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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前， 老贺刚刚搬进了北京
延庆县城南部新买的商品房。

“我买的是顶层，90 平方米花了
100万元。 上面还有个阁楼， 没算面
积。 ”老贺告诉记者。

老贺的儿子参加工作已经 3 年，
马上面临着结婚，没有房子，很难找得
到对象。 老贺倒是很理解儿子，“城市
中的贫民比农村孩子更难找对象，必
须要有房子。 ”

老贺倾其半辈子的积蓄用全款为
儿子买了这套房，除了儿子结婚用，老
贺和他的老伴在冬天也会在这里住。

延庆县的房价在 10年间，从每平
方米 2000 元左右涨到了每平方米 1
万余元。

“早知道现在房子这么贵，早些年
就应该买了。”老贺的话代表了不少延
庆百姓的心声。

在众多延庆人的心里， 在城里有
套房子的梦想， 并没有因为房价的高
涨而破灭，反而愈加浓烈。保障性住房
成了不少延庆县农村人实现房子梦想
的渠道。

距离老贺新房 8公里左右的一个

村庄， 村子里有一对年轻夫妻正在庆
祝着， 因为他们通过摇号申请到了一
个 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男主人告诉记者：“从资金角度考
虑，这比买商品房能便宜一半多。首付
是双方父母给出的，我们还房贷。 ”

尽管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在县城中
心，而是在县城边缘上，但在这一对夫
妻的心里，已经认为自己“进城”了。

2007年至今， 延庆县住建委累计
建设完成 991套保障性住房。延庆县去
年有 592套保障房竣工， 其中经适房
207 套，限价房 348 套，公租房 37 套，
超额完成北京市政府下达的竣工任务。

延庆县住建委称， 全年共为 508
户保障房审核通过家庭实现了配售，
超额完成 317套的配售任务。目前，已
累计解决备案家庭比例为 60%， 尽管
延庆县在保障房上下了很大的力气，
但房子仍然不够用。

延庆一家房地产中介告诉记者，
延庆前些年开发的商品房楼盘比较
少，而结婚要买房的人比较多，导致房
价不断上涨， 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一般
在每平方米 8000元到 1万元左右，新
房普遍在每平方米 1.2万元左右。

而在去年， 延庆县城镇居民人均

家庭总收入为 31611元。
在房源不足且价格偏高的情况

下， 小产权房出现了， 不少人趋之若
鹜。 国土部在去年查处了延庆县一起
违法建设小产权房案件， 国土部通报
称，2010 年 5 月， 延庆县张山镇上郝
庄村委会与北京广泽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 由上郝庄村委会提
供村委会办公用房、 村民宅基地和村
集体建设用地， 北京广泽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提供资金， 合股成立股份经济
合作社。此后，上郝庄村委会在未取得
任何批准的情况下， 违法占地动工建
设。 截至 2011 年 7 月， 共违法占地
113.63 亩， 主要为集体建设用地、林
地，建设楼房 51栋。

国家对小产权房的严厉打击让人
们对小产权房的热情有所降温。

一位正打算买房的人对记者侃侃
而谈：“延庆的房价应该会降一点。 首
先，延庆房价降价比市区要迟滞一些；
其次，房地产调控政策还是很严厉的，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炒房。此外，
延庆的储备土地还是有一部分的，多
开盘几个小区，房价就会降一些。 ”

对于年近 60岁的老贺来说，还是
农村的平房住着舒服。

房价难大跌：还是到城里去！
本报记者 张龙

2月 17 日，在迎来春节返程高峰
之际， 北京等地再次迎来雾霾天气，
对于生活在这个都市的人们来说，一
切都显得见怪不怪了。 在过去的 1月
份，雾霾天气已经 4 次侵袭京城。

天通苑小区，北京近郊最具规模
的住宅区，居住着 30万人。 像天通苑
这样环绕在北京主城区周边小区或
者小城镇还有很多，这里的居民在享
受着首都周边种种便利的同时，也在
“分享着”雾霾天气。

住在天通苑东一区的刘先生对 1
月份雾霾天气心有余悸。“我凌晨 4
点多出门，明显能感觉到有雾，在路
灯下，不远处的塔楼只能依稀看到影
子。 而到了朝阳区与昌平区交界处，
雾气越来越大，近在咫尺的斜拉桥被
浓雾包裹隐约可见。 浓雾将路边的高
楼遮掩的严严实实， 啥都看不清楚，
找不到参照物，也就是仗着我道熟摸
回了家。 ”刘先生说。

刘先生刻意对记者强调：“出门
别忘了戴口罩。 ”

清华大学的一份《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环境分析》 报告称， 中国 500
个大型城市中， 只有不到 1%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

城镇化不是城市化
北京近郊的城镇和大型居住社

区俨然已经和市区紧密地结合在了
一起， 这导致了北京市区不断扩大，
人口激增。

“我觉得搞城镇化应该在离北京
市区稍远一点的地方搞，离北京市区
太近，最后又变成城市的附属品了。 ”
刘先生说。

距离北京 70 多公里的郊区延庆
县在此次雾霾天气的侵袭下幸免于
难。 距离北京市区远，且重视环境，是
延庆县远离雾霾的“法宝”。

延庆在进行城镇化的同时，环境
保护工作并未放松。 在城区周边进行
的绿化， 有效地降低了 PM2.5 浓度。
据统计， 延庆县平原地区新增 23725
亩森林， 每天可吸收 1590 吨二氧化
碳，释放 1139 吨氧气，每年可滞留粉
尘 2401 吨。 截至去年 12 月，延庆二
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 307 天，占
全年总天数的 88%，为有历史记录以
来最高值。

为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在延庆县法院设立了首
家环境保护审判庭。

“如果像北京近郊的地区能够把
各种资源配置足，我们并不愿意大事
小情都去市区。 为了去市区办事，很
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买车。 ”刘先生说。

据北京市公布的数据 ，1/4 的
ＰＭ2.5 是“输入性”的，3/4 则是北京
地区“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
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尘、农业焚烧
秸秆等。 其中，汽车尾气大概贡献了
22%以上的份额。

《2012 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
报》 显示 ， 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20754.6 万辆， 已连续 3 年成为世界

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前中国汽车
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约为 160 克，欧
洲的目标为 95 克， 机动车污染已成
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有外媒评论指出，在北京四环之
外，除了本地动迁户外，基本上以新
移民为主，这些区域的市民可能不被
视为北京人，从而得不到服务。 人们
走出圈起来的住宅小区，面对的是一
种典型的中国城郊结合部的混乱状
态。 这里缺乏合理的市政规划、建设
和公共资源投入， 没有足够的幼儿
园、学校、医院以及方便的商业服务。
但是，由于市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资
源，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钱人涌入，
推高了中心地区的房价，这也祸及缺
乏公共资源而又脏乱差的郊区。

城镇化要考虑环境承受力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

研究员易鹏曾公开表示，持续时间很
长，污染程度严重的雾霾在成为热词
的同时，也将对新一轮的城镇化造成
一定影响。

易鹏认为， 造成雾霾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 今年以来，全国雾霾平均
日数为 1961 年以来第一高值，主要
原因在于今年冷空气较弱， 大风天
少， 大部分时间大气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使得污染物不容易扩散。 但
不可忽视的就是，机动车尾气，工业
项目众多，人口聚集过高，建筑能耗
过高都是推动这种严重雾霾天气的
原因。 由于雾霾造成的危害极大，那

么对于当前城市发展模式必须进行
反思和改变， 其中对于北京为代表
的一线城市的城市承载能力会提出
思考。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明
显加快，城镇化率以每年约 1 个百分
点的速度上升。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
镇化过程中，仍然片面追求外在的经
济效益， 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仍然
在走低效率、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
型经济发展道路， 从而导致人口膨
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
突出。

“此次雾霾天气， 会推动城镇化
过程中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会推动城
镇化过程中智慧、绿色、低碳城市的
建设步伐；会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对去
工业化的力度。 ”易鹏说。

城镇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 十
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有两
次，十八大报告中则多达七次。 城镇
化被看做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思
路之一。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
为，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 这
要求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和生产环
境，建立宜居、人性化的城镇，而且还
要考虑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使其
有充分选择的空间。

“对于当前的中国现状， 应该重
新定义城镇化的概念，不再单纯强调
农民简单的进城， 而是要就近城镇
化，即‘农村小区化’，也可以成为小
城镇化。 ”有专家称。

本报记者 张龙

雾霾下的城镇化

近日，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提升监管水平，营造安全
放心食品环境。 一是扎实落实便民工程，做好网上食品流
通许可工作。 2012年， 分局网上受理食品流通许可共计
1177 户，全年共核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3162 户，其中企业
1608 户，个体 1554 户，实施现场核查 1782 户。 二是深
入开展抽样检测工作和实验室资质认证工作。 2012年分
局共抽检食品样本 1571 个，同时，分局还配合其他省市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组织的奶粉中三聚氰胺、玉
米粉中铅、果汁中苯甲酸等三个项目的测量审核工作。三
是推进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进程， 建立食品安全长效监
管机制。2012年，区食品办组织各职能部门组织联合执法
351 次；检查农产品基地 67 个（次），建筑工地食堂 58 户
（次），学校食堂 178 户（次），餐饮企业 2970 户（次），市场
307 个（次），商场、超市 511
个（次）。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海淀工商三招营造安全放心食品环境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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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的住宅小区拔地而
起，但在延庆，却丝毫没有钢铁水泥
森林的感觉，从县城，到农村，被一片
片绿色所萦绕。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加速， 不少的农村人口搬进了城里，
但剩下的土地并未被荒废，而是变成
了丝丝绿色。

住在县城周边的老王近几年承包了几座温室大棚， 专门
培育一些树苗，而这些树苗，专门用于绿化。

“这几年的生意（卖树苗）确实不错，随着延庆县城新建小
区的不断增多，用的树苗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县里面对绿化很
重视。 其次，整个延庆县都在倡导绿化，对树苗有一定的需求
量。 ”老王说。

由于生意好，老王在去年买了商品房，还买了一辆轿车。
数据显示，延庆县林木绿化率从 1980年的 20%增加到了

2012年的 73%，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足 7%，增
加到现在的 57.76%，而中国整体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20.36%。

作为北京市的上风上水地区， 发展工业将会对北京市区
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委要求延庆建
成“绿色北京示范区”。

绿色，在延庆城镇化的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
也间接为一些绿色产业带来了商机。

尽管不少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但在延庆，却丝毫没有钢
铁水泥森林的感觉，从县城，到农村，被一片片绿色所萦绕。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不少的农村人口搬进了城里，但剩下的
土地并未被荒废，而是变成了丝丝绿色。

在平原大造林的活动中， 延庆启动了有史以来平原地区
实施面积最大的造林绿化工程， 在官厅水库上游平原地区造
林 20705 亩，全部为秀美的景观生态林。 工程实施后，除满足
生态景观需求外， 对降低北京 PM2.5 浓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据统计，延庆县平原地区新增 23725 亩森林，每天可吸收
1590吨二氧化碳， 释放 1139 吨氧气， 每年可滞留粉尘 2401
吨。

在种树过程中，延庆坚持造林绿化与地区经济发展、生态
旅游、 农民致富相结合， 在林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上建起一座
“绿色银行”。

目前，全县已初步形成果品、林下经济、种苗、花卉、蜂业、
生态旅游六大产业框架。在四海镇楼梁村，各家各户房前屋后
都种了菊花。村民杨维平说：“以前是被别人雇去摘菊花的，现
在自家树下发展花卉产业，每年收入过万元。 ”

菊花、中药材、花卉、野生蘑菇等也纷纷“走”进林地，成为
重要的绿色产业。目前，延庆林下经济已经稳定发展 3.5万亩，
年产值 6400余万元。 丰富的森林资源还延伸了延庆产业链，
大庄科、千家店等乡镇的林木产业“蜂”芒毕露，共发展蜂群 3
万群，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 1100余万元的收入。

就连不少的北京城区居民也纷纷到延庆购房养老。
“10年前我来延庆，交通、购物都不方便。现在沃尔玛超市

都开到了延庆，变化很大。 ”住在格兰山水小区的一位北京城
区居民说。

除了加强县城的建设， 延庆县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
“加快康庄、永宁、八达岭、旧县四个市级重点小城镇建设。 ”而
旧县镇被认定为“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而即将举办的世界葡萄大会以及将于 2019 年举办的世
界园艺博览会将会为延庆带来更多的绿色产业机会。

延庆：
追求绿色城镇化模式

本报记者 张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