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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皇宮均建於今天的東城區域內，
因此東城區是北京城文物古蹟最為集中的區域，以皇
室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民族文化精華在東城得以充分體
現。轄區內擁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6處，著名的故
宮、天安門、國子監、孔廟、古觀象台等早已名揚海
內外。

今天的東城區，正以一軸兩帶五區的規劃飛速發
展中，悠久的歷史文化發展帶動着現代經濟發展，東
城區已成為北京市高端商業中心區。

北京市東城區位於首都中心城區的東部。自金代
建中都以來，歷經元、明、清三代皇城的不斷完善、
拓建，至今已經有 850 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後，
根據北京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需要，先
後於 1950 年、1952 年、1958 年和 2010 年四次對北京
市東城區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如今的北京東城區縱
貫南北三環，轄區面積 41.84 平方公里，戶籍人口
95.33 萬人，內設 17 個街道辦事處，是北京首都功能
的核心區。

豐富的地區資源
東城區地理位置優越，轄區涵蓋天安門廣場、故

宮、南北中軸路、天壇、地壇等重要歷史標誌型建
築，雲集了國家商務部、人保部、勞動部、最高檢、
最高法等29家中央機關單位和200多家市級、市屬單
位。擁有北京火車站、兩大北京鐵路樞紐站，分布地
鐵1號、2號、4號、5號線、13號線、機場輕軌和長
安街、兩廣大街、平安大街等多條城市主幹交通線
路，位置獨特、交通便利，成為了北京政治、文化的
中心地帶。

擁有中心地區的地位優越性，東城區自古以來就
是商賈雲集之地。百貨大樓、王府井大街、紅橋珍珠
市場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有較深的品牌影響力。前門大
街清末民初就成為京城最繁華的地區之一。東方廣
場、東二環商圈、崇文門外商圈、永外百榮世貿商圈
以濃厚的現代氣息成為國際商業重地。同仁堂、全聚
德、東來順、吳裕泰等百年老字號依舊保持着旺盛的

生機。經過多年的發展，東城區目前已經形成了行業
配套、門類齊全、高中低檔相結合的商業布局，未來
東城將以打造 「國際化、現代化新東城」為發展目
標，進一步推動、發展適合東城特色的商業服務業網
絡，提高地區品牌和國際影響力，為東城區經濟發展
提供有力保障。

深厚的文化底蘊
悠久的歷史創造出東城深厚的文化底蘊。作為全

國性文化機構的聚集地，東城有以故宮、天壇為代表
的皇室文化，有以雍和宮為代表的佛教密宗文化，有
以國子監為代表的國學文化，有以孔府為代表的儒家
文化，有以鐘鼓樓為代表的古代報時文化，有以古觀
象台為代表的古天文文化，有以皇史成為代表的古代
檔案文化，以前門箭樓、明城牆遺址、永定門城樓為
代表的城桓文化，以陽平會館、台灣會館等會館宅邸
為代表的胡同四合院文化，以便宜坊、月盛齋、都一
處等老字號為代表的傳統商賈文化，以珠市口基督教
堂、花市清真寺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景泰藍、牙
雕、玉器、漆雕等傳統手工藝為代表的工藝美術文
化，以同仁堂、長春堂為代表的中醫藥文化，以廣和
樓等老戲樓為代表的梨園戲曲文化。地區內文物古蹟
眾多，名人故居、寺廟教堂、歷史遺址、文保單位比
比皆是。

北京市將東城定位為首都文化中心區，正是體現
出東城的深厚文化氛圍和巨大的文化產業價值，在進
一步保護、傳承好歷史文化的同時，東城正在大力發
展、支持新興文化的崛起，並以文化創意產業、體育
文化產業、戲劇文化產業等新文化產業為抓手，打造
北京文化的新引擎。我們應努力把歷史文化資源優勢
轉化為發展優勢，使文化成為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
實現差異化發展的新引擎，不斷提升首都文化的國際
影響力和軟實力。

環境改善 幸福感提升
創建了 「以網格化為手段、以文化為靈魂、以歷

史文化名城保護為前提、以民生改善為根本、以綜合
執法為保障、以一流為標準」的城市管理 「東城模
式」，明顯提升了城市管理綜合協調能力。獲得了
「國際花園城市」、 「國家衛生區」、 「中國最佳管

理城市獎」、 「數字城市建設傑出貢獻獎」等榮譽稱
號。

全區能夠享受的教育、醫療、交通、休閒等資源
豐富。區內既有重點名校，也有大型三類甲等醫院。
既有天壇公園、地壇公園、龍潭湖公園等大型公園，
也有地壇體育場、工人體育館等大型運動場館。充分
滿足了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學習、休閒的需要，居
民安居樂業，幸福指數大幅上升。

穩步發展的區域經濟
（一）規劃先行統領全區發展

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東城區順利完成了首都功
能核心區區劃調整，南北優勢得到互補，發展活力不
斷顯現，區域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處
在由 「國內一流中心城區」向 「國際知名中心城區」
邁進的新階段。為全面推進 「國際化、現代化新東
城」戰略目標和 「首都文化中心區、世界城市窗口
區」總體定位，提出了走高端化、低碳化、集約化發
展道路，真正將 「寸土寸金」的區域價值開發出來。

立足於這個總體定位，東城區明確了六個職能作
用，即首都政務服務的重要承載區、歷史文化傳承發
展示範區、世界著名文化旅遊城區、國際知名商業中
心、北京高端要素重要聚集區和首都綠色和諧文明城
區。在明確了定位、職能作用和發展目標的基礎上，
根據東城區的現有資源和特點，區政府又提出了東城
區 「兩新四化」總體發展戰略，即打造文化新引擎，

拓展發展新空間，着力推進產業發展高端化、公共服
務優質化、城市運行智能化、區域發展均衡化。到
2030年，將東城區建設成為文化軟實力強勁、服務經
濟發達、公共服務優質、城市運行高效、人居環境和
諧的國際化、現代化中心城區，成為彰顯首都文化魅
力的世界城市窗口區。
（二）經濟發展不斷增強

在新的東城行政區劃調整後，2011年東城區地區
生產總值達到1322.2億元，每平方公里GDP貢獻值達
到31.6億元，人均GDP達到2.3萬美元，財政收入達
到 122.3 億元，比上年增長 19%。第三產業比重高達
95.6%，位居全市首位。

總體看，東城經濟發展基礎雄厚，區劃調整帶來
新的契機，但未來必須依靠加快高端要素聚集、實現
產業高端化發展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人均地區
生產總值向3萬美元目標邁進。如此巨大的產值和收
入必將帶動新東城區的各項工作投入的增加，也必將
推動新區經濟的更好更快發展。

區委區政府根據東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既有的資
源優勢確定了東城區今後產業發展的方向，構建 「2+
4+3」高端產業發展體系：做強兩大優勢產業：文化
創意產業、商業服務業；做優四大支柱產業：旅遊
業、金融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做大三
大新興產業：中醫藥業、體育產業和低碳服務業。在
發展方向明確之後，東城區着眼長遠，安排專項扶持
資金，促進產業聚集發展。
（三）合理安排空間布局

城區未來發展的空間布局構想為 「一軸兩帶五
區」： 「一軸」是以舊城中軸線為依託的歷史文化傳
承發展軸； 「兩帶」為王府井商業核心發展帶、東二
環高端服務業集中發展帶； 「五區」分別是和平里商
務新區、雍和文化創意集聚區、前門歷史文化展示
區、龍潭湖體育產業園區、永外現代商貿區；在產業
發展上，將瞄準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環節，着力構建
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以文化經濟為特色、以總部經濟
為支撐的高端產業體系。

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東城區文化資源優勢明
顯，是 「首都文化」最為集中的區域。舊城僅有的兩
處世界文化遺產——故宮、天壇都位於東城區，集中
體現了古都皇城文化與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現了古都
文化與多元文化融合發展的蓬勃生機，是名副其實的
「首都文化中心區」。

未來以故宮、天壇為核心，以鐘鼓樓、南鑼鼓
巷、皇城保護區、前門等為重要節點，推動區域文化
資源整合和節點間聯動發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
文化旅遊品牌，加快文化資源優勢向產業競爭優勢轉
化，打造東城區 「文化主脈」。

兩條發展帶助推東城經濟新跨越。在東城的新版
圖上，從王府井向南至祈年大街，從東二環經北京站
到崇外地區，新東城着力打造的 「王府井商業核心發
展帶」和 「東二環高端服務業集中發展帶」，如同助
推經濟發展的兩翼，引領東城實現新跨越。

「百年金街」王府井流光碎影的百年歲月，它載
沉載浮。在這條長 810 米的街道上，彙集各類商業企
業 1700 餘家，商業服務設施總建築面積 190 萬平方
米，匯聚了1000多個國內外知名店舖和品牌，全年客
流達到7000萬-9000萬人次。 「看故宮，登長城，逛
王府井」已經被譽為來北京的三大樂事，聲譽可見一
斑。如今，以王府井商業中心區為核心，向北輻射隆
福寺，向南帶動祈年大街，向東聯動銀街和金寶街，
是新東城着力打造的 「王府井商業核心發展帶」。

「吳裕泰」品牌創建於 1887 年，是中
國商務部首批認定的 「中華老字號」。125
年來一直從事茶葉貿易，是銷售茶葉、茶
製品以及茶具等茶衍生品的專業公司，在
中國茶行業以及消費者中具有相當廣泛的
知名度和美譽度。吳裕泰以卓越的產品品
質和良好的銷售服務，先後獲得 「中國馳
名商標」、 「中國零售業優秀特許加盟品
牌」、 「中國商業名牌企業」等多項榮譽
稱號。2009 年入選中央電視台評選的共和
國 「60 周年 60 品牌」。吳裕泰茶葉多次在
國內、國際茶葉評比中獲獎，公司的茉莉
花茶的窨制技藝入選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本次京港洽談會期間，吳裕泰公
司將與香港冠宙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
議，未來將在茶葉產品研發、貿易、經
營、茶文化推廣等方面開展廣泛合作。

桔子水晶酒店是香港桔子酒店有限公司於2012
年投資，在東城區註冊的酒店集團公司。公司經營
桔子水晶系列酒店，包括桔子水晶酒店，桔子酒店
精選以及桔子酒店。桔子水晶酒店為精品設計師酒
店，由畢業於知名設計學院的美國設計師操刀設
計，將酒店當作藝術品來打造，致力於在中國提倡
全新的酒店概念。酒店定位高端設計師酒店，客房
設施超過絕大部分國際五星級酒店水平，作為系列
中的價值品牌，提供預算內的小小奢華，設施達到

三星級水平。按照本項目將在3家已開業及4家待開
業酒店基礎上於 2013 年至 2015 年在全國拓展至 45
至 50 家。營業收入到 2015 年估計將達到 76,000 萬
元。

香港桔子酒店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先後注
資26,900萬元人民幣到註冊於海淀的桔子酒店管理
（中國）有限公司，目前該項目已包括22家酒店在
運營，年收入近30,000萬元人民幣。

胡同創意工廠建設情況簡介
作為北京舊城核心區，東城區的發展始終面臨

風貌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矛盾。從2007年開始，東城
區通過改造胡同裡的舊廠房院落，將創意產業有機
植入胡同空間，打造了一批 「胡同裡的創意工
廠」，探索出一條在保護北京古都風貌前提下，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優化胡同創意生態、促進城市有
機更新的新模式。

截至目前，東城區已改造了15處胡同裡的舊廠

房院落，認定了10家 「胡同裡的創意工廠」為東城
區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基地，新增產業建築面積21萬
平方米，吸引了1600家附加值高、成長性好的文化
創意企業，區域年收入增加 760 億元，業態涵蓋了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九大類別的產業鏈核心部分。創
意工廠核心區域產業用地產業強度高達32.8億元／
公頃，連續兩年保持 30%的高增長率，土地效能在
全市名列前茅。

「胡同裡的創意工廠」培育了諾基亞中國、光
線傳媒、中文在線、盛世驕陽、卡巴斯基、網秦天
下等一批國內外知名的文化創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
業，聚集了燈光設計、建築設計、戲劇創作等專業
化企業，匯聚了俞渝、王長田、童之磊、伍昕、馬
岩松等一批行業開創者和領軍者，在數字內容、智
能交通、移動通信、現代服務業四大領域形成了核
心競爭力。

以 「胡同裡的創意工廠」為依託，東城區改造
並盤活了近五十棟胡同裡的廢棄廠房建築，保護並
修復了十條胡同的街區肌理，在孔廟、國子監、雍
和宮等國家級文保單位周邊營造出的創意創新的旅
遊氛圍，被北京商報評為 「十大新京味旅遊名
片」，方家胡同46號改造建築 「紅方」被北美權威
建築雜誌評為 「全球十大最值得期待的建築」。

GTC環貿國際商務區
打造全球商務典範

坐落於北三環東路的北京環球貿易中心，是由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 5A 級商務綜合
體。50萬平方米超大體量，集智能化國際甲級寫字
樓、金隅喜來登五星級酒店、服務式公寓、大型會
議中心及 7 萬平方米 「環貿新生活」商業中心等多
種現代化商務功能於一身，氣度恢宏、品質卓越，
成就北三環完美商務生活嶄新境界。

北京環球貿易中心，位於安貞橋東南角，地位
優越，得天獨厚。毗鄰北三環幹線及安外大街，處
於CBD、燕莎、金融街、中關村、亞運村諸商圈之

中，多種資源信息交匯，海納無限商機。
扼守亞奧南大門，交通方便。地鐵 5 號線和平

西橋站近在咫尺，30 多條公交線路在項目附近經
停，距首都國際機場約20分鐘車程。

北京環球貿易中心，集多種現代商務功能於一
身的超大綜合體，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一流的
建築品質、國際標準的物業服務，吸引更多世界級
知名企業的陸續入駐。北京環球貿易中心在不斷完
善、提升自身的同時，更使整個區域的商務生態完
美升級，成為區域內高端商務平台的最佳選擇。

北京市東城區，這座集京城古老韻味及現代國際化於一身的41.84平
方公里總面積的新東城，是北京市的中心城區。從遼金時代初現的村落
一直到今天的現代化國際城區，東城區歷來都是商賈雲集的富庶之地，
作為商業中心地區也已有上百年的歷史。

第十六屆京港洽談會主要推介宣傳項目介紹
北京前門台灣文化商務區 中海地產廣場

茶莊 「吳裕泰」

北京的前門地區自古就是會館雲集之所，北京
唯一的一座台灣會館就坐落於此。台灣會館始建於
1896年前後，至今已有110多年歷史。

2010 年 5 月 7 日，修繕擴建後的台灣會館重張
開幕，重張後的台灣會館作為京台兩地的經濟、文
化交流平台，主要承擔京台兩地高端文化、經濟交
流活動，匯聚在北京的台灣人。

以台灣會館為核心，其周邊建立了總面積 4 萬
平方米的以台灣文化為主題的高端文化商業項
目——台灣文化商務區。

北京前門台灣文化商務區由一條台灣風情街貫
穿，以文創為主題，集合台灣旅遊、時尚、餐飲、
商貿等多種業態，主要場館涵蓋台灣美學生活館、
淘寶館、鄧麗君音樂生活館、藝術中心、美食餐飲
區等。

商務區自開街以來通過舉辦 「京台文化節」、
「台灣工藝精品展」、 「海峽兩岸書畫展」等多個

主題活動，逐步成為前門地區的特色商業街區，不
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遊客前來遊逛。

中海地產廣場是中海地產在京開發的5A甲級寫
字樓，項目位於北京東城區永外現代商貿區，緊鄰
二環輔路。與北京南站城際零距離切換，4 號、14
號線雙地鐵交匯，34條公交線路環繞，能便捷抵達
核心商圈。

項目擁有 1460 平方米、挑高 8.8 米豪華精裝大
堂，提供精裝洗手間、電梯廳及公共空間，創造尊
貴、健康的商務體驗。

項目總建築面積為8.89萬平方米，共計19層，
地下3層，地上16層。標準層面積2220平方米，辦
公區為全景采光，環廊柱式空間，9-15 米理想進
深，2.8米淨高，最大限度提高辦公舒適度。

茶莊 「吳裕泰」

北京前門的台灣夜市吸引眾多海外遊客

胡同創意工廠

中海地產廣場大堂南門

商貿中心圖

▲東城區永定門空中花園廣場▲

王府井品牌節開幕

前門大街

前門大街夜景

東城區街景

故宮角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