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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生态保护格局
高吉喜ꎬ邹长新ꎬ田美荣
(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ꎬ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

要: 近些年京津冀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ꎬ倒逼三地在经济、政策、环境等方面建立新的保护机制ꎮ

２０１１ 年国家首次提出“ 划定生态红线” 的生态保护策略ꎬ体现了中国以强制性手段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ꎮ
该文基于生态保护红线提出的历史背景ꎬ阐述了在京津冀地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意义ꎬ以保障国家和区域
生态安全为目标ꎬ明确界定了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重点区域ꎬ提出了促进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落地实施
的保障措施ꎬ为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提供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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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红线是中国近几年推出的一项国家生态保

发展需求和资源侵占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

护战略ꎬ２０１１ 年ꎬ国务院首次提出了 “ 划定生态红

力ꎬ使得京津冀地区生态问题日益突出ꎬ国土生态安

线” 的重要工作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划定生态

全遭受严重威胁ꎮ 具体表现为:水资源严重短缺且

保护红线作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推进生

污染严重ꎬ空气质量整体恶化且极端大气污染事件

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ꎮ ２０１４ 年ꎬ划定生态保

频发ꎬ土地后备资源不足且节约性和集约化利用程

护红线纳入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ꎬ从而上升为国

度有待提高ꎬ建成区“ 摊大饼” 式扩张、城市空间结

家立法高度ꎮ 一般认为ꎬ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

构不尽合理等ꎮ 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倒逼京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津冀三地寻求建立新的生态保护机制ꎮ 为此ꎬ尽快

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ꎬ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严守生态安全底线ꎬ建立京津冀

线ꎮ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永久保护ꎬ是新时期背

一体化生态安全网络ꎬ已经成为当前优化区域国土

景下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ꎬ体现了

空间保护与开发格局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促进京津

以强制性手段强化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ꎮ

冀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关键议题ꎮ

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共同构成中国三
大城市群ꎬ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战
略地位ꎮ 京津冀地区以京津冀地区全国 ２.２５％的土
地创造了全国 １０.５％的 ＧＤＰꎬ而总人口却已超过全
国总人口的 ７％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１

京津冀地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意

义

１.１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优化国土空间ꎬ构筑京津

冀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本骨架

要» 指出ꎬ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ꎬ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ꎮ 目前ꎬ京

空间载体ꎬ国土空间由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

津冀在产业布局、交通运输等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

间构成ꎬ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

战略构想ꎬ但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ꎬ加强生态保

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ꎮ 目前京津冀地区城建

护ꎬ从空间上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用地的无序扩张造成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和破碎

关系ꎬ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的双赢ꎬ已成为当前京津

化ꎬ大型工程设施的建设切断了生物迁徙的廊道ꎬ自

冀协调发展紧迫而现实的问题ꎮ

然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等良好的生物栖息地之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ꎬ过大的

间缺乏有效连接等ꎬ尚未形成有效的生态安全格局ꎮ
此外ꎬ京津冀还划建了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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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地质遗迹等各级各类保护区ꎬ但大多数区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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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标定位过分强调开发赢利ꎬ对于生态保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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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明显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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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ꎬ尽快划定生态红线ꎬ构建京津冀生态安全

区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匹

的区域格局ꎬ对京津冀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生态

配ꎬ区域开发建设活动与生态用地保护的矛盾日益

安全有重要意义ꎮ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可以进

突出ꎬ究其原因是政府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能分散在

一步从空间上明确和界定京津冀生态保护与生态安

各个部门ꎬ采取按生态和资源要素分工的部门管理

全格局的骨架ꎬ制定实施基于生态功能保护的分级

模式ꎬ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生态保护监督管理机

分区控制体系ꎬ为京津冀下一步城镇化、工业化等生

制ꎮ 在京津冀地区划定并严管生态保护红线ꎬ是落

产、生活活动提供约束条件和空间优化据ꎬ促进该区

实主体功能区规划ꎬ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

域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ꎮ

基本前提ꎻ在京津冀地区划定并严管生态保护红线ꎬ

１.２

能够从区域层面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ꎬ将资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破解京津冀环境污染困

局ꎬ从根源上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保障

源开发利用、环境管理、生态保护等众多领域进行有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

机整合ꎬ推动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

境污染问题在当下的京津冀地区集中出现ꎬ由于缺

偿制度ꎬ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ꎻ在京

乏严格的资源环境空间管理措施ꎬ京津冀地区出现

津冀地区划定并严管生态保护红线ꎬ能够协调各主

了城镇建设挤占生态空间、工业园区发展成片、污染

管部门职责与利益ꎬ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

排放监管不严等现象ꎬ引发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

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ꎬ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生态失衡等区域性环境问题ꎮ 点源与面源污染共

复制度ꎬ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ꎮ

存ꎬ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ꎬ水、大气、土壤等不同

２

介质的环境污染相互复合ꎬ产业结构、生态格局与环
境安全交互影响ꎬ导致京津冀呈现出典型的环境复

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一体化

生态网络构建要点

合污染格局ꎮ 追根溯源ꎬ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性和复

根据新« 环境保护法» 规定的“ 国家在重点生态

合性环境污染的产生ꎬ很大程度是本应发挥生态功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

能、改善环境质量的生态空间缺乏有效保护ꎬ被大量

保护红线ꎬ实行严格保护” 的要求ꎬ立足京津冀经济

无序侵占ꎮ 而环境污染又反过来造成生态系统质量

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实际ꎬ京津冀一体化生态保护

和服务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退化ꎮ

红线应重点考虑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宜居城市群生

在此情势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旨在强制性实

态廊道建设、生态产品供给等生态功能ꎬ并在三地各

施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ꎬ加大京津冀生态关键地区

自生态保护地的基础上ꎬ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保护

的保护力度ꎬ促进生态环境修复ꎬ改善生态系统功能

网络体系ꎮ

和环境质量状况ꎮ 同时ꎬ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也为

２.１

环境污染的消减提供了前提ꎬ对于提升环境容量和

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大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区

环境承载能力具有重要作用ꎮ 因此ꎬ划定生态保护

北京市目前可利用水资源严重短缺ꎬ且全市水

红线是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峻趋势的迫切需

资源量逐年减少ꎬ而用水量却逐年增加ꎬ水资源因而

要和有效手段ꎮ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防止进一

成为制约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ꎮ 研究

步无序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ꎬ成为改善京津冀环

表明ꎬ北京市目前水源涵养能力小ꎬ未来再提升空间

境质量的必然前提ꎮ

有限ꎬ而地下水资源已连续多年超量开采ꎮ 因此ꎬ北

１.３

京市境内水资源可挖掘潜力已经非常有限ꎬ仅靠自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全面深化改革ꎬ推进京津

冀生态文明制度落实的重要举措

身无法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ꎬ更不能满足水资源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建立了以法制

日益需求增长ꎮ 依靠南水北调和海水净化来解决北

为核心的系统化制度体系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

京市水资源问题成本高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ꎮ 因

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ꎬ实行最严格

此ꎬ构建环首都大水源涵养区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ꎬ完

是解决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有效捷径ꎬ而且是一项

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ꎬ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ꎮ

非常必须和紧迫的任务ꎮ

京津冀地区多年来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模式使得

据有关研究ꎬ以自然方式直接供给北京市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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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流域可控范围为 ７.６９ 万平方公里ꎬ是北京市自

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等保

身生态涵养区面积的 ４ 倍多ꎬ主要分布在河北及内

护地列为禁止开发区ꎬ禁止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开

蒙、山西部分地区ꎬ并且有较大水源涵养提升空间ꎮ

发ꎬ并实施特殊保护ꎮ 从当前的保护成效来看ꎬ自然

由于涵养区内绝大部分市县比较贫困ꎬ工业欠发达ꎬ

保护区是其中最为严格的保护地ꎬ特别是国家级自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整体较低ꎬ城镇建设用地少ꎬ生态

然保护区ꎬ重点保护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

用地高ꎬ水污染源相对简单ꎬ流域超过 ５０％ 的河段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地ꎬ是生物多

水质好于Ⅲ类水质ꎬ加上土地成本低ꎬ因此改造提升

样性保护的核心地区ꎬ应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ꎮ

难度相对较小ꎮ 科学划定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生态保

其中ꎬ北京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松山和百花山ꎬ天

护红线ꎬ首先要借助主体功能区划实施ꎬ尽快明确环

津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八仙山、古海岸与湿地和

首都大水源涵养区ꎬ开展实地生态调查ꎬ制定环首都

蓟县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ꎬ河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

大水源涵养区方案ꎻ其次ꎬ要强化合作ꎬ可先行选择

区有驼梁、昌黎黄金海岸、柳江盆地地质遗迹、青崖

部分县市ꎬ率先开展友好合作试点示范ꎬ联合建立友

寨、小五台山、泥河湾、大海陀、河北雾灵山、茅荆坝、

好生态示范区ꎬ探讨共建跨界水源涵养区模式ꎻ第

滦河上游、塞罕坝、围场红松洼和衡水湖等ꎮ 上述国

三ꎬ在目前缺乏成熟经验的情况下ꎬ探索建立以水量

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 ３ １７９ 平方公里ꎬ占京津

为度衡的生态补偿机制ꎬ为今后全面、共同推进环首
都大水源涵养区建设提供科学基础ꎮ
２.２

冀地区总面积的 １.４７％ꎮ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ꎬ应基于京津冀城市工

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生态安全屏障红线保护区

业布局、农业生产系统格局、社会经济投产体系以及

京津冀地处华北平原北部ꎬ与内蒙古高原接壤ꎬ

交通道路网等因子ꎬ明确生物多样性人为干扰体系ꎬ

周围分布有大量易发生沙化的生态脆弱区ꎬ一旦沙

将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生态节点ꎬ从保护生物学

化后将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严重不利影响ꎮ

理论出发ꎬ甄别对生物安全具有决定作用的保护地

生态脆弱区是指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较差ꎬ容易受

带ꎬ构建系统连通、布局清晰、保护高效的生态廊道

到外界的干扰发生退化演替ꎬ对环境变化反应相对

体系ꎮ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程度进一步明

敏感ꎬ且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ꎬ自然恢复时间较长

确关键结点和廊道的重要性ꎬ形成包括点、线和面三

的生态区域ꎮ 对于京津冀地区而言ꎬ生态脆弱区也

个层次的京津冀一体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ꎮ 同

具有防护、缓冲、过滤、阻隔等功能ꎬ对于减缓与控制

时ꎬ以生态廊道体系中重要廊道的关键结点建设为

生态灾害ꎬ保障人居环境ꎬ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

基础ꎬ科学引导生态恢复工程的空间定位ꎬ以提高京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完善的生态屏障格局是京津

津冀地区生态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ꎮ

冀地区城市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ꎮ

２.４

在京津冀背部地区ꎬ濒临浑善达克沙地ꎬ是北方

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宜居城市生态红线保护区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

快速推进ꎬ京津冀城市群、首都经济圈等地域空间不

的重点区域ꎮ 该区气候干旱ꎬ多大风天气ꎬ草原退化

断拓展ꎮ 在城市群高速发展的同时ꎬ不可避免地面

严重ꎬ土地沙化敏感性程度高ꎮ 上述区域作为京津

临一系列生态问题ꎬ尤其是城市群内部空间布局不

冀城市群的生态屏障区ꎬ应根据生态脆弱性程度识

合理ꎬ城市分布密集而缺乏生态安全距离ꎬ工业区与

别重点保护区域ꎬ将高度脆弱、易受人为扰动破坏的

居住区混杂ꎬ导致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资源耗用与

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环境污染形成叠加效应ꎮ 在此形势下ꎬ构建京津冀

实行严格保护ꎮ 对于生态脆弱区域ꎬ应严格控制人

城市群生态隔离保护红线体系ꎬ能够有效防止城镇

为干扰与破坏ꎬ对严重退化的区域ꎬ则须采取必要的

间衍生发展形成一体ꎬ避免城市群无序化扩张ꎬ优化

工程措施进行生态修复ꎬ不断改善其生态功能ꎬ维护

城市群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格局ꎬ改善城市群内各

京津冀地区人居环境安全ꎮ

城市的环境质量ꎬ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

２.３

自我调节能力ꎬ提高城市生活宜居性ꎮ

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红线

区

根据京津冀城市分布格局与生态环境特征ꎬ宜
目前ꎬ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自然保护区、世界文

居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应重点考虑以下三类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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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是以高等级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环城市防护

面提出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与方法ꎬ各行

绿化带为脉络ꎬ以较为分散的绿地、水面等生态用地

业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实施ꎮ 各省级层面具

为节点构成的生态保护红线网络ꎬ主要包括:北京市

体负责划定辖区内生态保护红线ꎬ将红线落实到实

通向津冀的 ３０ 余条交通干线绿色通道ꎬ北京平原地

地区块上ꎮ

区森林湿地与天津、廊坊、保定三市交界的森林湿
地、城市外 圈 城 镇 间 生 态 隔 离 带 ( 北 京 与 燕 郊、 香

３.２

制定生态补偿等政策配套政策
京津冀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ꎬ将给三地带

河、廊坊、固安、涿州等) 等ꎻ二是以流域河湖海滨岸

来一体化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同作用利益ꎮ 然

带为依托ꎬ划定一定宽度的河湖海滨岸带生态保护

而ꎬ多年以来ꎬ河北省为了支持北京、天津的发展ꎬ作

红线区ꎬ重点考虑在北京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拒

出了巨大牺牲ꎬ在创造生态财富的同时ꎬ却不得不放

马河等四条重要水系两侧、天津市中部“ 七里海 － 大
黄堡洼” 湿地与南部“ 团泊洼水库 － 北大港水库” 湿

缓了经济发展的步伐ꎮ 然而ꎬ保护优先并不等于牺
牲发展ꎬ特别是在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保护

地以及沿渤海岸滨岸带区域ꎬ河北省秦皇岛、唐山、

红线战略大蓝图下ꎬ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京津冀之

沧州的沿黄海、渤海湾区域划定滨岸带生态保护红

间的生态补偿制度ꎮ 生态补偿既是对生态红线区保

线ꎻ三是在城市内部和城郊选择大型城市绿地划入

护环境的补偿ꎬ也是对生态红线区失去发展机会的

生态保护红线区ꎬ具体包括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等组

补偿ꎮ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团型区域ꎬ既保证公园用地的不可侵占性ꎬ同时也能

的决定» 中也提出了“ 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ꎬ

有利于保持相对稳定的居住格局ꎬ改善局地气候和

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ꎬ推动地区

空气环境质量ꎮ

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ꎮ” 因此ꎬ在国家现行生态

此外ꎬ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内

补偿的基础上ꎬ应探索建立京津对河北生态建设和

蒙、山西对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生态安全网络具有重

保护稳定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ꎮ 具体而言ꎬ可以尝

要作用ꎬ是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因此ꎬ在划定京津冀生

试建立多维补偿机制ꎬ从法律制度、流域管理体制、

态保护红线体系中ꎬ应同时兼顾内蒙和山西相关区

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建设和优化生态补偿制

域ꎬ以形成完整的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ꎮ

度ꎬ从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等方面有机结

３

合建立多维长效的补偿方式ꎬ并以此设立区域生态

促进京津冀生态保护红线落地的保障措

施

３.１

补偿专项基金ꎮ 京津冀三地政府间也可建立生态工
作平台ꎬ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补偿试点ꎬ共同研究

建立协调统一的工作机制

具体的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

要加强京津冀地区的顶层设计工作ꎬ借助京津

式ꎮ

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的有利时机统筹考虑整个区域

３.３

的生态保护工作ꎮ 为保障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考核办法
京津冀区域为实施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制

划定及管理工作的有效推进ꎬ统筹区域和地方的关

度ꎬ还须尽快研究制定与红线划定和管理相匹配的

系ꎬ协调各相关部门的要求ꎬ可建立跨部门的京津冀

配套政策ꎬ如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办

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领导小组和工作组ꎬ按照工

法等ꎮ

作职能和管理权限ꎬ以条块结合的方式ꎬ将各生态红

管理办法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责任主

线区域的保护和建设职能分解到各部门ꎬ充分发挥

体ꎬ理清部门职责与分工ꎻ提出红线保护总体要求ꎬ

各部门的主观能动性ꎬ定期召开联席会议ꎬ共同推进

以及不同类型红线的具体管控要求和禁止行为ꎻ明

生态红线划定与管理工作ꎮ 各级政府应积极配合划

确红线区内生态资源用途管控、用量管控、用地管控

定工作组开展工作ꎬ协调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关

等方面的具体政策ꎻ明确违法行为的具体界定和处

系ꎬ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顺利实施ꎮ

罚标准ꎮ 绩效考核应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心ꎬ

红线划定可采用“ 自上而下” 与“ 自下而上” 相

设计绩效考核的目标与指标ꎬ以及具体的考核内容

结合的工作方式ꎬ既体现生态保护红线的科学性ꎬ又

与考核标准ꎬ建立符合京津冀跨区域的评估考核系

切合地方实际ꎬ避免矛盾冲突ꎮ 京津冀地区区域层

统ꎬ完善相关政府绩效考核体系ꎬ促进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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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区域的长效管理ꎮ

色ꎬ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ꎬ建设宜居生态城市为目

３.４

建立天地一体的监管体系

标ꎬ从生态功能保护重要性出发ꎬ按生态要素进行落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重在监管ꎮ 京津冀地区在

地ꎮ 同时ꎬ要坚持陆海统筹保护ꎬ将陆地生态保护红

组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的同时ꎬ尽快建立完善

线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推进ꎬ形成一体化保护

与之监管相配套的技术体系ꎮ 整合现有各类生态监

格局ꎮ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同时应尽快建立起严格

测技术手段与方法ꎬ建立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

有效的管控措施ꎬ真正实现边界落地和政策落地ꎮ

天地一体化监管平台ꎻ建立跨部门的监测预警网络ꎬ
及时掌握 红 线 区 内 相 关 变 化 情 况ꎻ 建 立 业 务 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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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
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ａｆｅ￣
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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