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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考虑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对流域内产业进行空间布局优化调整，

对于发挥整体的资源要素配置优势和协同效应以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构建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

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定量测算2003—2015年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值，结合生态功能区划，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

济带各城市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三大类区域，根据各区域特点和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产业布局

优化和调整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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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长江经济带纳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长江经济带为代表的流域经济绿色发展问题日益受到

关注。流域经济是以河流为纽带，以沿岸沿线城市经济为支撑点，以流域生态环境联动和经济协作为重要

特征的区域系统，既具有区域经济的一般属性，又有其特殊属性。流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有

限度的，经济活动一旦超过了负荷极限，将会引发系统风险，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1]。因此，流域经济产业发展

要充分发挥整体的资源要素配置优势和协同效应，综合考虑流域内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实际情况，对流

域内产业进行空间布局优化调整，从而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角度研

究流域经济通过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然后运用该理论和方法，以湖

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为例，探讨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的对策。

国内外学者早期从产业集聚、产业链网构建[2~5]等方面提出了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途径，但他们的研究主

要从整合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展开，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约束[6]。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产业发展

问题时，将资源环境约束逐渐纳入分析框架，一部分研究是以区域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水环境、生态环

境等单要素承载力建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7~8]，还有的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算

省际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时间和空间变化特征[9~10]。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以某个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如郭

斌（2015）以辽宁省1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资源环境承

载力综合评价得分，提出要重点关注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11]。雷勋平、邱广华（2016）以安徽省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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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评价其内部承载力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系数法对影响承载力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12]。卢小兰（2014）建
立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06—2011年湖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情况和演变趋

势[13]。而关于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14~16]。

已有文献为我们研究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调整提供了许多理

论上的支撑和政策上的指导，但尚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探讨：（1）关于产业布局的研

究，主要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提出产业空间布局的方法，并未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

的冲突和矛盾；（2）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产业布局优化方面的研究文献，对产业布局的适宜性或制约因素

分析关注不够，尤其缺乏基于功能区划的产业布局优化方面的研究；（3）学者对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

布局优化的研究还很少，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角度探讨湖北经济带的产业布局调整的研究鲜有涉足。

二、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优化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来看，产业布局与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双向的反馈关系（见图1），但同时又不是一

种简单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需要产业在空间布局上进一步优化，以破解资源

环境硬约束；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进一步促进资源和环境的有效利用，二者为互促互进的关系。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空间布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相协调原则。通过

综合分析和评估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资源开发和利用潜力，在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和

协同效应的基础上，引导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二是产业空间布局与生态功能区划耦合关联原则。在

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重点开发区，要以产业集群为空间组织模式，发挥产业聚集经济效益；在资源环境承

载力一般的限制开发区，应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现实情况，制定产业准入门槛[17]，限制大规模、高强度

的开发，扶持符合生态功能区划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差的生态保护区，应以保障生态

安全为主，结合地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等环保产业。

图1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产业布局的关系

三、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布局现状分析

本文研究区域为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其覆盖了长江干流湖北沿线8个市（州）的48个县市（区），分

别为武汉、黄石、宜昌、荆州、鄂州、黄冈、咸宁、恩施，全长1061公里，其国土面积54168.5 平方公里，占湖北全

省的 29.1%。产业布局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存在层次差异。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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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不同区域段在产业布局方面呈现不均衡状态，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具体来看，鄂西段的产业结构工业

比重最高，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荆江段的农业比重过高，工业发展动力不足；鄂东段的产业结构最优，

二三次产业总体来看比较协调。其二，工业集群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初步形成了一

批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如以水电、汽车、钢铁和化工为主的主导产业集群，同时，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工业集群规模初步建立，但产业关联度低，

尚未形成前、后向关联的产业链条。其三，产业同构现象较为突出。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地区大多数

把把第二产业中的机械、建材、医药、化工和纺织等作为其支柱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大多数把旅游业作为重

点产业，导致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甚至引发招商引资恶性竞争，严重制约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沿江

区位优势的发挥。其四，资源环境承载力容量制约进一步加剧。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保护任

务十分艰巨，沿江分布了不少高耗能、易污染的工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一

些工业项目环保措施不到位，不达标排放的情况时有发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对下游地区环境造成很大的

负面影响，整体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上升。

四、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选取参考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有关的文献，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包含自

然资源承载力和自然环境承载力两个子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指标评价系统。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生态承载力

子系统

自然资源承载力

自然环境承载力

具体指标层

森林覆盖率

人均供电量

人均供水量

人均供气量

人均建成区面积

人口密度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标层单位

百分比

千瓦时/人
吨/人
立方米/人
平方公里/人
人/平方公里

百分比

万立方米

百分比

吨/人
吨/人
吨/人

指标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二）数据来源及方法

选择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8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2003—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各城市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原始数据间量纲不同导致数据差别很大，为将不同量纲的数据进

行比较和加权，首先需要对8个城市 n年的 m个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X ,
ij = (Xij -min（Xij））（max（Xij） -min（Xij））（1≤ i≤ n，1≤ j≤m） （1）

X ,
ij 表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max（Xij）和 min（Xij）分别为第 i 年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标

准化处理后，指标值的范围在0~1之间。

如果有负向指标的话，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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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ij =（max（Xij） -Xij）（max（Xij） -min（Xij）） （2）

第二，某年第 j 个指标比重的计算公式为：

Yij = X ,
ij ∑

i = 1

m

X ,
ij （3）

其中 m为个体截面数。

第三，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的计算公式为：

ej = -（ lnm）-1∑
i = 1

m

（Yij × ln Yij）（0≤ ep ≤1） （4）
第四，第 j 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

wj =（1 - ej）∑
j = 1

n

（1 -ej） （5）
其中 n为指标个数。

第五，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得分为：

Ζ=∑
j = 1

m

Xij
'wj （6）

（三）资源环境承载力计算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历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得分中武汉和咸宁总体得分较高；黄石、鄂州、荆州和宜

昌总体得分中等；黄冈和恩施总体得分较低。从时间趋势来看，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值存在一定波动。

表2 2003—2015年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得分表

地区

武汉

黄冈

黄石

鄂州

咸宁

荆州

宜昌

恩施

2003
0.9233
0.6524
0.8236
0.7721
0.8524
0.7211
0.8033
0.6255

2005
0.9152
0.6629
0.8152
0.7214
0.8125
0.7125
0.8135
0.6317

2007
0.9033
0.7012
0.8214
0.7251
0.8246
0.7216
0.7968
0.6521

2009
0.9311
0.6954
0.7979
0.7512
0.8312
0.6953
0.7879
0.6136

2011
0.8854
0.7201
0.7852
0.7652
0.8153
0.6875
0.8136
0.6324

2013
0.8869
0.6812
0.7636
0.7522
0.7978
0.7012
0.7965
0.6015

2015
0.9055
0.6723
0.7811
0.7524
0.8066
0.7133
0.7822
0.6155

图2反映了2003—2015年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自然资源承载力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得分值，从

总体趋势来看，自然资源承载力得分值要高于自然环境承载力得分值，这说明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高污

染、高排放的特征比较明显。

图2 2003—2015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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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几个主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数据，并计算平均值，即可得到2003—2015
年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时间演化特征，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

源环境承载力分值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且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在弱化，具体见图3。

图3 2003—2015年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演化趋势

2015年，武汉和咸宁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优于其他几个城市，表明这两个城市在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

排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武汉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带来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而且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虽然咸宁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在资源投入和利用方面较为合理，见图4。

图4 2015年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得分情况

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布局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一）基本思路

根据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8
个城市和县市（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三类，针对各地区现有的发展基础和条件

提出产业布局优化的对策。对于重点开发区，应在“调结构、提效益、降能耗”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工业化进

程，聚集创新要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形成分工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限制开发

区，应基于自然条件差异和农业发展特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

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稳定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于生态保护区，实行保护性开发，

保障生态安全，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二）优化对策

对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还需要结合主体功能区划进行类别划分，利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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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城市的自然资源等基础数据，以及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总体规划、湖北省主体功能

区划等专题研究成果与图件，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三类

生态功能区（见表3）。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能够对湖北沿

长江干流经济带流域经济格局产生较大影响的区域。限制开发区是指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特色产业，但系

统稳定性相对较差，对外来干扰抵抗力弱，生态恢复有一定难度，而且该区域指耕地面积较多、发展农业生

产的条件较好、对全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或较大影响的区域。生态保护区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

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或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峻，或具有较高生态功能价值，并关系到较大区域范

围生态安全的区域。

表3 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城市功能区划

城市

武汉

黄冈

黄石

鄂州

咸宁

荆州

宜昌

恩施

资源环境承载力

0.9071

0.6832

0.7977

0.7491

0.8197

0.7080

0.7985

0.6243

支撑能力类别

高

低

中

中

高

中

中

低

县市（区）

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

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

黄州区

团风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含龙感湖管理区）

浠水县

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铁山区、大冶市

阳新县

鄂城区、华容区

梁子湖区

咸安区

赤壁市、嘉鱼县

荆州区、沙市区

松滋市、公安县、监利县、石首市、江陵县、洪湖市

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枝江市

宜都市

秭归县、夷陵区

巴东县

所属功能区

重点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生态保护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注：表格中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值根据历年的平均值算出，0.61~0.69之间表示为低支撑能力，0.70~0.79为中等支撑能力，0.80~0.99之间为

高支撑能力

在考虑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产业布局的对策。

1. 重点开发区

区域范围：武汉13个辖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

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黄冈的黄州区；黄石的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铁山区、大冶市；鄂州

的鄂城区、华容区；咸宁的咸安区；荆州的荆州区、沙市区；宜昌的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枝江市。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也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和条件，从生态功能区划来看，武汉市的13个市辖

区都为重点开发区，在已有发展基础的条件下着力发展优势产业。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重点发展现代服

务业，形成以创意、服务外包、信息通讯、科技孵化、商务、金融保险、文化娱乐和总部经济为主的中西部地区

金融商贸中心。汉阳区形成汽车制造、汽车交易、医药、物流、商贸及交通服务等特色产业群。武昌区、洪山

区重点发展船舶机械制造、汽车电子、光机电一体化、创意和信息安全产业。青山区形成钢铁、化工等先进

制造业集聚区。

黄冈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其中黄州区为重点开发区，将黄州区打造成为湖北省重要的轻纺、建材工

业和船舶制造基地，鄂东重要的农产品加工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黄石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位于中等水平，

刘习平：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

51



2018年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6卷 第3期

将黄石市辖区及大冶发展为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鄂州市的鄂城区、华容区重点

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业，稳步发展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业。咸宁市的咸安区重点发展现代森工、麻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等。荆州的荆州

区、沙市区以及宜昌的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枝江市发展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建材、纺织服装、

家电、农产品加工基地。

2. 限制开发区

区域范围：黄冈的团风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含龙感湖管理区）；黄石的阳新县；鄂州的梁子湖区；

咸宁的赤壁市、嘉鱼县；荆州的松滋市、公安县、监利县、石首市、江陵县、洪湖市；宜昌的宜都市。

黄冈的团风县、黄梅县、蕲春县和武穴市的部分城镇有一定的发展基础，重点发展医药化工、新型建材、

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造船业等。阳新县的兴国镇、浮屠镇和富池镇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铜铝加工和特

色农畜水产品等。梁子湖区的太和镇、沼山镇和涂家垴镇重点发展以种植业和水产业为重点的生态农业、

湖区旅游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嘉鱼县的鱼岳镇、潘家湾镇、高铁岭镇和官桥镇，赤壁市的城关镇及茶庵岭

镇、中伙铺镇和车埠镇重点发展矿产开发、船舶制造、精细化工、新型建材、特色农畜水产品等。松滋市的新

江口镇、陈店镇和涴市镇，重点发展精细化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产业，在扩大优质粮棉油产

量基础上，突出发展水产、畜牧、林业等优势产业。公安县的斗湖堤镇、南平镇和藕池镇，重点发展精细化

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产业，在扩大优质粮棉油产量基础上，突出发展水产、畜牧、林业等优势

产业。监利县的容城镇、朱河镇、新沟镇和白螺镇，石首市的城关镇及东升镇、新厂镇和高基庙镇，江陵县的

郝穴镇、熊河镇和滩桥镇，洪湖市的城关镇及府场镇和新滩镇，重点发展精细化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加

工制造等产业，在扩大优质粮棉油产量基础上，突出发展水产、畜牧、林业等优势产业。宜城市的城关镇及

小河镇，重点发展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生产、机电、加工制造、精细化工和优势农产品等。

团风县、黄梅县（含辖区内龙感湖管理区）、武穴市、蕲春县、梁子湖和阳新县等6个县（市、区）为黄鄂黄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农业发展坚持以粮、油种植和畜牧、水产养殖为主体，重点发展优质水稻、

油料生产等，依托丰富的水资源，积极发展河蟹、青虾等名特水产养殖。嘉鱼县和赤壁市2个县（市）为咸宁

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重点发展优质水稻、油料、水产及茶叶等优势特色农产品。宜都市、公安县、

松滋市、洪湖市、监利县、石首市和江陵县7个县（市）为宜荆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在扩大优质粮

棉油产量基础上，加快发展水产、畜牧、林特等优势特色产业。重点发展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双低”优质

油菜、生猪、水产、柑橘、茶叶等，建成以粮、棉、油、水产、生猪、林特、家禽等为重点的综合农业发展区，使之

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

3. 生态保护区

区域范围：黄冈的浠水县；宜昌的秭归县、夷陵区；恩施的巴东县。

黄冈的浠水县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和重要的生态屏障，积极发展生

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生态良性循环，因地制宜地发展以土特产、药材、乳畜、林木为主的特

色生态农业；转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做大做强医药、机械电子等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高起点推进新型

工业化；加快发展和提升服务业，积极发展物流业，充分利用人文与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红色旅游和生态旅

游。宜昌的秭归县、夷陵区以及恩施的巴东县，以保护三峡水库水质为重点，开展库区环境保护、生态建设

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利用三峡库区特有的农业资源优势，发展秭归、夷陵特色农产品生产。重点发展绿

色食品加工、现代中药及生物医药加工、天然气化工、机械制造、林特产品加工等工业。以生态文化旅游为

先导，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服务、商业贸易等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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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本文构建了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并定量测算2003—2015年各城市的资源

环境承载力综合得分。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值呈现一定的波动

且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在弱化。从各城市来看，武汉和咸宁总体得分较高；黄石、鄂州、

荆州和宜昌总体得分中等；黄冈和恩施总体得分较低。因此，综合考虑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各城市资源

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功能区划，可将各城市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三大类区域。各类

发展区域应针对其承载力的特点，制订产业准入门槛、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等调控对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发挥整体的协同效应。总之，湖北沿长江干流经济带通过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实现绿色发展要充分发挥整体

的资源要素配置优势和协同效应，综合考虑流域内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对流域内产业进行

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如此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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