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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是当今国家尧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的核心地区袁 是人口经济活动高度密集的区域袁
是资源消耗高度集聚的地区袁也是生态环境问题高

度集中和最为复杂的地区遥 目前袁中国城市化和城

市群快速发展袁但城市和城市群的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矛盾日益突出袁生态环境呈现总体恶化趋势遥 如

何协调城市群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袁解决城

市群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袁促进城市群可持续

发展袁 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遥
单靠生态城市建设的推动袁难以应对整体性尧跨界

性尧复合性的区域公共环境问题袁需要实现城市群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袁建设生态城市群是区域环境治

理的理性选择遥
一尧生态城市群的思想内涵

1971 年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野人与生物圈冶计
划首次提出野生态城市冶渊Biocity冤这一崭新概念和发

展模式袁该计划指出袁生态城市需要创造一种人类

技术和自然生态相融合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遥 生

态学大师威廉窑里斯教授将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系

统袁他认为城市的运行应该符合生态学原则袁与自然

界相协调袁 生态城市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的生态

负担, 尽量依靠城市生态系统自身维系城市的运营,
减少对城市外部生态系统的依赖[1]遥 生态学者怀特

认为袁 生态城市不耗竭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不

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袁 能为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

生活标准[2]遥 可以看出袁生态城市是城市人居环境与

自然环境高度融合尧 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度契

合的新型城市形态遥 2002 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

发展峰会上将生态城市规划作为各国政府推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策略袁于是袁生态城市建设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遥 2003 年袁中国原国家环保总

局公布了 叶生态县尧 生态市尧 生态省建设指标 渊试
行冤曳袁指导全国范围内生态县尧生态市尧生态省的创

建遥目前我国有 20 多个城市提出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的目标遥
城市群是比城市更复杂的有机体袁 具有天然的

生态属性袁从生态学视角看袁处在同一区域生态环境

中的不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就如同不同生物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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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一样袁它们都是一种生态关系[3]遥美国学者

霍纳切夫斯基最早提出野生态导向冶这一概念袁他强

调应将区域生态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与土地开发

利用政策相结合袁通过野生态优化冶和野生态导向冶来
引导区域开发[4]遥2004 年广东省最早在叶珠江三角洲

环境保护规划纲要曳中提出了构建生态城市群的构

想袁 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率先在珠三角建成国家

生态城市群遥 将生态城市群理念引入城市群环境治

理袁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升和发展遥 从生态城市建

设到生态城市群建设袁 是区域环境治理的新思维袁
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遥 方创

琳教授将生态型城市群看成是一种新型城市群建

设模式袁并且是人类追求的最理想和最高境界的城

市群发展模式[5]448遥 他认为生态型城市群是社会-经
济-文化-自然高度和谐统一的复合生态系统遥 董

小林教授也认为袁生态城市群模式是按照可持续发

展思想袁合理配置城市群资源袁将城市与自然相融

合袁与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城

市群发展模式[6]遥 总之袁生态城市群是指由若干不

同等级和规模的生态城市组成的生态空间结构合

理尧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尧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尧生态生

产生活普及的城市区域袁生态城市群是人与自然高

度和谐的复合生态系统袁是环境行动主体间高度合

作的区域环境共同体遥生态城市群的核心特征有两

个方面院
渊一冤生态城市群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

从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角度看袁城市群不仅是一

个自然生态系统袁而且是一个由多主体尧多层次尧多
因素构成的关系复杂的自然尧经济尧社会复合的生

物大循环系统[7]遥 城市间的物质尧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交流尧生产生活活动的外部性尧经济社会发展的竞

争性体现一种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生态

关系袁如同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一样遥 从

生态学视角看袁城市群体区域内的水体环境尧大气

环境尧土壤环境等各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

的袁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尧区域性的自然生态系统遥 城

市间存在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相依相存的发展关系袁存
在人口尧资源尧环境共生共荣等生态联系遥 共生是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遥 任何城市都必须

懂得如何与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实现共存共荣袁使
城市群的生产尧生活尧生态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优

化组合状态遥 城市群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袁包括野生

态环境系统冶尧野生态经济系统冶和野生态社会系统冶
三个子系统袁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尧相
互补充袁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是基础袁生态经济系统

是核心袁生态社会系统是保障袁各子系统又分为不

同层次的次级子系统[8]遥 严格来讲袁生态城市群不是

按行政边界人为划定的地理区域袁而是根据区域生

态系统来划分遥 生态划界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

边界袁生态划界体现了具体的生态地域[9]遥
渊二冤生态城市群是一个区域环境共同体

著名的生态学家托马斯窑柏励认为袁 我们这个

时代是一个生态时代袁正在走向野生态纪元冶遥 在这

个生态纪中袁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生命共同体

之中袁生活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10]遥从自然生态特

征看袁城市群基本上属于同一自然生态体系袁例如袁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位于长江和珠江流域

下游袁 属于以河口三角洲堆积为主的自然生态体

系袁京津冀城市群位于海河流域袁属于滹沱河和海

河的山前及河口堆积形成的自然生态体系遥 城市群

体生态环境具有区域整体性尧影响的跨界性和关联

性袁 每个城市无法超脱于区域环境的影响之外袁地
方政府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遥 城市群与成员城市

之间尧成员城市之间相互依存袁这种依存性表现为

谁也离不开谁遥 面对城市群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袁单体城市所拥有资源和治理能力有限袁单体城

市不可能承担起区域性的公共环境责任袁需要打破

分割式的环境治理模式遥 因而袁城市群的环境治理袁
需要政府间结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袁构
建城市群环境共同体袁 集中地方政府的整体合力袁
实施联合的集体的一致行动袁充分发挥共同体的整

体功能袁推动城市群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遥 所谓城

市群环境共同体袁是基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

影响的关联性袁基于环境保护的共同利益袁城市间

协同合作治理环境公共事务袁共享生态价值和环境

价值效益而形成的城市联合体[11]遥 结成城市群环境

共同体的动力袁既是对区域良好环境的价值追求和

利益取向袁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环境责任的共担遥 因

此袁环境共同体模式是区域环境治理行动和可持续

发展的理性选择遥
二尧生态城市群建设的目标取向

城市群是由自然系统尧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所

组成的复合系统遥 生态型城市群不是单纯追求良好

的区域生态环境袁而是兼顾社会尧经济和环境三者

王玉明：生态城市群建设的目标取向与行动路径

81



2017年 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5卷 第 3期

的和谐协调发展袁 不单是追求区域生态环境目标袁
而且要追求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社会发展目标[5]449遥
可以说袁生态城市群建设的目标是优化生态体系的

整体功能袁改善城市群生态系统的服务品质袁提升

生态环境承载力袁形成生态空间结构合理尧生态环

境系统安全尧生态经济发展健康尧生态社会生活普

及的城市集合体渊见图 1冤遥
生态经济系统

生态社会系统

生态空间格局

生态环境系统

图 1 生态城市群的有机结构

渊一冤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

生态空间是生态要素和生态系统结构所占据

的物理空间遥 它既包括自然生态系统袁也包括人工

生态系统[12]遥 城市群生态空间反映区域内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生态环境状况袁体现区域内建成

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构成和分布遥 其中建成空间即建

成区袁主要指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都市区[13]遥 在叶全
国生态功能区划曳中袁生态空间包括绿色生态空间

与其他生态空间袁 其中绿色生态空间包括林地尧湿
地尧天然草地尧以及水库尧河流尧湖泊等水体水面[14]遥
城市群生态空间格局是指由生态基础体系所占据

的物理空间及地理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遥 生态基础

体系又称生态基础设施 渊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袁
EI冤袁 这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和

半人工系统袁是居民获得生态服务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遥 人类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必须依赖

自然生态空间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遥 城市群生

态基础体系主要包括林地渊灌木林地及其他林地冤尧
绿地渊公园绿地尧防护绿地尧生产绿地尧附属绿地及

其他绿地冤尧水面渊河流尧湖泊尧水库尧坑塘等水体水

面冤尧湿地渊滩涂湿地尧河流湿地及其他湿地冤尧园地

渊果园尧其他园地冤尧耕地渊农田尧水浇地及其他耕地冤
等遥 这些生态基础体系使城市群生态系统具有整体

性袁系统内部高度关联性遥 从生态景观学角度来看袁
构成生态空间格局的构件是生态基底尧 生态斑块尧
生态廊道等袁这些构成了城市群生态网络格局[15]遥在
生态功能区面积尧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生态基础

设施或者生态基底尧生态斑块尧生态廊道的优化重

组,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网络,从而提升城市群区

域生态环境容量和质量遥 生态型城市群的本质特征

是在生态空间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

用尧共生发展的基础上袁达到城市群区域内城镇网

络体系完善尧各城镇分工合理尧城乡统筹发展尧产业

协同发展[16]遥
城市群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主要体现为两点遥

渊1冤生产生活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相适应遥 生产生

活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和明

确的边界遥 虽然生态空间都具有生产生活服务功

能袁但只有具备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才能成为

生活空间遥 只有在一定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生

态空间才能成为生产空间[17]遥 因此袁在城市群区域

中袁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要与自然生态空间必须相

适应袁不能只关注生产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经济的发

展袁而牺牲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空间袁造成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遥 因此袁需要优化两者的空间边界和

功能袁控制城市生产生活的漫延袁恢复和扩大生态

空间或绿色空间遥 渊2冤城市群建成区与生态功能区

相协调遥 广义上的城市群建成区是指实际建成或正

在建成的相对集中分布的非农业生产建设地区袁包
括集中连片的市区部分袁以及分散到近郊区内的其

他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18]遥 生

态功能区主要指在涵养水源尧保持水土尧调蓄洪水尧
防风固沙尧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

地区袁其中主要包括水源保护区尧基本农田保护区尧
风景名胜区尧自然保护区尧森林及公园等环境敏感

区遥这些地区在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及其效用,
发挥气候调节尧水调节尧水和废物净化尧土壤保持尧
养分循环等重要功能袁 关系城市群区域的生态安

全遥 一方面袁两者的物理空间相对独立袁另一方面袁两
者相互融合袁相互补充遥 既要合理规划建成区的发

展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袁不能让

城市建成区侵蚀生态功能区的空间袁同时袁也要增

强生态功能区的功能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19]遥
渊二冤安全的生态环境系统

广义上的城市群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

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袁 狭义上是指自然环境系统袁
即生态环境系统遥 这种生态环境系统是由生物群落

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袁包括生物性因子(如植

物尧动物尧微生物等)和非生物性因子(如水尧大气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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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等)遥 城市群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部分是水环境尧
大气环境尧土壤环境袁这些环境是城市居民赖以生

存的基本物质环境袁也是受生产生活干扰和破坏严

重的领域遥 这三大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成为当今城

市群面临的主要挑战遥 生态安全是城市群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备条件遥 城市群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表现

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遥 气

候尧水尧空气尧土壤等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袁
能够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袁能够保护和恢复生物

多样性袁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袁以及

持续改善的区域性空间格局[20]遥从生态学观点出发袁
城市群生态安全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遥 渊1冤大气环

境安全遥 城市群大气环境是指区域范围内空气的物

理尧化学和生物学特性遥 如空气的温度尧湿度尧气压

和降水等物理特征袁氧尧氮尧氢尧二氧化碳尧臭氧和水

汽等化学成份遥 大气环境的每个要素及其变化几乎

都会影响到大气的质量袁 特别是生产生活排放的

氨尧二氧化硫尧一氧化碳尧氮化物与氟化物等有害气

体将破坏生态平衡袁危及人类生存遥 城市群大气环

境安全是指大气质量维持在受纳体可接受的水平

或不对受纳体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遥 渊2冤水环境

安全遥 水环境是指城市群区域内主要水体分布和水

体质量状况袁如河流尧湖泊尧水库尧池塘以及地下水

等遥 城市群水环境安全是指区域内的水资源能够安

全满足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袁
能够达到水资源供需的动态平衡遥 渊3冤土壤环境安

全遥 土壤环境是城市群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是城市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袁特
别是区域农业生产和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遥 城市群

土壤环境安全是指区域内土壤的数量尧质量和结构

始终处于一种有效供给状态袁即在动态上满足区域

内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遥 渊4冤生物物种安全遥生物物

种安全是区域内生物物种的健康和完整情况袁即各

种生命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外部

的威胁和破坏袁生物及其相关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

衡状态袁保持物种的多样性遥
渊三冤健康的生态经济系统

生态城市群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袁也是一个

经济地理区域遥 城市群经济系统是以资源流动为核

心袁由生产尧交换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环节所组

成的区域经济体系遥 经济系统中的产业结构尧能源

结构和交通结构等决定着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袁并

影响着城市群的环境质量遥 生态城市群的内在要求

是建立生态经济系统袁实现经济系统生态化遥 所谓

经济系统的生态化袁就是将生态的理念融入到经济

活动中袁用生态的理念来发展经济遥 生态经济成为

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袁生态经济不仅追

求经济目标袁 还应追求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袁追
求生态安全与资源可持续利用遥 生态经济是基于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袁按照低碳发展尧循环发

展尧绿色发展模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态遥 渊1冤低碳发

展遥 城市群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袁大气污染问

题突出袁低碳发展是必然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遥 低

碳发展主要是通过普及低碳技术袁 发展低碳产业袁
创新低碳管理模式袁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袁建立以低

碳为特征的工业尧能源尧交通等产业体系和消费模

式袁实现社会发展低碳化的经济发展方式[21]遥对城市

群各级政府来讲袁需要加强低碳技术合作袁低碳产

业合作袁低碳管理模式合作袁低碳政策对接袁引导低

碳生产尧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袁达到低耗能尧低排

放尧低污染遥 渊2冤循环发展遥 循环发展是一种集约型

的经济增长模式袁坚持减量化尧再利用尧资源化原

则袁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袁把经济活动组

成一个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冶的循环式流程袁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袁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遥 传统的

经济增长是依赖资源消耗袁而循环经济实现了经济

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良好循环袁维护自然生

态平衡遥 渊3冤绿色发展遥绿色发展从广义上说涵盖低

碳发展尧循环发展等方式遥 从狭义上说袁绿色发展是

指基于野环境优先袁生态导向冶的发展模式袁主要体

现在绿色产业尧绿色技术尧绿色交通尧绿色政策等方

面遥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生态产业链袁推进生态工

业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遥 推广绿色生产技术袁积极引导企业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袁发展绿色生产遥 推广绿色交通袁按
自然生态尧人文生态和经济生态原理规划尧建设和

管理城市群交通网络尧交通工具袁大力发展城市群

公共交通袁建立生态型复合交通系统[22]遥城市群各级

政府通过绿色金融政策尧绿色消费政策等引导和激

励社会保护区域环境和生态建设遥
渊四冤融合的生态社会系统

生态城市群建设除了受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

等影响外袁 也受社会文化和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

响袁城市群中人的生态观念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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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影响遥 生态人文系统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

客观要求遥 生态人文系统是生态社会系统的核心袁
也是生态城市群核心组成部分袁人文生态环境是打

造生态城市群的文化基因遥 人文生态环境简称人文

环境或文化环境袁人文生态环境非常广泛袁包括道

德尧文化尧政治环境尧教育尧家庭文化尧企业文化等

等遥 生态学者纳维尔提出 野整体人文生态系统冶思
想袁所谓整体人文生态系统渊Total Human Ecosys鄄
tem冤袁它是指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袁随着对

自然生态环境认识的深入和深化袁寻求人-地最协调

的共生模式袁 综合体现出协调的自然生态伦理尧持
续的生产伦理和和谐的生活伦理[23]遥 他突出强调人

与自然是融合尧平等的生态关系袁既不是以人类也

不是以自然生态为中心的人地协调的生态伦理遥 生

态城市群作为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发展模式袁
它不仅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空间形态进

行重建袁还必须促进社会系统的生态化袁特别是实

现社会生活的生态化袁建立整体共生的城市群人文

生态系统遥 建立这种人文生态系统的根基是倡导融

合共生的生态文化遥 生态文化是推动生态城市群建

设的强大精神动力袁可以引导人们科学认识自然规

律袁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律袁协调人类社会系统和自

然系统的发展遥 生态文化是一种体现生态意识尧生
态价值尧生态伦理尧生态信仰和生态思维的生态观袁
是反映自然尧人尧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遥 一

是精神生态文化袁 这是生态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

构遥 精神生态文化既表现为对自然生态及规律袁经
济尧社会与自然的系统生态的正确认知袁也表现为

基于生态文明观尧生态信仰而形成的生态忧患意识

和生态责任意识遥 二是行为生态文化袁表现在人类

改造自然尧 适应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行为等袁如
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遥 公众生态素养是

生态文化的基石袁良好的生态素养能引导公众尊重

自然袁保护环境袁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

式遥 三是制度生态文化袁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系统

中的制度尧政策尧法规尧组织等的生态导向袁建立环境

友好资源节约的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遥
三尧生态城市群建设的行动路径

生态城市群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需要

区域内政府间协同行动袁 需要各行动主体共同参

与袁创新区域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袁对区域环境进

行合作治理袁共同对区域生态系统进行管理遥

渊一冤实现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

城市群环境问题具有整体性尧跨界性尧复合性

和积累性袁 单体城市的行动无法达到治理的目标袁
必须走城市群政府间合作治理之路遥 当前城市群环

境合作的重点是建立大气复合污染防治体系和跨

界水体污染防治体系遥 为此袁政府间须从决策规划

环节和监督管理环节进行合作袁创新城市群区域环

境管理体制和机制遥
1. 实现政策规划协调衔接遥城市群环境治理合

作的最前端在政府决策环节袁该环节首先考虑区域

内环境政策规划的整体对接遥 现实中袁城市群内相

关环境政策和规划脱节问题突出袁需要实现对环境

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尧规划或计划的协调衔接遥 一是

各类规划在环境政策上的衔接遥 城市群综合发展规

划尧主体功能区规划尧交通发展规划尧环境保护规

划尧土地利用规划等必须相互衔接袁形成以主体功

能区规划为基础袁 有关专门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

系遥 同时袁根据城市群发展的实际袁可以通过联合编

制专门的 叶大气环境治理规划曳尧叶水环境治理规

划曳尧叶土壤环境治理规划曳袁以及邻域政府间联合编

制片区环境保护规划袁统筹环境功能区布局和生态

资源开发利用遥 这些规划以自然疆界划分的生态区

域而不是行政区划为治理对象袁对区域环境治理实

施统一规划尧统一设计尧统一标准与统一政策遥 二是

区域内府际规划之间相互衔接遥 如府际间的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尧主体功能区规划尧城镇发展规划尧
环境保护规划尧交通规划和国土规划中涉及和影响

区域公共环境的内容必须衔接袁不能在同一治理对

象上有政策上的冲突遥 这些规划在报批之前需与相

邻政府衔接袁使区域内的府际规划协调对接遥 三是

重大建设项目会商审批遥 凡是在行政区边界尧重要

生态功能区建设可能带来跨域环境影响的项目袁由
邻域政府进行会商审批来确定袁项目地政府邀请相

邻政府参加袁以属地为主袁征询相邻政府的意见袁互
通信息尧相互沟通袁通过会审袁把关环境准入门槛袁
严格边界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袁防止跨界转移污染[24]遥

2. 加强区域环境立法合作遥城市群环境治理的

障碍之一就是区域内各地方的环境立法不统一尧不
协调袁甚至相互冲突遥 区域合作立法是区域环境合

作的重要方式遥 城市群中地方人大或政府可以通过

联合立法袁 制定有关区域环境治理上的法规或规

章袁减少多头立法或重复立法袁避免立法冲突遥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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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区域环境立法合作袁 可以成立立法协调机构袁该
机构成员由各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和有关法律专

家组成袁通过会议协商袁讨论区域内环境立法项目

[25]遥要实现城市群环境立法的统一袁在遵守我国现行

立法体制的前提下袁立法合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

式遥一是共同起草袁分别审定通过遥针对城市群区域

内的具体环境问题袁认为需要立法袁先由区域立法

协商机构联合起草袁或者先由城市群各省级政府或

设区市政的立法机关联合起草袁经过广泛协调和共

同论证后袁再将成熟的草案分别提交省级立法机关

或设区市立法机关表决通过遥 二是独立立法袁共享

立法成果遥 对于区域环境问题袁如果一个地方制定

出台有关立法以后袁立法具有普遍针对性袁那么其

他地方不必另起炉灶再去研讨论证袁可以坚持基本

内容统一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加以适用袁这样可以节

约立法成本袁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环境立法中的矛

盾冲突[26]遥
3. 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合作遥城市群环境监督与

管理上的合作是环境合作治理的中心环节袁具体包

括政府间联合监测尧联合监察尧环境应急协作尧区域

跨界河流联合共治等遥 一是联合监测遥 区域内所有

政府或者相邻政府共同制定监测方案袁 确定监测

点尧监测标准袁共同建设一体化环境监测网络袁建立

区域环境监测数据库袁 联合编制区域环境监测报

告袁发布环境信息遥 如粤港澳联合建立的城市群大

气监控网络袁将珠三角所有监测站纳入区域大气监

控网遥 另外城市群完善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水质

监测袁联合建立水质自动监控网络袁加强对跨界水

环境的实时监控曰联合建立有害有毒物质环境质量

监测网络袁对城市群污染物的联合监测遥 二是环境

联合监察遥 城市群区域内政府间定期或不定期开展

环境联查尧环境互查行动袁及时消除跨界环境安全

隐患袁协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袁合作处理环境突发

事件遥 环境联合监察的主要方式是相邻政府联合执

法和相邻政府交叉执法遥 前者需要建立跨政区联合

执法小组遥 后者是相邻政府间采取交叉督查的方

式袁对区域环境敏感或脆弱地区尧相邻方严重污染

企业袁开展交叉执法检查袁或者互派观察员进行督

查遥 三是环境应急合作遥 城市群区域内的环境污染

事件袁由于其突发性尧危害性和扩散性袁需要政府间

或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应对遥 建立城市群环境应急处

理系统袁制定联合应急预案袁可从区域尧省尧市三个

层面制定环境风险管理方案袁建立协同作战尧响应

快速的区域环境应急网络遥
4. 健全环境合作机制遥一是环境合作治理的组

织机制遥 首先袁建立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袁以
此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决策尧 监督和协调机构袁主
要负责区域环境政策或规划的制定曰监督执行环境

法律法规和重大环境整治活动曰协调区域环境问题

上的冲突曰以及研究解决跨域重大环境问题袁对区

域内重大建设项目提出政策建议等遥 其次袁建立环

境治理联席会议遥 通过联席会议袁政府间互通信息尧
消除分歧尧形成共识袁推进联合行动遥 另外袁也可建

立节能减排联席会议尧环境突发事件应急联席会议

等专门性的联席会议遥 二是环境合作的利益协调机

制遥 城市群环境治理需要对区域环境治理合作中的

成本和收益进行合理分担和分配袁平衡府际利益关

系袁实现合作收益共享遥 基于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

相对称的准则袁运用恰当的方法袁对生产成本和交

易成本进行分担遥 基于权责明晰尧共治共享的原则袁
对环境合作利益进行基本划分袁形成一种利益共享

的规则与机制袁促进城市间平等享有环境合作和区

域发展成果遥 通过横向生态补偿尧环境共同基金尧税
收分成尧开征环境税等途径协调城市群内府际利益

关系[27]遥 三是环境合作治理的信息系统遥 首先袁建立

区域群环境信息共享系统袁建立区域环境基础信息

数据库渊如大气环境尧水环境尧土壤环境尧污染源数

据库冤袁实现政府间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遥 其次袁
建立政府间环境信息通报制度遥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通讯技术袁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或学术会议袁编制环

境简报袁互通环境治理信息袁交流环境治理经验遥 四

是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遥 环境合作协议是环境合作

治理的重要手段袁通过合作协议确定相关主体承担

的责尧权尧利袁减少相关方的道德风险袁从而更好地

实现环境管理的目标袁 如政府间生态补偿协议尧排
污权交易协议尧跨界河流治理协议等遥

渊二冤加强城市群生态系统管理

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优化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目标指导下袁通过区域环境政策和环境合作

协议具体实施袁保持生态系统组分尧结构和功能完

整性的管理[28]遥 城市群生态系统管理的重点是建设

生态功能区和管理生态空间袁维护城市群生态安全遥
1. 建设城市群生态功能区遥城市群生态功能分

区是基于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曳和叶全国主体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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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空间范围

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

生态脆弱区或敏感区

禁止开发区

这是指关系到城市群区域生态安全袁 生态系统功能

有所退化袁需要限制开发袁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的区域

这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稳定性较差袁 对环境变

化反应相对敏感袁 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生退化或

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

这是指依法设立的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袁 以及其

他禁止开发尧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包括水源涵养尧水土保持尧生物多样性保护尧防风固沙和

洪水调蓄等 5 类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

包括水土流失敏感区尧土地沙化敏感区尧盐渍化敏感区遥
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尧红壤丘陵山地生态脆弱区尧山地

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尧沿海水陆交接带生态脆弱区等

包括重要水源保护地尧重要湿地尧森林公园尧自然保护

区尧风景名胜区尧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尧地质公园

表 1 城市群主要生态功能区的划分

资料来源院根据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曳和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曳整理而成遥

规划曳袁依据生态地域的连续性尧生态系统功能的完

整性尧生态环境敏感性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

区域划分和合并袁确定不同的生态空间单元[29]遥城市

群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强调按照自然生态边界而不

是行政区划边界袁将绿地尧林地尧园地尧耕地尧湿地等

整体性划入生态功能区保护范围袁通盘纳入生态空

间规划体系遥 城市群生态功能区建设的关键是加强

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袁优先保护生态重要性高的区

域渊见表 1冤遥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水源涵养尧水土保

持尧 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空间袁
需要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遥 如自然

保护区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尧水源涵养区尧风景名胜

区尧森林公园尧湿地区域尧公益林地尧洪水调蓄区尧河
道保护区域等遥 对这些重点生态功能区袁坚持生态

主导尧保护优先袁进行空间整合和保护袁加强生态环

境监管和评估袁提高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和环境

容量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遥 严格管制各类开发

活动袁缩小人类活动占用的空间袁腾出更多的空间

用于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19]遥
2. 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遥城市群生态空间

结构表现为城市群区域的生态基质尧 生态斑块尧生
态廊道等基本生态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遥 优化城市

群生态空间是指在生态功能区面积和质量不变的

情况下,通过城市群区域渊包城市内部冤生态基质尧生
态斑块尧生态廊道的重组,整合区域内的湖泊尧湿地尧
森林尧城市绿地尧农田尧风景区等生态要素袁形成格

局合理尧健康安全的生态框架袁提高城市群区域生

态环境容量和质量遥 首先袁基于景观生态学野斑块-
廊道-基质冶 理论袁 识别研究城市群区域内的生态

源尧生态廊道尧生态节点和生态基质袁分析区域生态

网络连接度强弱的空间分布情况[30]遥 加强对生态斑

块尧廊道尧基质的保护袁加强道路型尧河道型生态廊

道建设遥 其次袁加强城市群生态用地规划袁制订区域

生态用地分类体系袁构建生态型尧紧凑型尧组团式尧
嵌套式核心区空间结构遥 明确野适建区尧限建区尧禁
建区冶的区位和边界袁对野适建区冶要选择合理的开

发模式和开发强度曰对野限建区冶要严格限制建设开

发活动曰对野禁建区冶要严格禁止所有建设开发活

动遥 通过控制建成区内的人工建筑物尧构筑物所占

用的非开阔空间袁 恢复被生产空间侵蚀的生态空

间袁对城市群的生产空间尧生活空间进行优化遥 增加

城市群建成区的园地尧绿地尧农地尧林地和草地等城

市各类绿色空间曰保护和扩大湖泊尧河流尧湿地等蓝

色空间袁维护生态完整性与服务功能曰将农村废弃

地尧其他污染土地尧工矿用地尧无植被覆盖的开阔工

程用地和废弃物弃置地转化为生态用地袁重视城乡

绿道尧郊野公园建设袁扩大城市群的绿色生态空间[31]遥
另外袁针对城市群的成熟程度袁优化城市群生态空

间结构遥 对发展成熟的城市群袁重点是控制核心城

市的生产生活空间的无序蔓延袁提升外围城市生活

空间的人口承接能力袁也要控制外围城市生产空间

盲目扩张遥 对成长型城市群袁主要是推动区域核心

城市的生产空间升级优化袁同时增加外围城市生产

生活空间比重袁推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生产空间

的对接融合遥 对发育型城市群来讲袁稳步增加核心

城市和外围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比重袁适度增加

生产空间的比重袁提升土地开发利用强度[15]遥
3. 管制城市群生态红线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

城市群空间管制的重要内容遥 城市群生态红线又称

生态控制底线袁是指在尊重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整

体性和保护生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划定的基本生

态控制线[32]遥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尧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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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尧资源利用红线袁涉及生态空间保护尧污染物浓

度控制尧污染物总量控制尧能源利用尧水资源利用尧
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遥 一是生态功能红线遥 我

国叶环境保护法曳明确界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包括重

要生态功能区尧生态敏感区或脆弱区和禁止开发区

三大类遥 这种分类均属于宏观尺度的国土划分袁在
成熟型城市群尧 成长型城市群和发育型城市地区袁
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袁 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尧
水源涵养尧土壤保持区尧河流湖泊湿地保护区等区

域划定生态红线袁并制定生态红线管制要求和环境

经济政策遥 二是环境质量红线袁这主要是对区域内

关键环境指标的控制袁即环境质量标准约束和污染

物总量控制遥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强制性的环境

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袁以及推荐性标准遥 通

过法律的援引袁强制性环境标准具有正式的法律效

力遥 城市群可以用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管

制遥 国家对水尧空气尧主要污染物减排设定了总量控

制野约束性指标冶袁如十三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中对空气环境质量尧水环境质量尧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阈值设定了约束性指标遥 三是资源利用红线遥
为了保障城市群能源尧水尧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

的可持续供给袁需要确定资源利用红线遥 具体包括

能源利用红线尧水资源利用红线尧土地资源利用红

线等[33]遥
渊三冤推进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

生态城市群以生态城市为基础袁是城市群发展

和生态城市建设藕合的结果遥 生态城市是自然尧城
市与人融合的人类居住形式遥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

德窑瑞杰斯特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 10 项计划袁涉及

普及与提高生态意识尧利用生态技术尧加强生态管

理尧重建城市生态尧完善生态经济结构尧加强生态恢

复尧完善公交系统尧制定激励政策等措施[34]遥 这些经

验中有许多我国可以借鉴遥 当前要着重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遥
1. 引领生态城市规划遥生态城市建设必须强调

规划的引领作用袁精心做好生态城市设计袁编制生

态城市的建设规划遥 生态城市规划具体包括生态空

间规划尧生态产业规划尧生态工程规划和生态管理

规划袁涉及生态环境尧生态经济和生态社会三者关

系遥 1984 年袁联合国在野人与生物圈计划冶报告中提

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院 即生态保护战略

渊包括自然保护尧 动植物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冤曰

生态基础设施渊包括自然景观和腹地冤曰居民生活标

准曰文化历史保护曰将自然融入城市遥 这五项原则概

括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袁为我国生态城市建

设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35]遥 我国在生态城市建设

中还应强调院 生态城市规划要与城市总体规划尧环
境规划尧交通规划尧产业规划相结合袁从自然生态的

规律出发袁对城市的生产尧生活尧生态空间进行科学

安排袁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尧利用和保护袁促进

经济尧社会尧资源尧环境的协调发展遥 每个城市都要

树立建设生态型城市的目标袁 通过编制生态规划袁
加强绿地尧林地和湿地等生态资源的保护袁维护生

态底线遥 以自然过程引导土地开发与城市布局袁以
精明增长的思维进行生态管制和土地利用袁减少生

产生活空间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冲击袁阻止城市无序

蔓延遥 在城市空间布局中袁引入野集约冶尧野紧凑冶尧野组
团冶理念袁强调对城市空间的高效利用遥

2. 发挥生态经济的支撑作用遥生态经济是生态

城市的内在要求遥 生态经济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尧经
济活动的生态化袁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限制在

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范围之内[36]遥 发展生态经济的

基本原则是经济与自然协调配合袁发展生态经济的

核心是发展决定生态城市整体发展目标的生态产

业遥 生态产业是生态城市发展的支柱袁生态城市发

展低碳尧循环尧绿色的产业体系袁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导袁发展教育尧医疗尧旅游尧物流尧文化尧信息等产业遥
生态城市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城市袁通过发展循环经

济袁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发展低碳经济袁以能

源的可持续供应为支撑袁是以低能耗尧低污染尧低排

放为基础袁用新技术来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袁运用

清洁技术和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遥
3. 多元主体共同推动遥政府是生态城市建设的

核心主体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尧科技政策尧能源政

策尧金融政策的引导袁把生态城市建设融入现有的

政策体系之中袁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袁应把生态经

济建设放在首位袁强化生态城市在生态城市群建设

中的地位和作用遥 政府通过城市生态管理引导城市

科学发展袁引导企业绿色生产袁引导公众低碳生活

和消费遥 社会公众和环境 NGO 是生态城市的直接

建设者遥没有全民的参与, 生态城市建设只是一句

空话袁当务之急是强化公众参与,加强环保第三方组

织的力量袁如通过绿色家庭尧绿色社区尧绿色机关尧
绿色学校等创建活动袁 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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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企业也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遥 总之袁生
态城市建设需要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共同推动袁通过政

府的生态管理尧企业的生态生产尧公众的生态生活

才能建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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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rientation and Action Paths of Ecolog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WANG Yu-m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Guangdo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袁Guangzhou 510053,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complex ecological system in high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the nature,
and a regional environment community with a high degree of cooperation among environmental action subjects.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ecolog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ecosystem, and optimize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ecosystem, thus forming an urban agglomeration featured by the harmonious unification am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space, ecologic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ecolog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include innovat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 realize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for environment, policy planning coordinati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co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cooperation; conducting urban agglomeration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nd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o optimize urban
agglomeration ecological space structure and adhere to urban agglomerate ecological red line; and promoting the eco -city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eco-city planning as guide and ecological economy development as support, so as to
realize the joint devo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Key words: ecolog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goal orientation; a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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