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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新年第一天，北
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召开第 14 次全体会
议，学习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新年贺词，听
取关于城市副中心 2020 年固定资产完成
情况及 2021 年投资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
等。北京市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主持。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新年
贺词，指出，新年贺词高度凝练回顾了极
不平凡的 2020 年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
果，充满激情、充满信心、激励斗志，为我
们指明了方向。新年贺词是鼓舞人心的
奋斗旋律，号召我们要继续奋斗，勇往无

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我们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推动城市副中心建设实现新跨
越、夺取新胜利，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

会议听取了关于城市副中心 2020 年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及 2021 年投资计
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指出，通过一年的努
力，城市副中心 2020年交出了一份高质量
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城市副中心在全市发
展盘子中占据重要分量，新年伊始，万象更

新，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十二届
十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各工作专班要加
强统筹调度，做实项目储备，夯实前期工
作，加强成本管控，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
要早谋划、早动手，紧盯新开项目，盘活闲
置资源，保开工、保投资，狠抓一季度、狠抓
一月份，确保开好局，实现开门红。

会议听取了关于 2021 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有关情况的汇报，
指出，2020年，城市绿心正式开园，环球主
题公园和广渠路东延工程进展顺利，三大

公共建筑、东六环路入地、副中心交通枢
纽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2021年，要
继续聚焦重大项目，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确保完成重要功能节点建设任务。抓好
环球主题公园、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
特色小镇、台马科技板块等重大工程建
设，始终保持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的好
势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曾赞荣，城市副中心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工程办主任王承
军参加。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召开第14次全体会议

学习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新年贺词
研究城市副中心2021年投资计划安排

隋振江主持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
2020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
党北京市通州区第六届委员
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十二届十
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总结
2020 年工作，研究部署 2021
年任务。区委常委会主持会
议。区委书记曾赞荣讲话。

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常委
会 2020 年的工作。指出，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之年，是“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更是我们顶住疫
情前所未有冲击、持续推动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极不
平常的一年。一年来，区委
常委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
不移把方向、谋大事、抓党
建、保平安，狠抓各领域工作
落实。通过全区上下共同努
力，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持
续发生积极深刻变化，生机
勃发的良好态势得到巩固和
发展。在全力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同时，持续推进副
中心控规落地实施，城市框
架有序拉开；紧抓中心城区
功能疏解机遇，化危为机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
进城乡精细化治理，人居环
境和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坚
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成色更足；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群
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扎
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全会认为，中央相继召
开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两次
会议都具有定向领航、谋篇
布局的重大意义。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结合
起来，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推动中央、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副中
心形成生动实践。

全会认为，城市副中心已经进入大力推进城市框架基本成
型、持续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唯有持续提
高站位、立足长远，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总书记为副中心擘画的宏
伟蓝图变为现实；唯有善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才能更加有效地
把副中心的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唯有始终专心致志、精益
求精，才能科学全面地把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贯穿到各领域工作
中。为此，我们要坚持服务大局，显著提升示范带动力；坚持特色
发展，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显著提升服务群
众能力；坚持改革开放，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坚持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显著提升干部队伍战斗力。

全会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是深入落实副中心控规、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具有
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2021年的各项工作非常重要。（下转2版）

古桥寻踪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桥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修建了数以万计奇巧壮丽的桥梁，这些桥梁横跨在山水之间，便利了交通，装点了河山，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北京地区也曾建过许许多多石桥、木桥、拱桥。北京的古桥数量多，名气大，故事也不少。比如永通桥的“长桥映月”就是“通州八景”之一，在永通桥曾发生过两次中国人民抗

击外敌入侵的战斗。第一次为咸丰十年，清军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第二次为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此展开了激烈战斗。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水资源丰富，水系众多，桥梁更是值得一说。

韩国生

在张家湾南城外，萧太后河上有一座历经沧桑的石桥，当
地居民称其为萧太后桥。此桥原为木桥，因地近码头，南北客
货悉经此桥，经年累月，不堪重负，明神宗敕建石桥。万历三
十一年(1603年)正月动工，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赐名

“通运”，因此其正名是通运桥，而萧太后桥之名是 1949年后
形成的称呼。

其实，通运桥不但和萧太后没有关系，反而是和明朝万
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关。该处原为木桥，明万历三十年
（1602年），内监张华奏请改建石桥，并建福德庙与文昌祠镇
之。因万历帝生母李太后是通州人，且“李太后更以菩萨自
居，在京城广修寺宇”，此庙是建在她的家乡，兼之修桥乃是
件大功德，不但很快得到批准，李太后还捐了大半修庙之
资。桥建好之后，桥北城楼肆市，桥南人家烟火，船行桥下，

人走桥上，无异江南水乡。
通运桥为南北走向，桥身平直，桥下有三孔，中孔最大为

9米，两侧券孔为 7米，桥体全长 43.3米，桥宽 10米。桥身两
侧都是一色的青砂岩，18根望柱上有神态各异、雕工精美的
石狮子，19块护栏板上雕有寓意“保佑平安”的宝瓶状浮雕。
中孔两边上方的镇水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两面的水势。经过
数百年的车轧马踏，桥面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车辙，更显古桥沧
桑。桥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桥的结构还算完整。

通州的桥还有很多。比如弘仁桥在明朝为九孔大石桥，
皇帝赐名曰“弘仁”。但是，当地百姓却习惯称其为马驹桥，并
流传至今，马驹桥也就成为正式的地名了。那马驹桥之名又
由何而来呢？原来，宏仁桥所在之地是朝廷放养崽马之处，管
理崽马的军民在凉水河南岸建立了村落，并取名“马驹里”。
当时河上搭设了一座简易的木桥赖以南北通行，此桥因“马驹
里”而得名“马驹桥”。明英宗于公元1465年下令把马驹桥由
木桥改建为九孔石拱桥，并亲赐“宏仁”桥，可老百姓仍习惯称
之“马驹桥”。

通州还曾有座“卧虎桥”，正名为“通济桥”。通济桥位于
通惠河口以西约百米处，原是一座木桥，万历六年，工部郎中
李熹奏请朝廷出资把木桥改建为石桥。建成之后，万历皇帝
取道路贯通官民受益之义，赐名为“通济”。通济桥是南北向
的三孔联劵平面石桥，长约21米，宽约6米。桥上护栏端首处
雕有戗栏兽，均为猛虎，作卧伏状，形象威武。于是，
当地人就把此桥称为“卧虎桥”。如今，此桥只剩下
石桥基础遗址，“卧虎”已不知去向。

中国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设置史上，只有两处是专因皇
家游猎而建制的，它们一个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围场县，另
一个就是今属北京市通州区的漷县。

漷县古为镇，后升为县，元朝再升为州，明降为县，清降为镇，民
国再降为村。在中国的行政区划设置史上，漷县的经历绝无仅有。

漷县地域有大片湿地，现在称为延芳淀湿地。延芳淀湿
地在辽代时涵盖今漷县、廊坊边缘、采育、马驹桥、大羊坊、台
湖镇一带，方圆百里，水面开阔、苇塘茂密，每到春秋两季，天
鹅、大雁、野鸭聚集。辽朝将延芳淀设为皇家苑囿。

明正德初年（1506 年），漷县筑土城。嘉靖二十二年
（1543年）扩建，始有四门，但很低矮。东门外漷河分流支汊（即
港沟河）历来无桥可通，来往行人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河，每逢大

雨洪水，常船翻人亡。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武清县王善人在北京做厨工，他

有次乘船渡河回乡，船在河心被水浪掀翻，同船之人死于洪水急
流之中，他则幸免于难。从此以后，他发誓建桥，但尽其所有也
不够，便多方募捐集资，终建石桥一座，称漷县东门桥。1958年，
桥北大片洼地辟为水库，桥洞用砖砌堵。后来桥北新路调直，成
为柏油路，此桥停用至今。1985年9月，漷县东门桥定为通县文
物保护单位，并立文物保护标志。

东门桥全长 44米，宽 7米，为平面石桥，用花岗岩石细磨
精筑。桥面顺铺条石，两侧原有石栏，方头望柱，栏板素面光
洁。13间方孔，高2米而略有余，没有分水石和镇水兽之类东
西，长方石块所砌雁翅，一陡三伏，今桥面尚可通行。

永通桥即八里桥，因东距通州八华里而被百姓俗称八里
桥。如今地铁八通线、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路都从八里桥边
经过，每天人来车往，川流不息。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八月，建通州八里庄桥，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督工。”又据《通州志》：“八里庄桥即永通
桥，在普济闸东。正统十一年敕建，祭酒李时勉作记。”

由此可见，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南北走
向，横跨通惠河，为石砌三券拱桥。桥用花岗岩石砌造，中间
有一个大跨度的桥拱，可通舟楫，两边各有一个小型的对称桥
拱，呈错落之势。桥长50米，宽16米，桥上的每块石头之间嵌
铁相连，十分坚固。桥墩呈船形，前端有分水尖，尖上安装三
角形铁桩，在桥墩和桥拱的水位线处加固了一圈腰铁，用此预
防春天解冻时冰块的撞击或夏天时洪水、过往船只的碰撞。
桥建成之后，正统皇帝亲自赐名“永通”，历经500余年风风雨
雨，至今丰采依旧。

通惠河是明清时期京城的主要运粮通道，运粮船只多是
帆船，因而八里桥中间的桥拱建得非常高，最高处有8.5米，宽
也有6.7米，这样的设计很实用，来往帆船可以直接通过，这种
桥拱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它的石雕装饰也很美，在32块汉白

玉护栏板的望柱上都雕刻有造型各异的石狮子。另外，在桥
的东西两岸各有一只趴在岸边的镇水石兽，虽历经多年风雨
侵蚀，但姿态仍然威武雄健。

八里桥是进出京师的要塞，又控制京通的粮道，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历史上八里桥景色优美，有“长桥映月”之誉。长
桥当然指的是八里桥，映月则指中秋之夜时，三孔桥洞中各
映着一轮明月，皎洁的天空中月如银盘，清清的河水中月影
浮动，水月交辉，衬托着洁白如玉的长桥，使人疑在画中。

通州曾有三座浮桥
北京的桥有很多，种类也不少，但浮桥仅建过三座，且均位于通州大

运河上。
明代以前，通州城东的大运河上一直没有建过桥梁。周边人们穿越运

河时，都是靠船只摆渡，遇水深流急时，常伤亡惨重，运兵运粮运饷都很不方
便。辽金时期，该段河道曾建木桥，但到了雨季河水泛滥，木桥常被冲毁。

明初，大将徐达镇守北平，为增强北部边防，他下令在通州城东门外大
运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但是，通州城北关处同时有四条河流汇入运河，夏
季河水暴涨，木桥又被冲毁了。于是毁而复建，建而复毁。如此循环往复，
劳民伤财。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北平布政使司左参政周伟建议用60余艘旧漕船
顺河编联在一起，建为船桥，浮在河面上，上铺木板以便通行。巡抚洪锤遂设
船建浮桥，浮于白河之上，以利通行。因船桥浮在河水上，所以称作浮桥。通
州先后有三座浮桥，一在城东白河上，一在东北温榆河，一在东北白河之上。

宣德四年（1429年）九月，明宣宗朱瞻基对工部尚书吴中说，天气渐渐寒
冷，白河（今北运河）等处的行人很难涉水过往，应该建筑桥梁，方便通行。
吴中回奏说，白河水深、沙溜，造桥实在难以成功，还是适宜用船只联排为
桥，所需物资都由通州地方筹办，浮桥的治理也由通州负责。明正统元年
（1436年），浮桥负担太重，建桥所用的船只都已破烂不堪，不能再修复使用
了。工部就改用快船和准备到南方运砖的船只搭建浮桥。

一直到明末清初，该处都使用浮桥。但是，在明嘉靖七年（1528年）后，
浮桥以北修建了多处码头，漕船到达通州时，如何通过浮桥呢？想来应该是
有解索撤船的装置。

清朝将浮桥移往北门外，每年由户部拨发修理桥船的经费。清初设桥船
五十艘，通州派船夫 40人，每人每月给米七斗五升。后改为船 22艘，分东
西两道，桥夫 20人，月给工银九钱七分五厘。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
水大涨，两岸堤坝冲刷严重，原有的 22艘船已不够用，只好另加船 18艘。

通州的浮桥分里桥外桥，船随水势涨落，因船只互相连接而不致冲翻冲
跑，人车驴马、百货商客均可通过，可以说既经济又省时，比摆渡要强多了。
民国初年，浮桥被撤除，恢复了摆渡。解放以后，运河上建起水泥新桥，浮桥
成为回忆中的往事。

土桥藏于居民区中
大家都知道，地铁在通州有个土桥站，站旁有土桥村，此处因何得名

呢？概因运河上曾有一座桥梁，名为广利桥，桥面灰土填垫夯实，日夜车马
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这就是土桥村的由来。当
然，如果大家现在去寻找，肯定是找不到土桥了，因为运河改道后，土桥逐渐
失去作用，后来更是被填埋于地下，只有一只镇水兽尚在地面上。

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主持修浚通惠河。通惠河建有二十
四座闸，最后两道广利上闸和广利下闸都在张家湾界内。

元代通惠河繁忙之时，漕运枢纽张家湾地位重要，尤其是通惠河水量不
足之时，北上货物都要在张家湾的码头卸货，再通过陆路转运到北京和通
州。为便于人车通行，通惠河咽喉必经之地修有一座木桥以供通行，因木桥
靠近广利闸，所以得名广利桥，民间则俗称为土桥。明初，土桥改建为石桥。

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天津人王凤重修土桥。桥呈南北方向，跨
元代通惠旧河之上，独券平面，长11米，宽5米，侧设石栏、望柱，栏板浮雕几
何纹，东南向有石雕镇水兽，长1.5米，宽80厘米，卧伏昂首，扭头怒视，大角
犀利，护桥镇水。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后，张家湾附近河塘收缩，运河被
淤水浅，码头没落，随着海运与铁路的兴起，土桥渐被遗忘废弃。

为何土桥的镇水兽只剩下一只了？这里还有个民间传说。相传土桥边
的庙里供奉关老爷，有老百姓向关公反映，总有人破坏稻田，影响产量，求他
帮忙护田。到了晚上，关公提着青龙偃月刀巡视，发现正是两只土桥的镇水
兽在作怪，它们在稻田里放肆玩耍，把庄稼都给破坏了。于是，关公以刀相
拼，其中一只镇水兽被拦腰砍伤，托着伤体回到桥旁，另一只见状逃之夭夭，
再也没回来过，所以此处就只有一只镇水兽了。当然，民间传说只是谈资取
乐，并无可信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土桥和镇水兽曾被列为（通县）县级文保单位，现在不仅
是通州区级文保单位，也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登记文物。土桥村已成为
现代化的小区。在小区 7号和 8号楼之间的砖石地面上，卧着一尊 2.3米长

的青石巨兽，背披鳞片、长尾回蜷，有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它就是
土桥的镇水兽。镇水兽的西北侧有两段条状石头，高出地面约10厘
米，行人很难注意到，偶尔看到，还以为是马路牙子呢。而这两段条
状石头，就是通州土桥的桥栏杆，其余部分都埋在地下了。

王善人修建了 县东门桥郭氵

永通桥有“长桥映月”之美

萧太后桥实名“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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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通桥永通桥（（摄于摄于18601860年年））

永通桥俗称八里桥永通桥俗称八里桥，，至今已有至今已有500500多年历史多年历史。。

位于萧太后河上的通运桥位于萧太后河上的通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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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实施方案》发布

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国际金融港”“国际设计小镇”品牌

●放大政策叠加效应
●用足用好相关政策
●加强产业发展资金要素保障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实施方案

2大发展区域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
州组团包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
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10.87平方公里

建设全球
财富管理
中心

8大重点举措

研究探索
绿色发展
先进模式

推动金融
领域创新
实践

建设国际
一流设计
小镇

推动设计
小镇创新
实践

打造高
端服务
业集群

构建创
新 型 综 合
保障体系

建立京
津冀协
同示范

4大保障措施

01 组织保障

●推进机构调整
●加强国际合作
●深化区域联动

02 服务保障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实施精细精准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

风险防控

03 空间保障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环境
●完善商业配套设施

04 政策资金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薇）记者从通州区“两区”建设工作办公
室了解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
州组团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近日发布。《方案》聚焦运
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两大区域建设发展，重点打造“国
际金融港”和“国际设计小镇”品牌，提出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
心、研究探索绿色发展先进模式、推动金融领域创新实践、建
设国际一流设计小镇、推动设计小镇创新实践、打造高端服务
业集群、构建创新型综合保障体系、建立京津冀协同示范八大
重点任务。

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中国（北
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以下简称通
州组团）建设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要求，积极建设
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探索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全面开放，努力把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为全球财富
管理中心、绿色金融示范先行区、首都对外开放新样板、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开放新高地，为推动首都形成更高水平的
开放发展格局作出通州贡献，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
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着力打造自由便利的经济要素流通环境和高效率、低成
本的经济主体经营发展环境。经过三年左右的探索实践，到
2023年末，基本形成高端金融要素集聚、科技创新生态活跃、
专业服务配套完善、设计产业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开放多元、
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宜居宜业生活环境初步形成的总体局面。

根据《方案》，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
片区通州组团的区域范围包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
湾设计小镇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 10.87平方公里。通州组
团将围绕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研究探索绿色发展先进模
式、推动金融领域创新实践、建设国际一流设计小镇、推动设
计小镇创新实践、打造高端服务业集群、构建创新型综合保障
体系、建立京津冀协同示范八大重点任务展开建设。

1、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支持开展跨境金融服务。推动符合

条件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在通州组团
设立区域总部开展跨境业务。积极争取
在通州组团实施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
化试点。

研究探索跨境投资和理财新机制。
积极争取在通州组团开展本外币一体化

试点。研究探索依法合规地通过市场化
方式设立境内外私募平行基金。推动通
州组团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相关规定及企业需求
为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衍生产品等业务。

塑造大财富管理生态圈层。研究出
台专项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动
金融机构与专业机构协同开展投资者财
富管理教育等活动。

打造以公募 REITs 为特色的资管集
聚高地。积极争取将通州组团作为公募
REITs的先行先试区域。

打造“国际金融港”品牌。在通州组
团打造1至2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论坛品
牌。在通州组团建设北京自贸试验区展
示中心。推进网站建设，加强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境内外招商宣传推介。

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积极完

善公证、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
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

2、研究探索绿色发展先进模式
积极争取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

交易中心。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积极
争取推动全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中心
设立。（下转2版）

□新闻链接 八大重点任务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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