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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和绿色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K-
means法对2015－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和动态演变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绿色

发展能力有显著提升，但16个地市之间发展较不均衡；四大绿色发展能力维度中，绿色创新能力对于绿色发展的作用较

强，但现阶段安徽省绿色创新发展能力较弱；各地市四大绿色发展维度差异较为明显。为此，从加强地区合作交流、推动

科技创新、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等方面，提出提升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的优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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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的同时，依赖资源禀赋创造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中所存在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也日趋凸

显。面对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协

调、开放、共享”共同构成指导我国“十三五”及之后更长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

指出“绿色发展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的可行路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争取到

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借助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方

面的短板，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一步彰显了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价值[1]。

近年来，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充分认识到地区发展与资源环境保

护之间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徽样板，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2017年，在《安

徽省绿色发展行动实施方案》中将“三河一湖一园一区”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列为重点任务，在省域内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并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林长制，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试验。2018年，安徽省把构筑绿

色生态经济体系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创新途径。2020年，安徽省为高效推进创新型生态强省的建

设，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体制、机制进行深入优化改革，以期以更高的标准来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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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年努力，安徽省在绿色发展的系统设计、体制机制、转型路径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面对新发展

格局仍需要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为中部绿色崛起、长三角地区引领国内绿色发展提供助力。

绿色发展概念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公布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中

首次明确提出，自此对于绿色发展研究热度一直不减。学者们从内涵界定、模式探究、实践剖析等方面展开

研究[2]，与此同时也开始关注绿色发展能力评价问题。学者们在构建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时，多从绿色经

济发展、绿色社会、绿色产业、绿色城市建设、绿色生态系统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考量[3~6]；而在进行绿色发展能

力评价时，多采用主成分分析、DEA分析、脱钩理论等方法来进行效果的评定[7~9]。既有研究为测度绿色发展

能力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1）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初期阶段，绿色发展是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绿色发展能力指标要体现新时期资源环境生态的主要问题以及“确保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长远目标，现有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系需要有所调整。（2）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

任务，对于绿色发展能力的测度也需要动态跟踪评价，才能有效地对地区绿色发展时空规律进行研判，提出

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而现有文献多侧重于静态的绿色发展能力研究。（3）现有的实证分析大多采用主观评

价模型来测度[10]。鉴于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现阶段安徽省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抓手，优

化并完善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K-means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进行绿色发展能力综合

评价和动态演变研究，厘清现阶段安徽省绿色发展现状，并为今后区域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发展的内涵、原则和路径进行优化而形成的一种以经济、

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11]。它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主要发展目的，在资源和环境得

到充分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上，既能够保持经济水平的持续发展，又能够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12]。基于此，

本文以目的性、科学性、综合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为原则，在借鉴部分学者研究的基础上[2~5]，依托对安徽省

实际发展情况的分析，确定从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和绿色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

系，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42个二级指标，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绿色经济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是衡量地区绿色发展能力最直观的指标。绿色经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社

会化进程的速度，也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提供经济物质基础，还为绿色文化的培育、传播奠定基石。本文

在这个一级指标下设置了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水平等相关的10个二级指标。

绿色社会是绿色发展的协同目标。绿色发展在改善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应当带给地区居民幸福感和社

会公平。“生态化”和“绿色化”的社会活动不断推进，政府相关公平政策高效落实，能有效促进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所以本文在这个一级指标下设置了与地区居民生活、民生改善、社会保障

有关联的11个二级指标。

绿色生态是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发展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高效利用资源禀赋，从源头上扭转

资源匮乏和资源浪费的局面。提升地区绿色资源的充沛度，可以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也

可以为地区居民宜居性居住水平提供必要条件，从而推动地区发展模式由“褐色”向“绿色”转型。而环境问

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地区采用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制度，还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改造环境，从而实现人与环

境的“帕累托改进”。因而在绿色生态一级指标体系下从资源禀赋、资源承载力、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四个

方面设置了14个二级指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关键动力。绿色发展指出了利用要素和投资驱动换取环境短暂改善的发展模

式存在的缺陷，强调要利用科学技术构建全方位的创新体系，为地区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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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创新驱动力，可以有效降低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的成本，提高转型发展效率，能为绿色发展的经济、社会、

生态系统构建统一的现代化关联。因此，在绿色创新一级指标下分别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进行描

述，共设置了7个二级指标。

表1 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绿色经济

绿色社会

二级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第三产业GDP占比

GDP增长率

人均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财政支出

进出口总额

实际利用外资

第三产业GDP增长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数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医生数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城镇化率

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级指标

绿色生态

绿色创新

二级指标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人口密度

人均供水量

人均燃气供应量

人均造林总面积

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比例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节能环保投入占比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有效发明专利数

发表科技论文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各市大专以上人口比重

教育投入占比

科研投入占比

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绿色发展能力测度与分析方法

（一）绿色发展能力测度模型

1. 指标数据预处理

由于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数据量纲、计量单位、对评价目标的影响方向不同，为了尽可能展现

各个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一致化和无量纲化的处理以便剔除上述影响。鉴于使用极

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指标对于评价目标的影响会有正、负两种方向，因此对正向影响指标采用

公式（1）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而对负向影响指标则需要采用公式（2）完成无量纲化。

x′ij = xij -min(x1j,x2j,⋯,xij)
max(x1j,x2j,⋯,xij) -min(x1j,x2j,⋯,xij) （1）

x′ij = max(x1j,x2j,⋯,xij) - xij
max(x1j,x2j,⋯,xij) -min(x1j,x2j,⋯,xij) （2）

其中：xij 表示第 i个研究对象第 j个指标的具体取值，i=1,2,…,n；j=1,2,…,m。 x′ij 表示第 i个研究对象第 j
个指标无量纲化之后的取值。 max(x1j,x2j,⋯,xij) 和 min(x1j,x2j,⋯,xij) 表示所有研究对象中第 j项指标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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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最小值。

利用极值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变化，处理后的数据集中会出现0值，为避免对后续步骤的计算产生影

响，需要对 x′ij 进行坐标平移，平移公式为 x″
ij = x′ij + p，p为常数，用于表示平移幅度，p取值越小越接近于真实

情况，本文选择p=0.01。
2. 指标权重确定

在计算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之前，需要对预处理之后的数据进行指标赋权，以体现评价指标对被评

对象的影响和作用不同。常用的确权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权法利用指标的客观差

异来进行赋权，能有效避免主观打分对于权重确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作为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

首先计算第 i个地区第 j个指标在评价对象中的贡献度 bij = x″
ij ∑

i = 1

n

x″
ij ；然后根据信息熵的计算公式，得

到各个评价指标的熵值为 ej = -k∑
i = 1

n

bij ln(bij) ，其中 k =1 ln n 为常数，从而得到信息熵 dj = 1 - ej ；最后确定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 wj = dj ∑
j = 1

m

dj 。而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ws 为其下辖二级指标的权重之和。

3. 绿色发展能力指数计算

将各评价指标权重 wj 与无量纲化之后的取值 x′ij 进行合成，可以计算出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和各一

级指标指数。其中：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Zi =∑
j = 1

m

wj∗x′ij ，各一级指标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Zs =∑
j = 1

l

wj∗x′ij ，其中

s=1,2,…,4，l为各一级指标下辖二级指标数目。

（二）绿色发展空间分析方法

鉴于利用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水平测度时往往会有较多评价对象，为从众多评价结果中有效提取出评

价对象间的联系与特征，需要对测度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基于绿色发展能力测度模型计算出总评指数和

各一级指标指数后，为进一步对安徽各地市之间绿色发展能力的差异和联系进行分析，选择了能够探寻数

据内在结构和特征的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属于无监督学习的一种，是以类内同质性强、类间差异性大的原则，将无类别标记的数据归属

到不同类别的分析方法。常用的聚类分析法有系统聚类、动态聚类、模糊聚类等，本文基于使用的效率和便

捷程度选择了划分聚类方法中的K-means聚类法。首先预设数据需要归为K组，并随机选择K个对象作为

初始聚类中心；其次计算每一个数据点与K个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依托于最近距离法将数据点分配给最

新的聚类中心；然后根据每个组中现有的数据重新计算聚类中心的位置；重复上述两个步骤，直到聚类结果

不再变化即可得到最终聚类结果。在聚类分析中，最佳聚类数通常在 2≤ kmax ≤ n 之间搜索，其中n为聚类

数据集的样本总数。

四、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动态演变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安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16个地级市2015－2019年共5年的指标进行数据分析。数据主要

来源于2016－2020年的《安徽统计年鉴》、16个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以及各地市经济运行状况报

告。对于部分上述资料中并未直接给出的指标，采用人工计算的方式获得，针对部分地区部分年份存在缺

失数据的情况，采用均值替换法和回归替换法来充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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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绿色发展权重分析

根据构建的绿色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先采用极值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2015－2019年绿色发展相关数

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根据熵权法的计算步骤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再通过汇总整理得到四个维度一级指

标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评价绿色发展能力的四个维度中，绿色创新维度对绿色发展能力的作用最大，达到

了29.48%。这说明在2015－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的变化更多体现在科技投入和产出维度上。十

三五期间，安徽省积极推动科技产业全面创新改革，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不仅推进了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也为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绿色生态和绿色社会维度权重水平分列第二、

三位，权重分别达到25.46%和25.37%，可以看出安徽省坚持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徽样板工程，积极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得区域生态环境水平和宜居性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排名最后的维

度是绿色经济，其权重为19.69%，安徽省在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时，绿色经济维度能力的提升相对较为薄弱，

使得其对于绿色发展能力的贡献水平较低。

表2 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一级指标权重

绿色发展能力一级指标

绿色经济

绿色社会

绿色生态

绿色创新

指标权重

19.69%
25.37%
25.46%
29.48%

（三）安徽省绿色发展综合能力动态演变分析

1. 安徽省绿色发展综合能力时序分析

基于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利用2015－2019年安徽省各地市绿色发展能力的相关数据，对这一时期安徽

省各地市绿色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得到安徽省各地市和分地区平均的综合指标得分情况，如表3所示。

从时间维度上看，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 2015年的 17.4716上升到 2019年的

26.5177，总体上升51.78%；从总体均值水平的变化情况来看，2016－2018年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增长率

分别为 8.08%、16.76%和20.77%，而2019年较2018年降低0.41%；这说明安徽省进入“十三五”后，全省促进

绿色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增长效应明显，但整体上来说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未来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2. 安徽省绿色发展综合能力空间分析

从空间维度上看，安徽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绿色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2015－2019年三个地区

平均水平呈现出皖中最高，皖南次之，皖北最低的梯度；总体上来看皖中和皖南地区各个地市在安徽省绿色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皖北地区因为自身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目前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可见缩小

地区之间绿色发展能力差距任重道远。

从各地市维度来看，2015－2019年，安徽省16个地市在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上的排序较为稳定，处于

全省前3位的是合肥、芜湖和马鞍山，都属于安徽省发展最具实力的地区；而长期处于后两位的亳州和宿州

均属于皖北欠发达地区；2019年排名第一的合肥市与排名最后一位的亳州市之间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之

比为4.35:1，由此可见安徽省16个地市之间的绿色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为更深入了解地区之间的差异，

本文采用基于欧氏距离的K-means法分别对安徽省16个地市2015年和2019年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

析，将绿色发展能力得分从高到低划分为好、良、中、差四个等级并绘制空间分布图形，结果如图1所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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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可以看出，得益于安徽省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2019年相较于2015年绿色发展能力不断提

升；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省会一直展现出较高水平的绿色发展能力；马鞍山在2019年和芜湖一起并列良好阶

段；滁州、宣城、黄山、池州、安庆也于2019年进入中等阶段；最低阶段发展水平的地市由2015年11个降低为

2019年的6个，并且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与2015年比，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总体上呈现出由南向

北、由东向西逐步提升的态势。地市间发展的不均衡主要原因在于：皖南各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利

用旅游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使其绿色发展能力较高；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者在利用创新驱动带动皖南和

皖中地区绿色发展能力提升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皖北地区各地市多以粗放型工业为主，产业转型起

步晚、水平低导致绿色发展能力较为落后；此外，皖南和皖中地区大部分地市也较皖北地区更早地融入长三

角城市群发展，接受周边长三角核心区的辐射。

表3 2015－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

地区

皖北

皖中

皖南

全省

淮北

亳州

宿州

蚌埠

阜阳

淮南

平均

合肥

滁州

六安

安庆

平均

马鞍山

芜湖

宣城

铜陵

池州

黄山

平均

平均

2015
13.3231
9.7679

11.7606
20.0037
10.0925
13.3700
13.0530
44.6493
16.0762
11.5417
13.1703
21.3594
21.2611
29.5364
13.3024
21.2557
15.0328
15.4019
19.2984
17.4716

2016
15.5657
11.1645
12.9019
21.3665
11.8274
14.4191
14.5408
48.9398
16.5555
12.8854
15.3840
23.4412
22.7109
30.6460
14.9709
20.5386
15.8517
16.4084
20.1877
18.8835

2017
17.4947
13.1984
14.4242
22.6347
15.0280
16.1912
16.4952
56.5192
19.8596
20.3869
17.7542
28.6300
24.4473
34.3183
19.0928
23.1802
18.5734
19.6676
23.2133
22.0482

2018
17.0908
15.7021
16.4329
25.8487
19.7144
19.5716
19.0601
75.7781
27.0221
22.5225
21.6543
36.7442
33.5952
39.7619
22.4513
25.1805
21.9878
21.7126
27.4482
26.6267

2019
18.8318
17.1646
16.3237
25.7853
19.9523
19.2668
19.5541
69.3966
26.3820
19.5784
22.5674
34.4811
33.1364
40.5989
23.4031
26.1675
22.7432
22.9858
28.1725
26.5177

图1 2015年和2019年安徽省各地市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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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绿色发展分项能力动态演变分析

1. 安徽省绿色发展分项能力时序分析

根据综合评价模型对绿色发展能力四项维度指数进行测定，从图2可以看出安徽省2015－2019年绿色

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和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绿色生态维度上升幅度相对较大，由2015年的5.94增加到2019年的9.33，表明各地市在资源高效利

用和环境优化改善方面能力不断增强。各地市节能环保投入占比逐年增强，对生态环境优化起到了提升作

用；政府为应对“三废”排放问题而采取的环境管制也有效地刺激了环保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环境污染的同

时也促进了资源利用；然而不同地区之间发展路径选择、产业结构特点各有不同，也导致了绿色生态维度产

生波动。

（2）绿色经济发展整体展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后期增长动力充沛。2015－2019年，绿色经济维度指数

增长55.3%，表明在新常态背景下，各地市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增长显著，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成果也进一步推进安徽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3）绿色创新维度在2015－2018年整体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小幅回落。纵观5年测定结果，虽

然绝对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上依然有着不俗的表现。安徽省各地市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通

过加大科技创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以及利用产业集群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方式，为绿色发展提

供了科技创新维度的支持。

（4）绿色社会维度虽然在2018和2019两年的增长幅度放缓，但可以看出安徽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和城乡融合建设方面，坚持以人为核心，通过改善社会公共福利、完善社会基本保障、优化城乡统筹发展等

方面的工作，使得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也进一步促进区域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2 2015－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及四大维度指数变化

2. 安徽省绿色发展分项能力空间分析

在时序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欧氏距离的K-means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2015和2019年绿色经济、绿

色社会、绿色创新和绿色生态各维度发展能力进行聚类，从空间角度分析各维度在这5年间的演变情况，具

体结果如图3所示。

从绿色经济维度发展的空间演变可以看出，安徽省总体格局变化不大，处于差阶段的地市逐步向中等

阶段迈进，好和良阶段的地市变化不明显，全省范围来看整体表现为以东部为主的发展基调，合肥、芜湖和

马鞍山依靠自身发展优势处于领先地位，蚌埠、滁州、宣城等地市因毗邻江浙沪享受长三角发展红利辐射，

展现出较好的绿色经济发展能力，而其余地市则展现出相对较低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安徽省绿色创新维

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合肥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具有较强的创新优势，安庆和宣城凭借着现代化企业

集聚让自身的创新发展有所提升，但皖北地区各地市和皖南地区的池州与黄山，因自身创新资源的匮乏，绿

色创新发展相对落后；在绿色社会维度上，处于良好和中等状态的地市产生了一定的波动，马鞍山和宿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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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社会维度上的发展水平有所降低，整体上来看全省绿色社会维度发展水平与各地市实施的政策有较大

关联；绿色生态维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除阜阳、亳州和宿州外，其余地市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19年达到

好及良的地市增加到10个，区域中呈现皖南地区是绿色生态发展的“领跑者”，皖中地区作为“跟随者”紧随

其后，皖北地区因其自身基础条件较薄弱，一直以“落后者”的身份奋力追赶。

综上所述，2015－2019年安徽省绿色发展能力四大维度均呈现出不同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内16个地市

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总体上呈现出合肥、芜湖、马鞍山引领，皖南、皖中其他地市跟随，皖北落后的格局。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四大维度的发展逐步由临近江浙沪红利辐射区往全省推进，由皖江城市带往皖北地区

推进的趋势更加明显。

绿色经济维度 绿色创新维度

绿色社会维度 绿色生态维度

图3 2015年和2019年绿色发展空间演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和绿色创新四个维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K-means法
对安徽省16个地市2015－2019年的绿色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后又从时间和空间等方面对其进行动态

演变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安徽省各地市绿色发展能力虽然在2019年出现小幅波动，但2015－2019
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全省总体绿色发展能力处于较低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6个地市绿色发展能力呈

现出较强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合肥引领、芜湖和马鞍山跟随、其他皖中南地区各地市崛起、皖北地区落

后的梯度格局。（2）绿色发展能力四大维度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绿色创新、绿色生态、绿色社会和绿色经

济；而从绿色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分解结果来看，安徽省整体呈现出绿色生态最高、绿色社会次之、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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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和绿色创新逐步提升的情况，这表明在未来的绿色发展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和创新

动力依然是安徽省各地市最大的提升点。（3）四大绿色发展维度在研究期内均展现出上升趋势，但各维度发

展的趋势各不相同，其中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态维度发展持续上升，绿色社会维度2019年较上一年度持平，绿

色创新维度则出现下降态势；16个地市在四大维度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安徽省16个地市绿色发展能力差异显著，因此在提升各地市绿

色发展能力时，要注意加强城市间产业、创新发展的合作交流，促进区域绿色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安徽省

“一圈五区”的发展新格局，高效整合区域中的发展资源，促进各地市绿色发展协同联动，形成绿色发展多极

增长点；突出合肥都市圈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协同其周边的六安、滁州等地市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走廊，以

辐射皖北、带动皖南各地区绿色发展。（2）利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是地区适应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安徽省应

紧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中部新十年战略的发展契机，深化创新型省份建设，为绿色发展提供长效动力。

通过加大对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进入地区急缺、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领域；积极开展多边科技

创新合作，推动区域绿色产业协同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发挥效益；通过创新扶持政策、金融支持贷款

等方式优化创新环境，稳步提升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力。（3）安徽省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因各地市自身资

源限制，难以从绿色发展能力四个维度制定全面发展路径。基于此，各地市可以利用绿色发展能力四大维

度时空演变分析的结果，在充分考虑自身发展优势的同时，发掘区域发展中的“留白”地，制定出有竞争力的

绿色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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