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形成了具有不同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不同区域的集
中。北京未来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也要走集群式
发展的道路，抓紧建设软件、微电子、电子通讯、计算
机及网络、纳米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芯片及新
医药、燃料电池、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
十个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通过产业聚集培育产业的
竞争优势。
２．２发挥创新优势，全面推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导的科技型经济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是推动北京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

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北京和滨海新区出口总额比较
（单位：亿美元）

强大动力，也是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未
来北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搞好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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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在全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

地”模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产业，推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型经济的
发展。

和基地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能够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要加快新技术和

为总部和基地所在区域带来税收贡献、产业乘数、消

成果转化过程并形成产业规模，从而取得相应产业

费带动、劳动就业等效应，从而带动总部和基地所在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能够给总部

和产品开发和发展的先发优势。北京要紧紧把握智

区域的协调共同发展。因此，总部经济一加工基地

力资源优势，打破传统的部门、行业和条块分割，协

发展模式将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关系、推进区域经济

调产、学、研三者关系，建立健全以创新为目标的交
流渗透和协同互动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也要制定

合作的重要方式。就目前环渤海区域各城市和地区

与收益分配，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员创业和创新的

发展状况而言，北京和滨海新区建立“总部一加工
基地”链条关系的条件最为成熟。北京科技实力强
大，信息资源丰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市场

积极性，创造从事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良好环境。

前景广阔，成为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理想所在地。

同时也要搞好新技术和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加强无

而滨海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港口条件以及丰富的土

形资产评估、项目策划、成果鉴定、咨询等中介机构

地和劳动力资源，已经吸引了摩托罗拉、三星、三菱

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交易机构的内部运作机制，加

化学、约翰迪尔、丰通铝合金等１００余个《财富）５００

快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新技术和产品的产业

强企业相继在此投资建厂，成为从事制造业生产的

化步伐。

理想基地。由此可见，北京和滨海新区之间存在很

完善的产权保护和收益分配制度，鼓励技术要素参

其次，要选准重点行业和领域，突破关键技术，

强的优势互补关系，是理想的“总部一加工基地”发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工业发展上，北京面临着

展模式的试验场。未来北京和滨海新区的关系，要

滨海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在个别行业，如电子信息

运用总部经济理念，打造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北京

产品制造业滨海新区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实际
上，一个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不是说在这个

要利用科技、信息等优势资源吸引高端的产业和服

产业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具有优势，而是将优势集

建设，有选择地发展制造业，放弃一般制造业；滨海

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环节上。北京和滨海新区相

新区等周边区域要做好加工制造，形成强大的加工

比，在某些重点行业如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北京在产

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带，以中关村和滨海新区为整个

业规模等方面存在劣势。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从产

产业带的两端，打造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
基地。

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滨海新区的优势主要是集中
于那些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产品
上，而北京在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第一阶段也就是创

务业，以中关村为龙头，带动环渤海区域的创新基地

２．４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快速融入环渤海地区
一体化进程

新阶段的产品上具有滨海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因

回顾过去的一二十年，环渤海地区的区域经济

此，未来北京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技资源，选准重点

合作并没有引起相关联地区省市政府的关注和重

领域和突破口，集中力量进行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

视，再加上该地区“诸侯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因此

利用科技实力赢得与滨海新区的竞争优势。

环渤海地区在全国的区域经济中并不引人注目。不

最后，要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为

过在最近几年，随着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活动的蓬

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高

勃兴起，这里已经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

新技术产业兼有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征，发展

济发展的热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

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具有

但是，北京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首位城市，并没有发

较大的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仅仅依靠

挥出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北京要迅速地融入环渤

提供金融、财税、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海经济圈、融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就必须要关注

２．３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协调区域经济关系

以下几点：第一，要处理好与天津（特别是滨海新

北京建设现代国际城市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

区）的经济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个经济区存在

自身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

两个甚至多个经济增长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关键

高，而且也需要有强大腹地经济的支持，需要带动周

在于这些增长极之间应该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北

边区域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而北京要成为周边区域

京应找准自身的定位，将一些不适宜于国际大都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一个重要的方向就

发展的重工业（尤其是容易对环境造成压力的重化

是运用总部经济理念，打造合理的“总部一加工基

工业）转移到周边地区，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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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天津市统计局（内部资料）．

务密集型的产业，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技、人才和服务

业上的优势，与滨海新区以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为
主的产业结构形成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第二，北
京应不断增强对外辐射能力，充分利用自身高校和
科研机构林立的特点，积极开展短期性区域内的培
训活动，使得自身的教育资源能为整个区域服务；同
时实现科研成果的就地转化，提高地区经济的技术

［２］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０５．中国年鉴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３］

杨开忠、李国平等著．持续首都：北京新世纪发展战略

［４］

陆大道著．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Ｍ］．北京科学出

［Ｍ］．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社，１９８８年．
［５］

天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天津

含量。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北京作为历史和文化名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内部

城所拥有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旅游资源的
整合和共同旅游市场的开发，带动环渤海地区旅游

资料）．
戴学珍著．京津空间相互作用与一体化研究．［Ｍ］．中

［６］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事业的发展。另外，北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全国政治中心和首都的优势，积极推动环渤海地区

经济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为实现环渤海地区的共
赢发展做出努力。第三，北京应积极投身于京津冀
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活动之中，加

［７］

李国平等著．首都圈结构、分工与营建战略．［Ｍ］．中
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８］

沈东海等著．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京津冀．［Ｍ］．经
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９］

丁向阳主编．２００４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

强与周边省市的联系，扩大自身在环渤海地区的影
响力，可以充分利用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契机，加

强在区域经济整合方面的努力，使得环渤海地区的
省市都能借着北京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来推动自身
经济的发展和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突现和强化北
京创新辐射中心、市场辐射中心、管理控制中心和知

告．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１０］

［１１］“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北京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课题成果，２００５年４月．

［１２］“评估现代国际城市——指标体系及其应用”，中国
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课题成果，２００５

识经济发展中心的核心战略地位和作用。

年７月．
［１３］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ｈＲｐ：／／Ⅵａｖｗ．ｂｊｇｈ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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