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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台區位於首都西南部，是北京城六區之一，轄區面積306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217萬人。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豐台被定位為
首都城市功能拓展區，國際國內知名企業總部聚集地，金融產業和
高端商務商貿的主要功能區，重要的會展旅遊和文化休閒區。

北京市政府實施的三年城南行動計劃讓豐台搭上了迅速崛起的
快車道。在基礎設施、環境建設、產業升級和公共服務方面搶抓機
遇、大力發展、快速崛起，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如今，現代舒適的
北京南站，企業雲集的豐台科技園、總部基地，現代金融服務業爭
相進駐的麗澤商務區，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第九屆園林博覽會和第75

屆世界種子大會……厚積薄發的豐台以優異的發展成績精準詮釋自
己 「豐收的沃土，成功的舞台」 嶄新形象。

豐台區積極參加第十六屆京港洽談會，旨在借助京港洽談會搭
建的經貿交流平台，通過推介區域環境、政策投資宣傳、發布合作
商機、洽談投資項目、交流發展經驗、展示發展前景、考察投資環
境等活動，向香港工商界及在港外國機構集中展現豐台區在北京建
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大背景下，搶抓機遇、謀求發展、強勢崛起新
理念、新形象、新變化，進一步推動香港與豐台在金融服務、高新
技術、會展旅遊、文化創意等領域的投資貿易合作。

第九屆中國（北京）國際園
林博覽會（簡稱 「園博會」）於

2013 年 5 月至 10 月在北京豐台舉
辦，園博會毗鄰北京母親河─永定
河右岸，建設用地面積267公頃，加
上246公頃的園博湖、南大荒公園和
蓮石南湖，總面積約為頤和園的兩
倍。

園博會積極落實 「人文北京、科
技北京、綠色北京」的發展理念，
以 「綠色生態、歷史文化、水岸特
色、互動參與、永續利用、產業促
進」為特色，將實現 「弘揚園林文
化、引領產業進步、改善區域環
境、推動地區發展、全面服務群
眾」的辦會目標，在規劃上體現
了 「一軸、兩點、三帶、五
園」的空間布局。一軸：貫穿

南北的園博軸；兩點：中國園林博物館
與錦繡谷；三帶：三條從 「中關村科技
園豐台園西區」延伸至園博園中的綠色
景觀走廊；五園：即傳統展園、現代展
園、創意展園、國際展園和生態展園。

園博會注重生態理念與先進技術相
融合，將建設國家級園林博物館，成為
園林藝術的精品薈萃、生態修復的成功
典範、建設 「綠色北京」的示範工程，
促進文化繁榮與區域發展完美結合。目
前，園博會已經正式發布北京市花 「月
季」為設計元素的吉祥物 「園園」。園
區綠化景觀及相關設施建設項目已完成
環境治理和園區地形整理工作，水系工
程、園區道路、市政等配套設施工程建
設正全速推進。26個國家的34個城市、
機構已經確定參展。全國 34 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的 58 個城市選定展園面積約

11萬平方米。
預計今年底，一座山清水秀的園博

園將在永定河畔拔地而起。北京園博園
將是世界各地不同層次不同流派和地域
特色園林展示的大舞台，將呈現出多姿
多彩的旅遊景觀。預計園博會期間，遊
客接待量將達到 1900 萬人次，直接經濟
效益將達 32 億元，間接經濟效益可達
158億元。

建成後的園博園，綠意盎然、山清
水秀、湖光塔影、景色優美，蘇州園
林、嶺南園林、巴蜀園林、歐美園林、
伊斯蘭園林等景點都將在園內落成。中
國園林博物館、主展館、永定塔等獨具
風格的標誌性建築將喜迎中外遊客，園
博園將成為永定河綠色生態發展帶上一
顆璀璨的明珠。

豐台區在 「十二五」規劃中明確
了要率先崛起的戰略構想，着力實施
「一軸兩帶四區」空間發展戰略。
「一軸」是指南中軸高端商務中心

區， 「兩帶」是指三四環都市產業發
展帶和永定河綠色生態發展帶， 「四
區」是指北京麗澤金融商務區、中關
村豐台科技園區、大紅門時尚創意產
業聚集區、青龍湖─長辛店會展旅遊
生態休閒區。 「一軸兩帶四區」是豐
台統籌產業布局，突出產業特色，發
揮重點功能區對高端產業的聚集作
用，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提升經
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空間載體。圍繞
「一軸兩帶四區」建設，豐台區將着

力重點發展五大主導產業：金融服
務、高新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文化
創意、會展旅遊。

高新技術產業。依託中關村豐台
科技園區，實施 「東進西擴」戰略，
東區4.01平方公里、西區4.17平方公
里，規劃總面積 8.18 平方公里，以
「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和
「國家軌道交通高新技術產業化基

地」為載體，重點發展以總部經濟為
特色、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以高
技術服務業為補充的產業體系，航天
軍工、軌道交通、工程服務和生物醫
藥四大特色產業呈現集群化發展。
2011 年實現技工貿總收入達 2640 億
元。目前豐台科技園已建成140萬平
方米、近500幢總部樓，入區企業近
4000 家，擁有收入過億元企業 152
家，中央國資委一、二級企業 83
家，上市公司 28 家，國家高新技術
企業389家。

金融服務業。北京麗澤金融商務
區是首都三環內最後一塊成規模待開
發的區域，是首都金融發展新空間和
新興金融機構集聚區，是北京繼金融
街、CBD之後金融產業發展 「第
三極」，是提升首都金融業
集聚發展水平，推進首
都邁向中國特色世
界城市的重要戰
略 支 撐 。 豐

台區將秉承 「生態商務區、金融不夜
城、立體交通網、信息高速路」的規
劃理念，努力將麗澤金融商務區打造
成為金融服務中心、金融創新中心、
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文化中心。麗澤
金融商務區完成開發建設總體實施方
案和規劃方案綜合；南區土地一級開
發基本完成，北區土地一級開發也已
啟動。中機總部、晉商大廈等一批重
點項目實現開工，累計開復工面積
100 萬平方米；中國證券金融公司、
上海證券交易所（北方總部）、北汽
財務公司等 66 家大型金融機構相繼
落戶，註冊資本金超過220億元，其
中億元以上企業24家。

高端裝備製造業。以科技部批覆
北京國家軌道交通高新技術產業化基
地為依託，推進國家級實驗室建設，
建設軌道交通研發中心和測試中心，
重點發展地鐵、輕軌、有軌電車、磁
浮列車、城際列車等製造、工程服務
行業，積極引進知名軌道裝備企業，
全面提升軌道交通產業的綜合實力，
形成區域未來發展新的關鍵增長點。
依託航天一院、航天三院等科技研發
優勢，大力發展飛機機電、航電設備
和複合材料等產業，加快發展航空航
天裝備產業，服務航天工業的市場
化、產業化進程。關注嫦娥探月、北
斗衛星、運載火箭等國家重大裝備項
目，加快衛星通信和導航相關設備的
製造與研發，大力開發空間信息服務
和民用空天導航服務。

文化創意產業。盧溝橋文化創意
產業聚集區，規劃面積 14 平方公
里，以盧溝橋、宛平城、曉月島為核
心，整合園博會展館及周邊資源，挖
掘盧溝文化，突出傳統與現代文化融
合，重點發展主題文化館、特色文化

博物館、會館經濟、影視傳媒、文化
藝術，打造區域文化發展品牌。依託
大紅門時尚創意產業聚集區，重點發
展以服裝服飾為特色，以時尚創意為
主導的品牌交易、展覽展示、研發設
計、高端商業、信息傳媒等產業，最
終把大紅門地區打造成為時尚元素富
集、交易方式先進、功能設施完善、
生態環境優美的時尚品牌發布中心、
創意設計中心、展示交易中心。

會展旅遊業。以 2013 年第九屆
中國（北京）國際園林博覽會、2014
年世界種子大會在豐台舉辦為契機，
發展高端會展經濟，打造豐台國際會
展品牌。同時，加強旅遊休閒市場開
發，重點發展現代商務旅遊，創新文
化旅遊產品，結合健康、養生、醫療
等功能性項目，發展深度休閒。南宮
旅遊景區成為北京首個生態休閒旅遊
度假區；宛平城文化旅遊功能區被確
定為市級重點旅遊功能區；北宮森林
公園、千靈山公園為國家 4A 級景
區。2013年園博會籌備取得階段性成
果，中國園林博物館、主展館、永定
塔三大標誌性建築於9月全部完成主
體結構封頂，錦繡谷、濕地工程全面
啟動建設。2014年世界種子大會的口
號、會徽和吉祥物已經確定，場館建
設正式奠基，正在進行施工準備，同
時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核心
區拆遷全面完成，回遷房 12 萬平方
米基本封頂。

豐台區將進一步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和
智慧，加快推動區域科學發展，積極推動
「北京創造」和 「北京服務」建設，積極

實踐 「科技創新」和 「文化創新」，大力
加強經濟繁榮、社會文明、人民幸福的新
豐台建設，實現豐台強勢崛起，成為首都
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新空間，實踐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新

名片。
作為首都功能拓展區，豐台區處在城

市核心功能和現代經濟要素轉移、加快新
興產業聚集的前沿，具有五大發展優勢。

區位優勢得天獨厚。豐台自古以來就
是京城西南陸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區域內
有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連接着京九、京
廣、京滬等鐵路幹線，京港澳、京津塘等
高速公路及多條城市軌道交通線起始豐
台，形成全方位、立體式的交通網絡，使
豐台成為北京面向京津冀都市圈的 「橋頭
堡」。同時，豐台還是環渤海和長三角、
珠三角三大經濟圈經濟、信息、資源和人
才等要素溝通聯絡的集散地，為眾多企業
入駐發展、高端產業培育壯大提供了十分
便利的土壤和條件。

科技人才資源聚集。在豐台區境內，
中關村豐台科技園區和航天一院、航天三
院等航天航空企業，聚集了 10 萬餘名科技

精英人才，是首都重要的智力密集區域。
豐台科技園區作為國內外眾多跨國公司的
總部、世界精英的匯聚地受到矚目，成為
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基地。

歷史人文底蘊深厚。豐台曾是遼金時
期的皇城所在，俗話說先有蓮花池，後有
北京城，蓮花池哺育了北京的文明。盧溝
橋和宛平城是北京自古南來北往的交通要
道和經濟命脈。遼金水關遺址、金中都遺
址和大葆台西漢墓等眾多文物遺迹，更彰
顯出豐台區歷史文化底蘊的深厚。

土地資源非常豐富。豐台區是北京城
六區中的面積大區、人口大區。未開發可
建設用地約 40 平方公里，發展空間和發展
潛力大，是實現城市功能拓展的寶貴資
源。特別是麗澤金融商務區佔地面積 8.09
平方公里，是北京三環內最後一塊成規模
待開發的區域，是北京市精心保留下來的
黃金寶地。

生態優勢極為突出。豐台區林木綠化
率達到 68.3%，已成為首都西南的生態屏
障。永定河綠色生態發展帶城市景觀段提
前完工， 「四湖一線」（門城湖、蓮石
湖、曉月湖、宛平湖和循環管線工程）已
經向市民開放， 「夢中水鄉、水上新城」
在京西再現。

「十一五」時期，豐台社會經濟發展駛入快車
道，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13.7%；地方財政收入年
均增長21.3%；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年均增長17.6%；固
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6.8%。

「十二五」開局以來，豐台區堅持創新發展，把
提高創新能力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加
快創新資源和要素的集聚，以創新激發經濟發展的內
生動力，加速形成科技創新、文化創新 「雙輪驅動」
的發展格局。2012年上半年，豐台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415億元，同比增長8.6%，實現公共財政預算收入37
億元，同比增長 10%，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280
億元，同比增長 34.1%，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386.7億元，同比增長14.3%，主要經濟指標高於北京
市平均增速。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雙輪驅動作用不斷

顯現，高新技術產業實現技工貿總收入1200億元，同
比增長14%；規模以上文化創意產業資產總計達353.5
億元，同比增長10.8%。

麗澤金融商務區作為北京市新型金融商務區，瞄
準新的金融機構、新的金融要素、新的金融業態，加
快高端金融產業集聚。自2009年以來，麗澤共引進企
業 114 家，註冊資本金累計超過 350 億元，其中註冊
資本金1億元以上的企業34家。2012年入駐麗澤的企
業共44家，註冊資本金累計超過121億元，其中不乏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聯合保險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等金融機構總部；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
司等世界五百強總部。

豐台科技園區產業發展以總部經濟為特色，以科
技創新為核心，以高新技術、高端製造為支撐。形成
了以發展企業決策管理中心、科技研發中心、資本運
營中心、財務結算中心和市場營銷中心為內容的總部
經濟特色發展模式，累計實現投資 118 億元，以獨棟
式總部樓和圍合建築為特徵，建成了 140 萬平方米、
近 500 幢總部樓的全國知名 「總部基地」，成為北京
市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北京新興的總部經濟集
聚區，成為了全國發展總部經濟的一面旗幟。吸引了
中鐵產業園、華電科技園和三洲新能源產業園等一批
重大高端產業項目落地。到目前為止，豐台科技園有
總部企業245家，園區企業總數已達到3800家，逐步
形成了軌道交通、航天軍工、工程服務和生物醫藥思

達特色產業集群。上市公司28家，近六成企業在主板
上市。截至2011年底，豐台科技園區上市企業在中關
村 「一區十園」中排名第二。豐台科技園區正以昂揚
的姿態率先向 「北京智造」邁進，發展新產業已成為
豐台科技園區站穩高端的必然趨勢。

豐台區文化創意產業繁榮發展，實現增加值佔全

區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6年的7.6%上升至如今的
9.9%，以服裝設計展示為主要內容的大紅門時尚創意
產業集聚區和以歷史文化為核心的盧溝橋文化創意產
業集聚區獲批市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立了包括
184 個項目在內的文化創意產業項目庫，多個項目獲
批市文化創意產業專項資金。在庫企業 12000 多家，
湧現出依文集團、俏佳人傳媒、正邦設計、時代華
語、華流風上等多個行業龍頭企業。引進央廣傳媒、
新華08金融信息平台、國家數字出版基地、南方文化
創意產業園和南方投資大廈等多個大型文化創意產業
項目。建成歡樂水魔方、汽車露營公園等多個重大文
化創意產業項目。 「十二五」時期，豐台區文化創意
產業將實施環境戰略、人才戰略、大項目帶動戰略、
品牌戰略和集聚發展戰略五大戰略，將生態旅遊業、
會議展覽業、設計服務業定為三大重點產業，將演藝
娛樂業、新聞出版業、信息服務業、影視傳媒業、文
化諮詢業、藝術品交易業定為六大培育產業。此外，
將建設遊客集散中心和旅遊紀念品研發、生產、交易
中心，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議展覽品牌，打造設
計之都引領示範區。到2015年，力爭文化創意產業增
加值佔全區生產總值13％以上，年均增速達到20%，
規模以上文化創意企業達到500家。

承載首都功能拓展
五大優勢無可比擬

布
局
一
軸
兩
帶
四
區

五
大
產
業
造
就
騰
飛

麗澤商務區遠景規劃效果圖

麗澤商務區已
成北京投資黃金地

▲乾隆御筆盧溝曉月碑▲

豐台區空間結構示意圖：一軸兩帶四區▲

豐台科技園區 「總部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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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城市 美好家園

首都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新空間
實踐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新名片

文化科技雙輪驅動 豐台經濟創新發展

▲ 北宮國
家森林公園是
京城賞紅葉的
絕佳去處

▲ 先有
蓮花池，後
有北京城。
蓮花池公園
是賞荷勝地

總部基地（東區）
文化景觀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