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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战略下城市圈生态网络建设构想
李洪远,闫摇 维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
摘摇 要:该文结合欧共体国家生态网络建设经验,阐述了作为途径之一的城市圈生态网络构建在两型社会建
设中的重要性,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提出了城市圈生态网络构建的设想以及尚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几个关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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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前言
中国是城市化进程很快但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国
家,资源相对不足且利用率低下、环境承载能力脆弱
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供需的矛盾与生态
环境压力的日益凸现。 转变经济增长与消费模式,
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实施两
型社会 发 展 战 略, 是 中 国 发 展 的 一 种 明 智 选 择。
2005 年 3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
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重大战略任务。 2005 年 10 月,

研究转向实施的路径研究。 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加快
两型社会建设,进而实现文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目
标

摇 摇 中国提出的“ 两型社会冶 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简称,国际上通常使用“ 环境友好型
社会冶 的概念。 这个概念于 2005 年引入后,中国将
“ 资源节约型冶 从“ 环境友好型冶 中分离出来,与“ 环
境友好型冶 并列提出,是基于目前资源能源过度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耗的严峻形势,也表明资源不节约是导致对环境不

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国

友好的重要成因 [1] 。

民经济与 社 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的 一 项 战 略 任 务。
“十一五规划冶 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
族生存发展。 2007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

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国家促进中部
崛起,推动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两型社会
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两型社会
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研究的重点应从理论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

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
一方面,节约型社会强调的是消费型节约,在全社会
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节约
资源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形成与国情
相适应的节约型消费模式。 另一方面,节约型社会
强调的是生产型节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
染,提高生产效率。 雷小毓(2006) 认为,节约型社
会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
全过程的节约,通过采取市场、行政、思想政治工作
等综合性措施,提高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全要素资
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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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上,是要形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 节约型社
会的终极发展目标应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
会,即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优化、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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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福祉最大 [2] 。

城市化过程中所同样面临的。 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

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比,环境友好型社会追求

样性和区域生态环境,解决跨城市、跨区域以及跨国

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

家之间的生态保护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

生态网络建设成为欧洲国家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

持续发展。 一方面,环境友好型社会强调生产和消

手段,亦是生态保护与环境规划的新趋势。 荷兰在

费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强调人类必须遵

欧洲国家中,是土地使用与交通建设密度最高的国

循自然规律,将其生产和生活强度规范在生态环境

家,因此 造 成 很 多 生 物 由 于 栖 息 地 破 坏 而 灭 绝。

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强调综合运用技

1990 年荷兰政府正式启动“ 国家生态网络冶 政策,并

术、经济、管理等多种措施,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

将生态网络规划作为荷兰国土景观计划的主轴。 然

方式和消费方式,降低经济社会对环境的影响。 环

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圈( 群) 生态问题尚缺少从整个

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

区域层面加以考虑,尽管各大城市在传统的城市绿

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

地系统规划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城市环境保护与生

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

态规划,但许多规划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和不可操作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体系

[3]

。

性,其结果是宏伟蓝图停留在了图纸上。 此外,城市

通过众多学者对两型社会内涵和目标的诠释,

圈( 群) 各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更为关注的是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经济、交通、能源等要素,生态规划成为附属或局限

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

于城市行政区范围,城市之间的生态关系缺乏宏观

用、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

上的考虑。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

因此,需要着眼于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续发展社会。

构建城市圈( 群) 一体化的生态网络体系,才能有效

2摇 城市圈( 群) 生态网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

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和土地资源的节约使用,有助

摇 摇 国家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

8冶 城市总面积接近 5. 8 万平方公里,超过了 4. 1 万

谐的重要载体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城市圈( 群) 作为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具有深

于两型社会建设与实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社会。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1 +

余平方公里的荷兰国土面积以及其它 8 个欧盟国

家。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四大目标之

刻的现实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

一就是: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全国宜居的生态城

的快速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等地域空间类型不断产

市圈。 如何才能做到宜居? 如何才能成为名副其实

生。 城市圈( 群)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

的全国首个生态城市圈( 群) ? 显然,区域层面上的

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但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讲,城市

生态环境保护是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

圈( 群) 的形成不仅改变了区域的土地利用和经济

改革试验的重要内容。

格局,更是作为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区域,对区域的生

3摇 欧洲生态网络的特征与实践经验

态环境产生高强度干扰,造成区域生态格局改变,环
境质量下降,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受到严重

1995 年欧洲部长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威胁。 城市圈( 群) 的发展使得区域面临许多新的

召开,54 个泛欧洲国家联署通过腋 泛欧洲生态与景

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构建合理的城市圈( 群) 生态空

观多样性策略夜 ( Pan -European Biological and Land鄄

间,解决跨城市、跨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维持城市
圈( 群) 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合理的生态空间布局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
维持将成为中国城市圈( 群)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
上述问题也是欧洲国家在工业化、经济发展及

scape Diversity Strategy, PEBLDS) ,并着手建构泛欧

洲 生 态 网 络 ( Pan - 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
PEEN) [4] 。 2000 年,欧盟国家启动腋 Natura 2000夜 生
态网络,27 个成员国均构建了各自的生态网络系
统。 欧洲生态网络的建立,使得欧洲土地的 16. 9%

得到有效保护,对于整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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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显著的效应。

施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保证生态网络

3. 1摇 聚焦大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规划的有效实施。

完善的生态网络是由核心区,缓冲区、恢复区及

廊道构成的复合网络,它强调各个栖息地斑块之间
结构和功能的连接,能够促进物种在不同栖息地之
间的基因交流、迁移和散布,对维持物种的生存和繁

3. 4摇 拥有完善的社会管理与组织网络

欧洲生态网络强既是一个自然保护网络,也是

一个社会管理网络 [10] ,它强调生态、社会、经济的协

调稳定发展,跨越区域、国家、组织间的障碍,增进区

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具有决定性意义。

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交流,促进管理部

由于欧洲工业化、农业集约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门、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加强公众参

导致自然栖息地严重破碎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物

与,发展地方上有效的实施策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

种灭绝

[5]

。 单纯依靠传统的自然保护科学方法无

法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稳定性,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开始采用生态网络方法进行自然区和生物

持以及促进公众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

4摇 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建设的对策建议

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强调恢复和完善欧洲生态网

武汉城市圈概念的提出,使得以武汉为中心、

络整体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实现欧洲水平的生物多

100 公里为半径,包括黄石、咸宁、鄂州、黄冈、孝感、

样性保护

[6]

。

仙桃、天门,潜江等周边 8 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区域共

3. 2摇 融合自然与社会多科学方法体系

同体。 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根据国家

欧洲生态网络是各个学科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

批复的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和构想,

个综合方法体系,在其规划和设计中主要以地理科

在总体方案基础上组织编制了 “ 一总四专冶 规划体

学、保护生物学、景观生态学、生物制图、3S 技术及

系。 其中,《 武汉城市圈试验区生态环境规划》 第一

计算机技术等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在其实施和管

次将生态建设与环境优化进行统筹考虑,包括退耕

理中更多的融合了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社会科

还林、水土保持、湿地保护、水污染防治、节能减排

学思想。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完美结合,进一步

等,突出城市圈生态功能和生态资源承载力的整体

促进了生态网络方法的发展并提高了生物保护的有

提升,将武汉城市圈打造成人水和谐、绿色宜居、生

。 由于各个国家和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特

态文明、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圈 [11] 。 围绕这一总体

体方法存在差异。 如比利时,各种类型的自然及半

构建区域生态网络的目标和设想,形成功能合理、系

自然栖息地都将纳入生态网络结构中;而在捷克共

统完善的生态安全格局。 借鉴欧洲国家生态网络建

和国,要根据历史、水文、气候、物种及植被的比较,

设的经验,并结合武汉城市圈的经济、文化、环境、政

效性

[7]

征,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保护传统,生态网络规划的具

选择有价值的栖息地纳入生态网络体系
3. 3摇 建立强大的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

[8]

。

欧洲生态网络的稳步实施,主要依赖坚实的政

策和法律体系。 虽然目前欧洲生态网络还未有洲际

要求,武汉城市圈作为国家级实验区,应该率先提出

策等背景,笔者提出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生态网络建
设的对策和建议。
4. 1摇 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圈生态网络规划

就区域生态格局来讲,从“ 一市独强冶 的单中心

统一的法律,但是已经建立了多项跨国的自然和生

区域到多中心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转变对城市圈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主要包括自然 2000 网络 ( Na鄄

生态网络建设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学的生态

( PEEN) 等

,为欧洲生态网络的实施进行了统一

且各个栖息地及生物之间必须具有通畅高效物流、

ture 2000) 、 绿宝石网络 ( Emerald) 、 泛 欧 生 态 网 络

网络不仅要求各个景观要素结构上的合理配置,而

的规范和要求,为其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雄厚的政策

能流和信息流,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武汉城市

支持。 同时各个国家已经陆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

圈生态用地面积大,基质具有较强的通透性,利于生

入本国的法律体系,并建立了本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态网络连通性的实现。 则重点是结合武汉城市圈的

护战略和行动规划。 虽然生态网络在各个国家中具

生态网络现状和生态发展目标,进行科学的配置和

有不同的法律效力,但是加入生态网络的国家在区

规划,确保纳入生态网络的景观要素得到保护( 已

域和地方水平上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法,且在规划实

退化的得到恢复) ,以维持自然区系统的结构和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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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价值。 特别是在城镇区,核心区和连接区的恢复

首要任务。

有助于实现生态网络的整体功能。

5. 1摇 城市圈( 群) 生态网络构成要素与空间结构

4. 2摇 科学选择纳入生态网络体系的景观要素

以景观生态学、岛屿生物地理学与保育生态学

遵循生态网络基本结构原则,武汉城市圈生态

的相关原理为基础,在借鉴欧洲生态网络规划先进

网络应该恢复和建立核心区、缓冲区、恢复区及廊

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具体的研究对象,利用多学科交

道。 纳入城市圈生态网络的要素包括:重要的自然

叉方法,研究城市圈生态空间网络的结构、构成要素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林地、基本农

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确定纳入生态网络的

田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河流生态廊道和城市绿地

要素标准和科学依据,应用数学模型,对不同类型的

等。 据相关调查,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结构中,生态

生态网络格局加以分析和优化,引领中国城市圈生

用 地 面 积 高 达93 . 15 % , 其 中 耕 地 占 土 地 面 积 的

态网络规划的正确走向。

50. 58% 。 同时,包括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内

5. 2摇 城市圈( 群) 生态网络与区域自然生态保护

拥有中华鲟、白鳍豚等国家级水生保护物种。 借鉴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亦是自然生态保护与

欧洲生态网络经验,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类

环境规划的新趋势。 2002 年地球高峰会提出:“ 为

的 14 个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 24 个;

型、经济发展要求及文化传统等特征,综合考虑纳入

从“ 岛屿式冶 到“ 网络式冶 的规划方法正在成为

了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除促进和支

生态网络体系中的景观要素,同时要确保有价值的

持生物多样性必不可少的焦点地区外,更应促进国

自然保护区必须纳入网络中来,进行科学的规划管

家和区域生态网络和走廊的发展冶 [4] 。 研究城市圈

理和长期保护。
4. 3摇 对生态网络进行科学有效的实施和管理

生态网络的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的支撑必不可

少。 武汉城市圈各市开始逐步推进以水生态为先导
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如武汉的六湖连通工

生态网络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理,自然生态
保护与生态网络结构的关系等,对于科学进行生态
网络规划非常重要。
5. 3摇 城市圈( 群) 生态网络与减缓区域热岛效应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圈( 群) 的形成,

程、大东湖水网生态构建工程等;有“ 百湖之市冶 称

导致区域热岛效应从点效应正在扩展到面效应,热

号的鄂州市也开展大水网改造,对洋澜湖、花马湖、

岛面积扩大的同时,强度也在增加。 结合城市圈中

三山湖水网进行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加大湖北省

各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分析城市圈的区域景观空

第二大淡水湖泊梁子湖的生态屏障建设。 这些项目

间结构、经济发展与区域热岛效应的关系;研究如何

的实施,对保障和完善城市圈生态格局的完整性、连

进行科学的生态网络规划,以期最大限度地减缓城

续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

市圈热岛效应。

城市圈生态网络的有效管理要注意以下几点:
淤确定科学合理的综合目标,明确管理责任划分;于

5. 4摇 城市圈( 群) 生态网络规划实施与管理机制

生态网络规划能否科学地加以实施,是最关键

获得充分的政策支持,如纳入地方或区域的发展规

的核心问题。 针对城市圈生态网络规划的实施,从

划;盂加强各学科手段的融合,促进社会管理网络的

管理机制的角度展开研究。 在分析中国区域生态保

形成,提高管理能力;榆大力开展环境教育,加强公

护与规划实施问题的基础上,对各级、各类规划的相

众参与,争取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 虞加强对生态

关性以及影响生态规划实施的各类要素加以分析,

网络的定期监测,及时调整不当的管理手段。

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性的生态

5摇 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网络规划实施与管理机制。

由于目前中国对于生态网络理论上的认识尚处
于初级阶段,实践上更没有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
如何通过科学的、系统的、完善的区域尺度上的生态
网络规划途径,化解中国城市圈( 群) 发展过程中可
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现阶段生态网络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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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Network of Metropolitan Circle under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Strategy
Li Hongyuan, Yan Wei
(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national policy of building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society in Chi鄄

na, Wuhan and Changzhutan Metropolitan Circles are authorized as the pilot project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marking the implementing phase in building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of which the core goal is to strik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network of Metropolitan Circle for
building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points out how to construct it taking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as an instance
and finally raises several issues which need further research an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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