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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城市副中心是我国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产物。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及其效应，有利于特大城

市在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中积累经验，对将通州建成副中心示范区具有现实意义。基于北京市 2012~2016 年各区的人口与 GDP 数据，
运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相关性指数和分形理论等方法探究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效应，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
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承接非首都功能方面初见成效，人口集聚的经济导向性明显，但人口集中度与经济集中度的变化存在差异。（2）
通州区构建了“一带、一轴、多组团”的空间结构，保障了人口和经济的稳步集聚，但南北差异较大，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3）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翼”，构建了京津冀地
区“一核、双城、两翼、三轴、四区、多节点”新的空间格局，加强了京津对河北省各市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后，从管理机制、
内在要素间的关联性方面提出了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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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ban sub-center is the produc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megacity. Under the new era, it is facilitate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in mega urban areas in optimizing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It is also ha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Tongzhou as a sub-center demonstration area. Based on the data of population and GDP of Beijing from 2012 to 2016, this study applied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inconsistent index, spatial correlation index and the Fractal theor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s of
Beijing's urban sub-cent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As a whole, Beijing's urban sub-center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in undertaking
non-capital functions. The economic orientation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obvious,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hanges i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economic concentration. (2) Tongzhou District has constructed a spatial structure of 'one belt, one axis, and multiple
groups' to ensure stead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cumulation.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 large and the
effec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3) Beijing Urban Sub-cen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gHeibei Region, with XiongAn new district as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Beijing-Tianjing-Heibei, strengthened Beijing and Tianjin's use
of radiation in various urban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Urban Sub-center.
【Keyword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conomic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ijing Urban
Sub-center

0. 引言

城市中心区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分异和成熟四个阶段，
同时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制约 [1-3]。日本东京、韩国世宗、法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为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
承载力，北京市对通州（原通县）的定位经历了“卫星城”、
“新城”、“北京行政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转变。
每一次定位的改变，都意味着通州的功能和承担的责任将发生
变化。2016 年 4 月，通州被正式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家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要求，要将其打
造成国际化大都市，承担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带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必须改变传统
的城市发展模式，应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优化空间布局，将
通州建设为新型国际化城市，如此才能满足高标准的建设目标，
顺应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因此，深
入探讨通州区的建设背景，阐述通州建设的功能作用，并对当
前通州的建设成效进行分析，为特大城市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积
累经验，对将通州建设成为副中心示范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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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巴黎都建设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副中心，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及
特征 [4-6]。我国城市副中心建设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整的建设
模式。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建设城市副
中心应遵循的开发机制、空间布局和政策建议 [7-9]。通过总结城
市副中心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国内学者普遍从管理机制、城
市功能、产业空间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和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五
个角度进行分析，但以提供建议为主，缺少理论指导下的实际
效应分析。合理的空间布局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一致程度能反映区域空间布局的合理
性 [10]。一些学者从全国、城市群和城市区域尺度研究了人口与
经济的理论关系 [11]、空间格局演变下的相互作用 [12] 及二者的
一致性 [13]。在京津冀城市群尺度下，学者对区域尺度下的人口
和经济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经
济集聚度普遍高于人口聚集度，而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关
系是影响人口与经济聚集的主要因素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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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对区域经济和人口间的关系主要集
中在对整个空间分布上的差异研究基础上，缺少区域内部人口
与经济空间聚集的相互关系研究。城市副中心的效应分析缺少
理论指导下的实证探究。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通过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指数对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效应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分形模型分析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辐射效应，为城市副中心的示范性提供依据。

其中，D 为分维值，Rs 为平均半径，S 为每次计算的中心地个
数（S=1,2,3…N），n 为区域内中心地的个数。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城市和区县两个层面的人口和经济数据。根据
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12~2016 年北京市各区县、天津市和河
北省各市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 2012~2016 年《北
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河
北经济年鉴》、《通州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 方法与数据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现状分析
1.1 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北京城市副中心在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与经济的协
调关系，选取地理集中度指标从空间上探究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功能效应。基于分形模型探究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的辐射效应。
（1）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指某一要素在区域上的集中程度，既能揭示
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又能表示在大区域中各同级别小区域的
地位和作用。运用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测算人口、
经济要素在大区域中的聚集程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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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担的功能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资源、经济、人口的过度集中导致中
心城区的交通、环境、城市承载力压力趋于极限，“大城市病”
问题日趋严重，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从国家层面看，通州是“国家城镇化示范区”、“京
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从北京市层面看，通州是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途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
头堡，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地；从通州自身看，城市副中
心的建设给通州区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疏解非
首都功能，带动河北省廊坊市及北三县（三河市、大厂县和香
河县）、天津市武清区的城市发展，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主要职能（图 1）。

其中，Ri（Pop）和 Ri（GDP）分别表示 i 地区的人口地理集中
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Popi、GDPi、和 Si 分别表示 i 地区的常
住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区域国土面积。
（2）不一致性指数
人口和经济不一致性指数 I 可以反映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存
在的空间分布不一致性特征，用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
度的比值来衡量人口经济空间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式如式 3：
（3）

I=

（3）ESDA 分析
空间自相关可理解为位置相近的区域具有相似的变量取
值。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可以研究某一属性值在空间格局中
的分布特征。学术界从不同研究方向总结出一些度量空间自相
关的方法，使用最多的是“全局莫兰指数 I（Moran's I）”[17]，
计算公式如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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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Xj 分别为区域 i、j 中的观察值；x 为各区域观察值
的平均值；Wij 为二进制的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定义空间单元的
相互邻接关系；n 为研究区域单元的总数。莫兰指数 I 的值一
般介于 [-1,1] 之间，大于 0 表示正自相关；小于 0 表示负自相关。
如果莫兰指数 I 接近于 0，则表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
空间自相关。
（4）分形技术分析
根据前人的研究可知，分形技术对揭示区域城乡聚落体系
的空间分布及分布特征有极大的科学意义，因此，本文应用分
形技术进行区域中心地空间格局的研究。计算公式如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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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区位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
通州的空间功能布局体现出良好的创新架构。通州 “一带一
轴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其中，
“一带”指基于大运河的
生态文明带，
“一轴”指沿六环路形成的创新发展轴，
“多组团”是
依托水网、路网和绿网形成的 12 个民生共享组团（图 2）。
（1）构建蓝绿交织的运河生态文明带
大运河千年流淌，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而且孕育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历史机遇，
通州重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加大保护运河沿岸文物和环境治
理力度，保护运河沿线古建筑群及恢复北运河历史景观，清理
河道淤泥，实现运河通航。通过历史文化保护和河道环境治理，
构建蓝绿交织的运河生态文明带，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
河文化标识区。
（2）联结多功能中心的创新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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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通过“区办市管”、“托管”等管理模式有效提升通
州区的医疗水平。北京友谊医院、东直门医院、新华友谊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等三级医院入驻通州，形成四大区域医疗中心。
交通网络建设方面，加强通州与中心城区、航空港、京津冀间
的轨道交通和公路网的建设力度，形成“七横三纵”的轨道交
通线网和“五横两纵”的高速公路、快速路网络，为打造城市
副中心半小时交通圈奠定基础（图 3）。

图 2 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多组团”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基于通州规划数据绘制

沿六环形成的创新发展轴由北向南加强了通州的联结功
能。向外纵向联系北京朝阳、大兴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
新机场；对内串联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行政办公区、城
市绿心、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等多个功能中心。文化产业创意特
色鲜明。至 2017 年底，通州宋庄地区居住着 5000 多名艺术家，
形成了全国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艺术家群落。凭借原创艺术
的积淀和区位、规划、资源、人才等优势，宋庄成为文创核心
产业的基地，与环球影城联动，以运河生态文明带为支撑，集
聚和提升高端文化要素，打造原创艺术产业创新实验区。
运河商务融通城市。通州已建成的地下环遂工程可有效缓
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生活环境，完善市政管理体系，为实现
城市的高效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娱乐产业提升国际化水平，
环球主题公园将把萧太后河打造成一条集文化和生态环境的景
观水道，未来，它将成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购物、住
宿于一体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有助于提升通州的国际化水平。
（3）打造分工明确的多组团城市社区
通州采用多组团空间结构，依托水网、路网和绿网形成 12
个综合性的、分工明确的民生共享组团。组团内将配备医疗设
施、绿地公园、学校、购物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方便组团内
部人们的生活，同时打造各组团一刻钟生活圈，建设职住平衡、
宜居宜业的城市社区。
（4）完善教育、医疗和交通基础服务设施
通州的教育、医疗和交通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通州全力打造教育“大三环”布局，通过引入区外名校、培育
本地优质品牌学校等措施提升教育质量。其中，行政办公区内，
已引进皇城根小学、四中等中小学资源；通州新城区引入包括
史家小学、育才学校、人大附中、实验二小等名校。在医疗建
设方面，通州采用就地升级和引进办医等方式提高全区医疗服

图 3 通州区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效应分析
3.1 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中度
本文对通州区 2012 年、2016 年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
地理集中度指数进行测算。通过对人口和经济数据归一化处理，
将地理集中度指数分为四级，分别是一级聚集区（0，0.55]、
二级聚集区（0.55,1.10]、三级聚集区（1.10,1.65]、四级聚集区
（>1.65）。
（1）疏解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从北京层面来看，2012~2016 年，北京市人口分布均呈以北京
主城区为中心，人口聚集程度向外层不断聚集的趋势。自 2012 年
提出建设城市副中心后，首都区的人口聚集度指数呈下降趋势。
人口集中度由 2012 年的 10.33下降到 2016 年的 9.98，中心城区人
口呈现向通州区、大兴区、顺义区和昌平区等地分流趋势。从经济
集中度来看，
通州区的经济地理集中度变化最大，
由 2012 年的 0.46
增加到 2016 年的 0.49，增长了 0.03，说明建设城市副中心对通州
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虽然增幅不大，但随着城市副中心
的发展，通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得到显著提高，通州在承担疏
解北京人口和经济功能上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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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2 年人口地理集中度

（b）2016 年人口地理集中度

图 4 2012、2016 年北京市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通州发展水平快速提升
从整体集聚程度看，通州区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
中度呈以通州区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集中指数最大，随着距中
心地距离的增大，集中度呈递减趋势。
人口地理集中度格局分布。2012~2016 年通州人口地理集
中度在空间上均呈以副中心为中心的环状逐层递减的聚集趋势
（图 5）。永顺镇人口地理集中度增加最大，由 11.17 增加到
12.5，梨园镇次之，由 2012 年的 5.56 增加到 2016 年的 5.92，
潞城镇、张家湾镇人口集中度增幅都在 0.05 左右。整体来看，
通州区人口聚集呈上升趋势，以政府驻地和新城为中心的人口
集聚明显，该区域是宋庄文创区、行政中心、城市绿心和环球

（a）人口地理集中度

影城的集中区，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关系协调，人口的稳
定增长为通州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经济地理集中度格局分布。通州区的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
趋势和人口基本一致，二者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但极化效应明
显大于人口（图 5），形成以新区和老区为中心的经济集中度
高值片区。位于运河文化带的梨园镇、潞城镇、张家湾镇、西
集镇、马驹桥镇经济集聚度都呈增加趋势，增幅在 0.2 左右，
依托运河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支持，该区域经济呈
增长趋势；通州区南部乡镇经济集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增幅
较小。通州区各乡镇的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指标既有关联又
有差异，部分乡镇的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趋势不一致。具体
表现为人口地理集中度指数大于经济地理集中度指数，如台湖
镇、张家湾镇和西集镇等。
3.2 人口与经济极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不
一致指数进行分析。不一致指数综合考虑了区域的人口、面积
和生产总值，基于前人的研究，将不一致指数划分为经济极化
区（0,0.25]、经济超前区（0.25,0.75]、协调发展区（0.75,1.25]、
经济滞后区（1.25,1.75]、经济落后区（1.75,20]5 个区间。其中，
经济极化区和经济超前区为经济聚集超前于人口聚集，协调发
展区为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区和经济落后
区为经济聚集落后于人口聚集。当 I=1 时，表明该区域经济和
人口地理集中度水平相同，处于相对协调状态（图 6）。
2012~2016 年，处于经济落后区的乡镇数量从 6 个减为 4 个，
说明通州区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经济聚集能力大于人口聚集能
力，通过经济发展带动了人口增长。通州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北
部地区，宋庄镇、永顺镇始终属于经济极化区；2012~2016 年，
潞城镇实现了由经济协调区向经济超前区的转变；张家湾镇由
经济落后区演变为协调发展区，受益于环球影城项目的实施；
梨园镇、张家湾和潞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通过
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人口集聚，实现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和环境
优化的统一。
不一致指数越小，说明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于人口集聚
水平。从不一致指数上看，在经济超前区，梨园镇的不一致指
数出现明显上升，从 2012 年的 1.12 变为 2016 年的 1.35，说明
该地区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正在由经济集聚转为经济扩散；潞
城镇、张家湾镇和西集镇的不一致指数降幅超过 2，说明依托

（b）经济地理集中度

（a）2012 年

(b) 2016 年

图 5 2016 年通州区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

图 6 2012 年、2016 年通州区人口与经济分布关系地域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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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口局部空间自相关

B 经济局部空间自相关

图 7 通州区人口与经济局部空间自相关 LISA 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乡镇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3.3 通州区内部相关性分析
在研究某一属性值在空间结构中的集聚和离散状态时采用
最多的是莫兰指数。利用 Geoda 得到通州区局部 Moran 指数的
LISA 图（图 7）。
通州区人口聚集在梨园镇呈“高—高”正相关关系，在漷
县镇呈“低—低”正相关关系，台湖镇呈“低—高”负相关关系，
其他乡镇间无相关性（图 7A）。城市副中心对人口聚集起正
向促进作用，随着新区建设，梨园镇、永顺镇、宋庄镇的人口
集聚将带动张家湾镇、潞城镇、西集镇、台湖镇的人口集聚。
由经济局部空间自相关图可知，梨园镇处于“低—高”关
系，与之相邻的城市副中心所在区域、台湖镇和张家湾镇的经
济发展水平高于梨园镇；宋庄镇、潞城镇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但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图 7B）。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对带
动通州区北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随着城市副中心的
完善和发展，其功能辐射范围将覆盖通州全域及北三县（大厂、
三河和香河）和武清、廊坊。
3.4 北京城市副中心对京津冀的辐射效应
应用分形技术进行区域中心地空间格局的研究。由表 1 知，
二级中心地、三级中心地和四级中心地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分
维，其中，二级中心地的分维值是 1.432，属于空间结构比较
紧凑的类型，说明以通州为核心的二级中心地体系发育比较完
善。三级和四级中心地分维值分别为 1.007,1.05，从整体来看，
其维数比较偏低，说明这两级的中心地空间结构比较松散，中
心地体系发展不完善，没有形成合理的空间体结构。

业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尽管现阶段通州相对于主城区的空间结
构处于不稳定的空间系统，但随着政策的落实和相关建设的不
断完善，该系统将不断向完整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二级中心地空间结构紧致合理。二级中心地的分维值为
1.432，说明二级中心地是比较完整的空间系统，系统内部之间
的相互抑制作用较小，空间结构较合理。北京市的磁力效应会
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但天津市距离北京市有一定的距离，且
天津市有自身完善的工业系统、经济基础、基础设施都很完善，
城市自身可独立运转。廊坊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北
京和天津的中间地带，同时受到北京和天津的共同作用。因此，
二级中心地体系的空间结构较为合理。
三、四级中心地空间结构松散。三、四级中心地的分维值
分别是 1.007 和 1.05，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省边缘地带和南部
地区，受北京和天津的带动作用较小，都体现出中心地空间结
构松散的特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扩大京津的大都
市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建设雄安新区将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
（2）京津冀地区中心地体系空间图景构建
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心地空间图式对称分布将出现非对
称性，即对称破缺问题。在研究中心地空间图景时有必要对复
杂的、有破缺的空间图景进行必要的修复，提取出主要的空间
要素，完成对空间图景的构建。在实际处理过程中，遵循地域
临近原则将近域城镇作归一化处理，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对空
间图景进行修补，最后对修补后的图景进行抽象化处理，形成
具有实际意义的空间图景。

图 8 京津冀地区中心的体系空间图景（修复前（左）与修复后（右））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1 京津冀地区四级中心地体系的分维值
体系

中心城区

二级中心体系

三级中心体系

四级中心体系

n

13

4

9

14

（n）

12

3

8

13

D

2.247

1.432

1.007

1.05

R²

0.997

0.676

0.766

0.8365

注：表中 n 为总中心地数目，（n）为标度区内点数，一般（n）=n-1，为测定系
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中心地空间关系基本特征
主城区中心地空间极化。北京人口密度很大，对周边区域
具有极强的磁化效应，大城市病严重，处于空间极化状态，主
城区中心地的分维结果（2.247>2）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央商务
区（CBD）集中于主城区，而中心城区的土地稀缺性阻碍了商

从原始图景中可以看出：一级中心地为北京市主城区所辖
区。二级中心地为围绕通州形成以北京主城区、廊坊和天津为
顶点的三角形空间网络模式。三级中心地由一个完整的五边形
和其他不规则系统组成。四级中心地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
没有形成以通州为核心的闭合多边形空间网络。
在原始空间图景基础上，根据空间图景修补原则和方法，
将原始图景的范围扩大，使多边形网络延伸到临近区域，突破
行政区边界的约束。同时，考虑新建的雄安新区的定位及其职
能，对其辐射效应进行分析。为了尽量实现中心地服务功能的
均等化，修补对称破缺问题，将廊坊升级为一级中心地，将雄
安新区（雄县、容城县、安新县）、沽源县、张家口、承德、
唐山升级为二级中心地，将蔚县升级为三级中心地。据此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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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京津冀地区一级中心地、二级中心地、三级中心地系统的空
间图景将呈现出相对理想的六边形和四边形结合的空间图景
（图
8）。通州、天津和雄安新区（升级后）组成等边三角形的三
个顶点，以各自为中心带动更低一级的中心地系统发展，有效
带动了河北省南部城市的发展，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
作用。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1）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承接非首都功能上初见成效。从
地理集中度看，北京市的人口和经济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中心城
区向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等周边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人口
和经济的集中度变化存在差异。其中，通州区的人口地理集中
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都高于其他区，此外，在人口—经济极化
变化中，通州区表现出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的
变化趋势。
（2）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带动了通州区的快速发展。通
州区形成了“一带、一轴、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完善的教育、
医疗、交通设施保障了人口与经济的稳步集聚。呈“高—低”
相关性的通州北部区域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作用强，而“低—
低”相关性的南部区域对周边地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作用有待
加强。但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其辐射范围将覆盖通州全域、
天津市武清县和河北省北三县（大厂、三河和香河）。
（3）北京城市副中心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城市副
中心和河北省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翼”，构建“一
核、双城、两翼、三轴、四区、多节点”京津冀区域空间格局，
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将有效带动河北省南部
地区的发展，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4.2 建议
（1）完善管理机制。通州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土地，
土地利用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布局、开发效率及环境质量。因
此，在城市建设中，应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合理规划土地，
提高土地综合使用率，兼顾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协调人口集
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为通州形成合
理的城市发展空间奠定基础。
（2）建立关联耦合性。通过一条主线将城市发展各要素
有序组织起来，形成循环流。通州已完成企业、教育科研机构、
金融机构和生活功能区的空间部署，还应注重对其学习空间、
研发空间、生活生产空间等不同功能的空间重组，使其在空间
布局和内在联系上具有较好的关联性。通过不同区域空间的相
互联系，加强各要素间的联系，深化交流与合作，实现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
（3）通过经济发展带动人口集聚，实现人口集聚的经济
导向性。目前，通州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存在空间分离的现象，
通州北部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人口集聚程度，而南部地区相反。
因此，依托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加强对南部区域的经济建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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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使人口集聚的经济导向性，减小人口与经济的分离程度，
实现通州全域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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