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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河北省委、省
政府正式印发《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

（2018—2035年）》（以下简称《白洋淀规划》）。
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牵头

编制，作为雄安新区规划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为
白洋淀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支撑，
也将为雄安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生态之基。

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淡水湿地系统，
素有“华北明珠”之称，对维护华北地区生态
环境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被誉为“华北之肾”。

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明确了白洋淀
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目标和任务。

河北省委、省政府组织，由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牵头，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纲要》为基础，依法依规深化研究，形成了《白
洋淀规划》。

《白洋淀规划》由九个章节组成，从生态
空间建设、生态用水保障、流域综合治理、新
区水污染治理、淀区生态修复、生态保护与利
用、生态环境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
的规划和统筹设计。

全面恢复“华北之肾”功能

如何统筹考虑水质与水生态安全，强调流
域水质目标管理，通过建立生态分区方法和实
施生态空间分区管理，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
全，是白洋淀治理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表示，规划从流域治
理角度出发，统筹考虑了水量、水质、生态三
大要素，以白洋淀水质、水生态恢复目标为抓
手，通过补水、治污、清淤、搬迁等措施综合治
理，全面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使“华
北明珠”重放光彩。

《白洋淀规划》指出，按照淀区面积360平
方公里左右、正常水位保持在6.5－7.0米的目
标考虑，确定2022年之前生态需水量为3－4
亿立方米／年；从远期需求与配置看，2022年
之后，随着流域和淀区生态环境治理目标逐步
实现，生态需水量为3亿立方米／年。

打造水城共融生态城市

《白洋淀规划》指出，雄安新区要构建“一
淀、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打造蓝

绿交织绿交织、、清新明亮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为全面保护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为全面保护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提升提升

白洋淀生态服务功能白洋淀生态服务功能，《，《白洋淀规划白洋淀规划》》对淀区对淀区
进行功能区划进行功能区划，，确定了约确定了约9696平方公里的生态平方公里的生态
功能区功能区，，主要保护白洋淀重要的动植物资源主要保护白洋淀重要的动植物资源
及其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管控措施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管控措施；；
生态服务功能区生态服务功能区，，为淀内其他区域为淀内其他区域，，主要展示主要展示
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白洋淀规划》的规划期限至2035年，近
期至2022年，远景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至 2020 年，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
态修复取得明显进展；至 2022 年，白洋淀
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进展，生态系统质
量初步恢复；至 2035 年，白洋淀综合治理
全面完成，淀区生态环境根本改善，良性生
态系统基本恢复。到本世纪中叶，淀区水
质功能稳定达标，淀区生态系统结构完整、
功能健全，白洋淀生态修复全面完成，展现
白洋淀独特的“荷塘苇海、鸟类天堂”胜景
和“华北明珠”风采。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7日电）

左图 游船穿梭在河北雄安新区境内的
白洋淀景区（2018年10月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正式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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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 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城市群发展路径决定着区域经济

发展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围绕共同目

标建立责任和命运共同体，追求协同

发展是明智选择

关键词二 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雄安新区承接高端资源，包括高

等院校、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和高新产

业等。这些机构不是简单的空间转

移，而要在转移中实现集聚创新和推

进改革

关键词三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
新区要构建城乡融合、功能完善

的组团式城乡空间结构，形成“一主、

五辅、多节点”的城乡空间布局

关键词四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新区蓝绿空间占比70％，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并且生产生活方式和城

市建设运营模式都是绿色低碳的

关键词五 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吸引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要素，提

升创新能力，发展高新产业，是《总体

规划》重点之一

（据新华社电）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获得批复的消息日前向社会公布。这部
规划历时一年多时间编制完成，描绘了雄安
新区的发展图景，凸显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
展样板的决心，一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
之城”呼之欲出。

蓝图绘就

千年大计只争朝夕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
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
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多
次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并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
2月23日亲临实地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2018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雄安新
区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根据中央批复
精神和《规划纲要》，编制了《河北雄安新区总
体规划（2018—2035年）》。

《总体规划》共分为14章、58节，包括总
体要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强国土
空间优化与管控、打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提供优质公
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
碳之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打造创新发展之
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构筑现代化城市安全
体系、保障规划实施等内容。

“《总体规划》编制贯穿了新区规划编制
的全过程，汇聚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良
说，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
国内200多个规划设计机构和科研院所参与
其中，在推进专业领域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
综合统筹协调，真正做到多规合一。《总体规
划》的批复是雄安新区全面启动建设的序曲。

工匠精神

国家大事必作于细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把每一寸土地

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精心推进
不留历史遗憾”。

2017年2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
中南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
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当天中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新县主持
召开了一场小型座谈会。总书记郑重告诫：雄
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
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
史检验。”

为了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多部门、多
专业协同推进《总体规划》编制本身就树起一
个标杆，成为新时代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的典
范。专家称，《总体规划》的编制呈现以下5个
特点：

——多规合一。《总体规划》充分融合经
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城乡开发建设等
方方面面，综合协调、统筹兼顾，形成一张统
一的蓝图。

——多项支撑。《总体规划》要想立得住，
需要一系列专项规划支撑。在《总体规划》编
制的同时，同步推进专项规划编制，每个专项
规划都汇聚了国内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开展深
入研究，同时加强各专项规划编制之间的横
向协调、相互协同。

——多层叠合。规划需要从总体层面、分
区层面、详细层面分层次逐渐深入，不同层次
的规划是互相叠合、相互衔接的。起步区、外
围五组团的控制性规划是同步开展编制的。

——多部门协同。新区规划编制从零开
始，短时间内要迅速摸清现状底数，理清规划
思路，国土、交通、环保、水利、林业、农业等部
门，能源、电力、铁路等企业共同参与、互相协
调，使《总体规划》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规划
方案。

——多维考量。雄安新区要打造新时代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高质量不是用单一
经济维度来衡量的，还要兼顾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文化价值等。例如，有的城市把一块土
地高价卖掉建高楼，经济效益有了，但可能使
城市的景观价值或生态效益大打折扣，在雄
安新区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多维考量价值取向下，雄安新区既保
证公共服务的品质，又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
自然之间有充分接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杨保军说：“雄安新区寻求的是不偏
不倚的中国传统智慧。”

规划引领

“雄安质量”跃然纸上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阶
段要有一个阶段的标志，雄安新区要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方面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

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需要高质量的规
划。为解决“步行难、骑车挤、坐车慢、开车堵、
停车乱”等交通问题，《总体规划》从交通政策
制定、出行行为引导、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加
强统筹设计和实施管控。

雄安新区在交通政策方面规定，起步区
机动车出行80％是公交车，绿色出行比例达
到90％。未来雄安新区城市街道空间，将提
高慢行和景观断面占比，按照行人、自行车、
公共交通、小汽车的优先次序进行路权分配。

为避免房价高企，雄安新区将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坚持
保障基本、兼顾差异、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
建立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坚持市场主导、政
府引导，形成供需匹配、结构合理、流转有序、
支出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应格局。完
善多层次住房供给政策和市场调控机制，严控
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建立严禁投机的长效机
制。“雄安新区不会到处高楼林立，不管高楼还
是低楼，将处处是景观，实现城景融合。”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子瑜说。

号角吹响

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总体规划》确立了雄安新区近期和中长
期建设目标，描绘了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
亮、水城共融的美好图景。

到2022年，启动区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城
区雏形初步显现，科技创新项目、高端高新产业
加快落地，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初见成效；
起步区重大基础设施全面建设；部分特色小城
镇和美丽乡村起步建设，新区城乡融合发展取
得新成效，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初步恢复。

到2035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开放创
新、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
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
义现代化城市。城市功能趋于完善，新区交通
网络便捷高效，现代化基础设施系统完备，创
新体系基本形成，高端高新产业引领发展，优

质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白洋淀生态环境
和区域空气质量根本改善。有效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高，实现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现代化。

“雄安质量”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
雄安新区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的重要一极。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成效显著，为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中
国方案。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实现现代化，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全国样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努力建设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总体规划》还明确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
承接重点：重点承接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
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北京非
首都功能存量，积极承接符合雄安新区定位
的和长远发展需要的北京非首都功能增量。

保持历史耐心

一张蓝图干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一
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
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一张蓝图干到底，很多人会关注这是哪张
蓝图，什么蓝图，但其实这是一套思路，一个完
整的规划体系。”朱子瑜说，“这个体系上下贯通，
纵向到底，多规合一，横向到边，杜绝城市建设
中一任领导一个规划的‘翻烧饼’现象。”

专家认为，要落实好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就要坚持系统思维，保护好生态、利用好资
源、规划好功能、布局好空间、管理好建设、服
务好运营，是一整套体系。只有这样落实规
划，才能留下宝贵遗产而不是遗憾。

雄安新区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雄安新区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保持历史耐心保持历史耐心，，稳扎稳稳扎稳
打打，，一茬接着一茬干一茬接着一茬干。。完善规划体系完善规划体系，，制定配制定配
套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套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强化
政策保障政策保障，，做好与周边区域规划衔接做好与周边区域规划衔接，，加强新加强新
区及毗邻地区管控区及毗邻地区管控，，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协调发展，，加强组织加强组织
领导领导，，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确保一张蓝图确保一张蓝图
干到底干到底。。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石家庄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月1717日电日电））
上图上图 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20182018年年

1212月月77日无人机拍摄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