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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國，中國看北京。在中國崛起騰飛的過程中，作為首都的北京義不容辭要承擔起世界看中國，中國看北京。在中國崛起騰飛的過程中，作為首都的北京義不容辭要承擔起 「「首善之區首善之區」」 的帶動的帶動
引領作用。自引領作用。自20022002年開始，十年來，北京締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奇，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中華民族百年奧運年開始，十年來，北京締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奇，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中華民族百年奧運
夢圓；慶祝新中國成立夢圓；慶祝新中國成立6060周年、紀念改革開放周年、紀念改革開放3030周年、紀念中共建黨周年、紀念中共建黨9090周年，每一次的隆重紀念都是一次對民族周年，每一次的隆重紀念都是一次對民族
未來許下的莊重誓言。十年來，北京突破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戰勝非典疫情，度過國際金融危機，在推動首都科未來許下的莊重誓言。十年來，北京突破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戰勝非典疫情，度過國際金融危機，在推動首都科
學發展的過程中，不斷開拓進取，勇攀高峰，譜寫了北京歷史上增長速度最快、發展質量最高、人民福祉提升最大學發展的過程中，不斷開拓進取，勇攀高峰，譜寫了北京歷史上增長速度最快、發展質量最高、人民福祉提升最大
的十年，寫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的十年，寫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 本報記者：馬浩亮本報記者：馬浩亮

從2001年申奧成功，到2008年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取得了巨大成功，中
國代表團的歷史最佳成績，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北京市
領導日以繼夜，宵衣旰食，統籌賽事服務、安保、外事、新聞宣傳、食品安全、交通運
輸、火炬傳遞等各個環節。奧運會之後，各賽事場館得到了充分利用，鳥巢、水立方等
地各種商業活動、公益活動不斷；奧運文明精神得到傳揚繼承。

這十年，是北京城市風貌發生巨大變化的十年。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正

式邁入 「大六環」時代，軌道交通通車里程由2條線路形成了縱橫交織的便捷網絡。建成
5 個新城濱河森林公園、10 個郊野公園、10 個城市休閒公園，新增造林綠化面積 25 萬
畝，空氣質量實現了連續 13 年持續改善，正在朝 「碧水藍天」的生態宜居城市闊步邁
進。尤其值得肯定的是， 「保護老北京」被列為建設新北京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現和諧
共存。十年間，北京投入巨資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系統規劃實施 「一軸一線」保護
整治，推進中軸線、大運河申遺工作，改造一新的新前門大街成為北京市新的文化名

片。此外，一大批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佔據的文物建築中騰退出來，還歷史本來面
目。

這十年，是北京經濟發展速度最快、質量最高的十年。響應中央的宏調決策，北京
主動轉型，深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金融中心城市功能進一步增強，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科技服務帶動作用更加突出。文
化產業異軍突起，去年文化創意產業總收入超過 9000 億元，第三產業比重已經達到
75.7%。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水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全面
下降。為了首都的生態環保，曾譽為北京頭號國企的首鋼生產廠區主動搬離北京。中國
社科院的一份報告指出，北京的發展質量在全國各省市中位居第一。北京真正成為了實
踐科學發展的首善之區。

這十年，也是北京民生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年。十年來，在國內外複雜經濟大環境影
響下，北京始終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
益問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分類開展公立醫院改革及醫保付費制度改革試點，重
點改革任務順利完成；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不斷加強，僅去年一年內就兩次提高標準，
最低工資提高20.8%，農村低保最低標準提高61.9%；面對物價高位、城市承載量不斷增
大等各種壓力，北京一直維持 「公交四毛錢、地鐵兩塊錢」的廉價公共交通服務，越

來越多的公園、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向市民免費開放，真正讓市民分享改革發展的
成果，提升生活福祉。

十年來，北京展示出一個成長中的國際化大都市所擁有的開闊胸襟與包容氣度。
「我家大門常打開，開放懷抱等你……」正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最為流行的《北京

歡迎你》所唱，北京向所有人敞開懷抱。儘管人口劇增加劇了公共服務資源的緊張，城
市的承載能力經受巨大的考驗，但北京的管理者們仍然想方設法給予這些 「外地人」以
市民待遇。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明確表示，要將外來務工人員當新市民，確保其享受到基
本公共服務，並力解決其社會保險問題。北京先後投入上百億元，為53萬多來京務工
人員提供了技能培訓，解決7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解決42.9萬來京務工群眾隨遷子女就
讀問題。外來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工傷保險人數也不斷攀升，他們將首都當成了第二
故鄉。

十年來，北京的發展，實現了量的提升和質的飛躍，踐行了 「愛國、創新、包容、
厚德」的北京精神，探索出了一條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道路，為北京今後建設中國世
界城市，奠定了堅實基礎，留下了寶貴財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未來的北京必將更
加根深蒂固，枝繁葉茂！

儘管北京奧運會已經過去四年，但奧運對於北京的影響卻
一直都在。北京在向世界上交精彩答卷的同時，也留下了寶貴
的奧運遺產。

「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國，中國也更多地了解世界。」在
08年奧運會閉幕式時，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道出了北京奧運會
最重要的遺產。經過了奧運的歷練，北京以更加自信、開放、
包容的身影綻放在世界面前。08年的奧運會，北京承諾：境外
的媒體採訪 「零拒絕」。四年已過，北京不僅有了一支整齊的
新聞發言人隊伍，也形成了巧妙而有效的媒體溝通機制，對於
媒體不再倡 「管理」而是重 「服務」。正如北京市副市長魯煒
對各國記者所說：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見解，但
我們有共同的職業道德，我們要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大家的溝
通和聯繫，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增進友誼。」這
種包容與自信是奧運留給北京的 「精神遺產」。

久住北京的人都有這番感受，北京的天越來越藍了。北京
奧運會履行並且超過了在環保方面的承諾，包括從減少空氣污
染到改善公共交通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等方面。更令筆者欣喜
的是，奧運會帶來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垃圾分類、種植
碳中和林、少開一天車等京城百姓自發的環保行動越來越普
及，節約用水用電，公共場所禁煙，環保理念已經逐漸深入到
每個市民的內心。這是奧運為北京留下的 「綠色遺產」。

幾年前，初到北京時，上公交車一般是被人群擠進車廂
的，你敢瞪眼，一頓京罵就開始招呼你，大街小巷都能聽到滿
口京腔到處嚷嚷……種種不文明的現象一度讓很多人擔心。奧
運會一到，北京市精神文明辦即發出對北京市民 12 個 「小毛
病」的宣戰聲明─隨地吐痰、排隊加塞兒、過馬路心太切、
「京罵」、缺乏微笑、路標不指路等等，越來越多的 「小毛

病」被北京人所正視，被改變。現在的北京，自覺排隊隨處可
見；北京大街小巷、公共場合到處都是志願者。越來越多的老
外在提起北京人時，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們 「友好」、 「熱
情」。這是奧運為北京留下的 「人文遺產」。

奧運場館再利用歷來是世界性難題。今年7月27日晚，首
屆聖殿杯英超足球挑戰賽在 「鳥巢」開賽，這只是奧運會後
「鳥巢」舉辦國際體育賽事的一個縮影。 「鳥巢」已經成為

1972年以來第一個在奧運會結束當年便實現盈利的奧運場館。
把奧運場館變身文藝演出舞台， 「水立方」在國內可謂首創。
數據顯示，2011年水立方的經營收支基本平衡，其中與旅遊相
關的收入大約佔總收入的三成左右，而商業演出、發布會、演
唱會等也是水立方很重要的經營收入來源。後奧運時代，奧運
遺產也迎來了華麗轉身。

奧運選擇了北京，奧運也改變了北京。
（本報記者李銳）

▲奧運會期間，北京總工會組織的文明職工啦啦隊

2010年12月21日，首鋼石景山廠區最後一座生產中的高爐全
面熄火，這座雄踞京西的十里鋼城再無濃煙滾滾。這座多年來被
傾注了太多感情和註釋的首都標誌性企業轉身離開，帶走了北京
昔日的經濟支柱，也為北京帶來了 GDP 質量全國第一的結構效
益。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北京對發展的定位恰恰符
合 「質量好的GDP」的整體要求。近年來，北京也確實是這樣做
的─汽車搖號、樓市限購、首鋼搬遷，北京先是砍掉了為自己
帶來高速增長卻也消耗資源、不可持續的三大經濟支柱，因此北
京的GDP增速一度降至全國倒數第一。同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
業、文化創意產業、高端製造業、旅遊業，追求綠色GDP。鼓勵
服務業引導製造業、入駐19個有關政府部門提供配套服務以全力
打造中關村科研創新示範區、變旅遊局為旅遊委以統籌協調建設
國際旅遊城市……上述努力正是北京 「調結構、轉方式」的最佳
例證。去年，由中科院完成的《中國科學發展報告2011》首次對
GDP質量進行排名，高居榜首的北京，經濟發展質量再次得到肯
定。

「汽車銷售等高能耗產業的份額在下降，服務業的發展速度
在上升，北京的GDP結構有了很大調整，不再依靠高能耗和簡單
投資來取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何振一評價。與首
鋼石景山主廠區停產相呼應，橫貫天安門和中南海的長安街西延
6.4公里，穿越原首鋼廠區到達門頭溝，門頭溝區的發展與京西的
樓市因此激活。遷一點而活全身，或許正是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
義。 （本報記者隋曉姣）

身為六朝古都的北京，融合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於一身，奧運會後，
這座城市更為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新訴求─世界城市。按照國家實現代化建
設戰略目標的總體部署，2050年北京要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進入世界城市行列。

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徵表現為國際金融中心、決策控制中心、國際活動聚
集地、信息發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目前有近20萬名外國人居住在
北京，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員融入了京城生活，他們中90%都接受過大學本科
及以上教育，有一半從事租賃或商業服務、製造業、計算機服務及軟件產
業。來京五年的 DEE 就是其中的一員，談及北京這些年的變化他深有體
會。

在北京擁有更多的機會
28歲的DEE在北京望京電子城工作三年了，當年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

交換生來到北大，多年的學習生活讓他被北京的傳統文化所感染，但最終讓
他選擇留下的原因是北京擁有更大的發展平台，更有利於他的個人發展。

「我的天，好大的城市！這是我剛來北京時最大的感受，我一直生活在
美國的小縣城，本想留學後就回去了，沒想到這裡到處是機會。」DEE 坦
言，美國未來什麼樣已經定下來了，但北京作為發展迅猛的中國首都卻蘊含
巨大的潛能。

據了解，目前全球500強企業已有41家在北京設立總部，北京總部經濟
發展規模位居全國前列，並在空間上已初步形成了商務中心區CBD、金融
街、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 「三大」，望京電子城功能區、北京經濟技術開
發區、順義臨空經濟區、東二環交通商務區、豐台總部基地 「五小」總部聚
集區。

北京變化太大了
「北京變化太大了，雖然我每天都住在這裡，它彷彿每天都在變樣。」

DEE告訴記者，幾年前他在北大上學時，四環路還沒修好，從海淀區到建國
門要用很長的時間。現在不同了，街道不斷拓寬，綠化帶持續增加，公司所
在區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地鐵更是四通八達。

DEE認為北京的交通越來越以人為本，雖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
總體已有了很大進步。 「尤其在道路標識方面，北京與美國的高速路、城市
道路標識的清晰程度及管理的科學水平已十分接近了。」

DEE對記者說，北京具備國際大都市的基礎和條件，作為歷史文化古都
及全國文化中心有資源上的優勢。此外，2009年北京實現人均GDP首破1
萬美元，這不但說明了北京處於中等富裕城市行列，也意味北京跨入了世
界城市的門檻。 「我相信，北京在打造世界城市的路上會走得越來越好！」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

在不久前舉行的首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
稱京交會）上，來自世界5大洲82個國家的2萬餘名參展商各出
奇招，紛紛利用寶貴契機進行推介。其中，以 「展翅迎風」為設
計主題的香港展區無疑最奪人眼球，在一支巨大白色翅膀的掩映
下，無數隻白鴿振翅飛翔，香港在金融、物流、環保、科技等領
域的專業服務和獨特產品一一呈現，同時意味京、港兩地的交流
合作如虎添翼。

根據北京市商委公布的數據，2011年，北京市實際利用外商
直接投資額為70.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0.9%，其中，香港在京
企業數量達4650戶，約佔外商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高居赴京投
資國家和地區之首，香港已經名副其實成為北京最重要的國際合
作夥伴。

香港回歸以來，京港兩地在 「優勢互補，共創繁榮」的大前
提下，已輪流舉辦了十五屆京港洽談會，涉及高科技、工業、市
政基礎設施、商業、物流、旅遊等多個領域。CEPA實施十年來
更是成績斐然，僅以服務貿易為例，香港 47 個領域已享受到了
CEPA300餘項優惠措施，促使香港服務業掀起新一輪對內地投資
潮。據統計，香港服務輸出總量從2003年的3,624億港元急升至
2011年的9,405億港元，年均實質增長9.9%，是同期GDP升幅的
兩倍，香港服務貿易乘CEPA之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京交會上，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表示，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服務業有巨大的提升空間，而國家對於現代
服務業的規劃與重視，將為香港服務業北上發展提供寶貴契機。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則將香港比作內地打進世界服務
貿易市場的跳板，他認為，香港完善的法律體系、自由的貿易制
度、流通的資本和信息、便利的營銷環境以及發展完備的金融網
絡，將助力北京服務貿易產業實現轉型升級，京港兩地實現互利
共贏。

隨內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
京港兩地的交流合作經歷了由經貿、科技、文化至服務貿易等領
域的擴展並取得了巨大成效，兩地市民認為，隨兩地合作發展
的不斷深化，北京香港將沿新的合作路徑，描繪出壯闊的藍
圖。

（本報記者龐旭）

奧運遺產篇

奧運改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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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改善篇

以民為天 重諾履責
京港合作篇

京港合作 比翼齊飛

世界城市篇

▲首鋼曹妃甸新廠被譽為循環經濟典範

古城保護篇

六月中旬的一天，北京西二環阜成門附近的天橋上聚集了十幾個手持相機
對天拍照的人。那一天，藍天白雲下，遠處的西山清晰可見，落日的餘暉燒紅
了西邊的雲彩，旖旎可人。同一時間，通過微博曬北京藍天美景的網友多達數
百個之多。

實際上，北京早在1998年就打響了大氣質量保衛戰的第一槍。10年、14
個階段、200 多項治理措施為這個城市爭取每一個 「藍天」。2008 年奧運
會，北京兌現承諾，實現17個 「有控制」的 「藍天」，讓世界驚嘆。三年後
的2011年，PM2.5，這個細小到可以入肺的微粒，開啟了北京大氣環境治理的
新十年。

2012 年，更加嚴格的京油品標準率先執行，汽車尾氣將更加清潔；從這
一年開始，北京掀起聲勢浩大的百萬畝平原森林造林計劃，吸納滯塵；從這一
年開始，1200家高污染企業將按名單逐一退出京城，即便是為中國鋼鐵產業
作出巨大貢獻的首鋼亦不例外。北京正以治理PM2.5為突破口，將大氣污染防
治工作作為重大民生工程加緊推進，全面提高環境建設的質量和標準。

以民為天，重諾履責。後奧運時代的北京，不僅有世界城市的雄心，更有
利民惠民的承諾和行動。除了作為首都的榮耀，北京廣為人知的還有它三面環
山，地處內陸，風沙霧霾常有光顧的惡劣環境；常住人口超2000萬，機動車
保有量突破500萬輛，交通擁堵司空見慣，房價高不可攀。

環境的改善有目共睹，如今的北京人更知道珍惜每一個藍天。同樣，北京
為緩解交通擁堵所作的努力同樣令全國其他兄弟省市嘆服。2011年初，在經
過縝密調研和論壇後，北京市在機動車尾號限行政策之後，又推出了牌照搖號
政策。

儘管限購政策使北京2011年GDP增幅降低了兩個百分點，影響北京經濟
高達600億元。但與此同時，北京淨增機動車比2010年少增61.7萬輛，擁堵指
數也明顯下降。在酒仙橋上班的周桂榮大姐以前出行，口袋裡少不了的是公交
月票，那時一張地鐵月票價格在80元左右。現在，一張一卡通就能解決所有
問題，而且票價能打4折。在市民低成本出行的背後，市北京市政府每年補貼
公交地鐵12億元的大手筆。

而為遏制高房價問題，北京去年在全國率先表態要 「降低」房價。一系列
限購政策出台後，北京也加快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2011年元旦，國家
主席胡錦濤考察廉租房住戶時，月租金77元的廉租房曾經引發了廣泛質疑，
但隨調查證實，北京在住房問題上對低收入群體的傾斜廣為人知。
北京，正朝重民生，保民生，更宜居的世界城市目標一路向前。

（本報記者王德軍）

2003年1月28日，北京159中學正式遷出歷代帝王廟，標誌帝王廟終於結束了它長達
七十多年的 「校園史」。這座與太廟、孔廟並稱北京三大廟的皇家廟宇，終於恢復了其莊
嚴、恢弘的全貌。

這僅僅是北京市近年文物古建騰退工作的縮影。從國家文物局騰出北大紅樓、文化部撤
出恭王府府邸，到北京市文化局從故宮東北側的宣仁廟遷出住戶、市衛生局遷出國子監。北
京市近年在古建騰退上做出的努力為世人共睹。

據統計，北京有市級以上文保單位324處，四成對外開放，大部分被機關團體和居民佔
用。文物建築長期得不到修繕，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按照北京市規劃， 「十二五」期末，
具備利用條件的文物保護單位要基本完成修繕騰退工作。這也是北京市首次給騰退工作列出
時間表。

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北京將力打造一核、一線、兩園、多街區，使核心區成為中國
文化和古都風貌的展示區。

「一核」即以紫禁城為核心的皇城文化區。 「一線」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通過實施
規劃改造，優化產業布局，在建築形制、人文景觀、產業業態等多方面再現古都風貌。 「兩
園」即中關村科技園區德勝園和雍和園，作為高新技術和文化緊密結合的產業園區，兩園要
通過發展高端文化創意產業，形成對接現代文化的輻射區。

「多街區」即以孔廟、國子監為中
心的國學文化展示區，以天橋為中心的
演藝文化區，以前門、大柵欄、琉璃廠
為中心的民俗文化展示區，以安徽會
館、湖廣會館為中心的會館文化傳承區
等。

為加強對舊城的保護，北京先後編
製了《北京舊城 25 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
護規劃》、《舊城路網調整規劃》、
《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目
前，北京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面積約佔

舊城總面積的42%。
「十一五」以來，政府共投入

12 億多元，並引導社會資金 50 多
億元，用於古都風貌保護。

（本報記者吳昊辰）

京打造古都風貌區
「十二五」 前完成騰退

打造世界城市
北京在路上

▲交管部門對交通的管理更加科學有效 王德軍攝

▲遊人在前門民俗文化區合影留念

北京一五九中學遷出歷代帝王廟北京一五九中學遷出歷代帝王廟

▲北京市城市建設飛速發展

▲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郭金龍出席首屆京交會在港推介活動

▲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副市長魯煒會見國際著名導演詹姆斯‧卡
梅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