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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划及实施刍议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为例
李

青

( 常州市规划局,江苏常州 213022)
摘

要: 该文基于绿色发展角度,通过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大数据研究,提出生态管控、用地限制、绿色交

通、功能布局等城镇群规划建议,并对城市群规划实施提出落实措施,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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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批巨型

争力下降,社会发展和政府负债问题凸显。 长三角

城市群。 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拥有 1 个直辖市, 3

城市群,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迫切需要转变发展

口,目前建成了 1 个超大城市,1 个特大城市,13 个

技创新和产业振兴,推进现有企业产业转型、技术改

个省会城市,22 个地级市,21 万平方公里,1. 5 亿人
大城市,51 个中小城市,每万平方公里拥有 80 个城
镇,GDP 超过 2 万亿美元,城镇化率近 70%,拥有 C9

中的 5 所著名大学和其他一大批高等院校,社会经

理念和方式,摆脱开发区和房地产依赖,大力促进科
造、转向制造业 2025。 推动城市更新,充分利用既

有建筑,提升功能、传承文化、改善环境、优化配套。
以人为本,切实满足小康社会到现代化社会过程中

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 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各种需求,特别是环境品质、运动休憩、文化消费

的鱼米水乡,水环境和饮用水源却令人担忧,大气环

等新需求。

境欠佳,大城市空间拓展仍然在低质量蔓延,这些问

新时代城市群需要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 绿色

题已经妨碍了当前长三角城市群与世界其他著名城

发展就是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城市不再摊大饼,特

市群的竞争,以至于产业结构渐趋落后、生态环境改

大城市大城市内涵发展,中小城市特色发展,乡村有

善缓慢、科技创新落后于珠三角、社会呈现老龄化等

机发展。 比如上海,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金融、科技

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时代城市

创新,与国际一线城市竞争,这些不需要占更多的

群绿色发展的理念,研究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

地。 上海的一般本科和职业教育可以逐步配置到皖

划,从大尺度区域空间规划及实施来推进新时代高

浙苏中小城镇,小城镇也会受益发展。 上海的养老

质量城市群发展。

布局,可以在长三角城市群中选择生态好的中小城

1

新时代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理念

市,输送上海优质医疗配套,相关小城市也会受益。

改革开发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大多设立开发区

扩大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进一步服务现

和新城,通过园区拆迁征地、规划建设、招商引资、房

有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市场培育,

地产开发等,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集聚,工

提升品质。 嘉兴、马鞍山等中小城市应走特色发展

业化进程迅猛,大部分城市已经实现小康。 但是,当

之路,不需要照搬昆山模式,充分挖掘自身特长,发

前长三角国土资源开发强度已经较高,部分城市国

展特色经济和地方特色文化。 小城镇需要解决乡村

土开发强度超过 30%,生态环境形势逼人,产业竞

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其他大城市不需要再大力

地区公共服务和地方经济支撑,适当推进城镇化。
乡村结合产业特色、地理资源和地方文化走协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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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展之路。 而这些要求必须促进特大城市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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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而实现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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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城市群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和呼

沿江沿海沿湖沿山沿河需要划定适度开发利用的约

声,建构高质量宜人生态空间,城市群掩映在青山绿

束性空间和制定相应的无污染排放措施、政策、法

水中,掩映在江河湖海和森林农田交互构成的诗意

规,划定自然保护核心区域,排定五大核心的生态恢

栖居中,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特征。

复修复计划,长江及干流需要实现适度退圩还江、滨

2

江森林和湿地修复补建、禁止排污入江、沿江污染产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划

业整治、沿江城镇污水治理等。 太湖及长三角内其

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需要用大数据来科学分析

他湖泊需要退渔还湖、河流入湖口湿地修复、建设沿

和监测城市群发展状况,用生态管控来划定城市群

湖森林带、沿湖城镇污水治理、禁止排污入湖等。 沿

发展的底线,用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来管控城市群布

海需要建设沿海森林带、生态岸线修复、禁止未达标

局和规模增长,用区域公共交通规划来引领城市绿

排污、禁止乱填海等。 苏皖浙山地丘陵地区森林保

色交通,用区域性功能布局来提升城市群绿色发展

护,适度扩展森林,修复林木损毁地区,划定禁止采

合力。

伐和限制采伐地区。 平原水网地区是长三角的主要

2. 1

地理特征,需要保护基本农田、修复水网及其生态系

建设城市群规划大数据,来科学分析和监测城

市群绿色发展状况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可持
续发展,必须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而目标是

统,推行生态有机农业种植和养殖。
2. 3

限定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管控城市群规模增长
长三角城市群城乡建设用地总量规模巨大,上

基于现状的指标。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

海已经率先提出减量发展,长三角城市群中其他大

群更大,在传统的规划方法中,理出精准的现状情况

城市均应限制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增长,中小城市在

是十分困难的,很多结论是基于经验或感性描述,而

不使用农田的基础上适量增长。 城市建设用地现行

当前已经是大数据时代,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

区域平衡,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和用地粗放的城市减

化软件计算可以实现精细化现状分析。 所以,基于

量。 新增建设空间通过城市更新,挖掘低效用地潜

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划需要建设大数据空间数据

力,搬迁关闭污染企业和淘汰产业,推进园区企业技

库。 这个数据库首先是基于地理信息的自然资源数

术提升,增加城市公共空间和生态空间,增加新兴产

据库,包括土地、海洋湖泊河流水资源、山地林业资

业发展空间。 小城镇需要提高建设用地和村庄用地

源等;其次是城镇建设现状数据库,包括城市社会公

的集约度,实现限量增长和空间转移激励。

共设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地理国情调查城镇既有

2. 4

建筑等。 第三是人文经济数据库,人口、文化、教育、

规划区域公共交通,来引领城市群绿色出行
当前人们异地旅游商务甚至通勤日益盛行,私

科技、商业、工业、农业等数据。 长三角城市群的建

家车区域互通增长迅猛,而区域大气管控需要限制

设用地可以用卫星影像分析,生态环境、交通和市政

或减少汽车废气排放,因此城市群规划需要重点安

可以用 GIS 来分析,经济质量也可用国际数据比对

排区域公共交通规划。 长三角城市群交通联系紧

分析,可以得到科学系统的城市群发展状况数据和

密,除了国家铁路干线和长途客运外,城市之间联系

结论。

主要是私人汽车,用于商务、旅游乃至通勤。 随着休

目前沪苏浙皖的城市信息化发展有比较好的基

闲时代来临,私家车异地漫延于长三角各个角落。

础,可以提供大部分大数据,只需要统筹协调四地

所以长三角需要规划区域城际和景区的公共交通线

26 城进行联网,就可以共享上述数据,支撑中央和

路,使用轻轨、区域快速公交与城市公交实行有效衔

各地开展规划工作。

接,使得人们通过区域和城市公共交通舒适便捷地

2. 2

到达景区和其他目的地,减少区域环境污染和能源

强化生态管控,划定城市群发展的底线
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持续提升,新时代

消耗、道路拥堵。 如在沪宁、宁杭高密度联系通道方

城市群规划首先需要树立生态底线。 长三角城市群

向可增加沿江城际铁路沿杭州湾城际铁路,环太湖

的生态管控核心是长江及支流的水环境保护、太湖

可设轻轨联系各景区和城镇,苏浙皖丘陵地区增加

流域保护、苏皖浙山地森林保护、苏沪浙沿海海洋保

城际铁路网等。 没有城际、轻轨的城镇,须设快速公

护、长三角冲积平原农田和水网保护等五大核心。

交衔接铁路和景区车站快速转运,城市群内长途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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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设为快速公交,实行公交补贴。
2. 5

统筹区域性功能布局,提升城市群绿色发展合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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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城市群绿色发展基金
城市群中生态管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可以设

立城市群绿色发展基金来引导激励。 如长三角城市

力

绿色发展需要城市群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同质

群绿色发展基金可由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保部自然

化发展,通过区域性服务功能合理布局,集约节约发

资源部牵头,沪苏浙皖四地筹措,建立基金理事会,

展,从而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的

设立相关管理和监督制度。 基金来源于财政、社会

恶性竞争在于开发区密集,相互惨烈竞争,应该在现

捐助、自然资源使用补偿、环境罚没等,用于弥补为

有产业基础上,结合交通地理条件和生态条件,合理

城市群生态管控牺牲的地区补偿和战略性生态修

布局港口型园区,集聚化工园区、冶炼园区实现临海

复。 基金可分两级:长三角一级,用于区域平衡,支

布局。 一般性工业园区,划定功能区边界,促进技术

持长三角大生态修复和区域性无收益的公共设施;

改造产业升级。 结合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布局

城市一级,用于城市内区域平衡,支持本地高质量生

高科技创新园。 结合金融贸易发展竞争条件,布局

态提升。 基金的使用需要公开透明,取得各地公众

长三角金融商务区。 沪、宁、杭集聚科教资源应该发

理解支持。

展基础性、创新型、研究型高等教育,一般性、职业性
教育和技术开发可逐步转移到皖浙苏中小城市,特
别是新建本科和职业教育只允许在中小城市布局。
长三角城市群中划分单元,单元内初中升职业高中
可异地就读。 区域性政府投资社会事业项目应优先
布局在落后地区,促进区域平衡。

3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划实施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群规划实施应该得到重视

和有效落实,需要构建规划体系和政策法制支撑,搭
建绿色发展基金来扶持,组建有力实施主体来落实,
引入公众参与来监督。
3. 1

构建城镇群规划体系和规划实施制度
基于上述绿色发展理念的规划必须配套相应的

专项规划和各地各城市的实施规划来组成规划体
系。 比如基于绿色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必须
同步编制长三角江海河湖水环境保护和利用规划、

3. 3

组建城市群规划实施主体
城市群规划实施需要综合统筹,中央相关部委

应指定相关司局专门对口相应城市群协调工作。 如
长三角,需要发改、科技、工信、资源、环保、水利、交
通等部门固定司局指导协调,四地 26 市组建协调机

构,可设立专门小组,如规划、生态、资源、交通等等,
可以商量的,自行商量,不能商量的,提交中央机构
协调决策。
城市群跨区域的项目实施可以由城市合作成立
实施机构。 如太湖保护,可由苏浙成立太湖保护和
开发公司,把沿湖各地国有湖泊山地、水产和旅游资
产划入太湖公司,负责太湖的清淤、退田还湖、湿地
修复、滨湖森林培育、水源地建设、文化旅游开发等
投资类建设行为。 如长三角公共交通,可以由 26 市
组建长三角公交公司,建设运营城际轻轨和快速公
交。 如针对长三角城市群老龄化,由四地成立长三
角养老联盟,合理布局临海、森林、滨湖养老基地,引
入优质医疗,实行区域商业化规模运营。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布局规划、长三角养老布局规

3. 4

划等。 各省、市结合城市群规划,要把生态空间、区

参与,规划拟定需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涉及

域功能落实到城镇用地布局中。

城市群居民的出行、旅游、生活的内容。 规划实施需

长三角森林体系规划、长三角公共交通规划、长三角

引入公众参与城市群规划
基于绿色发展的规划制定和实施尤其需要公众

落实规划实施必须配套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转

要公众参与和监督,特别是生态管控的情况,需要公

移功能的规划实施,必须研究相应的经济政策,从国

众理解和支持、舆论监督。 如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相

家、省、市的三级财力给与统筹;限制和禁止的,必须

差比较大,但是区域互补性也比较高,可以组织各地

制定法规来监督保证实施,长江、太湖、沿海等保护,

高校研究机构形成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专家组,研讨

各地应制定规章来确定保护要求,甚至把相应的控

各项专项规划,在各种媒体和各地城市媒体征求各

制指标和划定边界纳入本地法规中。 对于规划实施

地企业和居民意见,吸引大家理性关注城市群的协

的监督也要纳入相关法规中。

同发展,看到周边城市的生活和就业机遇,促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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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居民有更宽广的视野,引导产业梯度转型,文
化交流融合,区域环境平衡,人口合理流动;使得规

[3]

划制定更加科学全面,规划实施获得更多支持更加
顺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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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Development———Taki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LI Qing
( Bureau of City Planning of Changzhou,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2130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offers proposals of urban cluster planning,

such as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land use restriction, green traffic, functional layout, etc. by establis-

hing a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carrying out large data research, and meanwhile puts forward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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