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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是城市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然而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机制等落后

于城市开发。概述了生态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最新理念，在国内外各遴选了面积相似的生态城市案例 9 个( 含 2 个生态社

区) ，追踪发展动态，分析规划建设特点，比较其在战略规划、绿色出行、技术和产业、公共参与和保障措施上的异同，结合《城市

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对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管理提出建议。在城市层面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等

潜在危险的长期战略，短期目标要适宜可考核; 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包容性; 建立系统思维，加强本土技术创

新，促进产业发展转型; 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众参与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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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t the key node for urba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or its rapid urbanization． However，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ensuring mechanisms have lagged behind urban development． Here，the origins，development history and
latest ideas of eco-cities have been summarized，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Standard for Green Eco-district． Nine cases ( including two eco-communities) with similar size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i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compare their strategic planning，

transportation，technology and industry，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afeguard measures． Finally，four suggestions were made
as follows: 1) Developing long-term strategies to address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t the city level and short-
term goals should be appropriate for assessment; 2) enhancing people-oriented and inclusive public services; 3) promoting
systematically thinking，local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4 )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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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已经成为城市星球”［1］，50%以上的人口聚居在不到 3%的陆地表面［2］。根据预测，到 2050 年接近

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3］，城市的环境决定了人类的幸福指数。城市面临的关键挑战包括公共设施和服务

( 交通、电力、医疗、教育等) 能否满足需求，能否提供保障人体健康的环境( 大气、水等) ，能否抵御一定的灾害

和风险( 暴雨、洪水、气候变化) 。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的压力以及气候变化的胁迫［4］，目前多

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问题。生态城市通过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布局、城
市管理和环境治理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抓手。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新城建设和城市改造如火如荼，是城市进行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国家各

部委出台了大量支持生态城市建设的政策，如《“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实施

100 个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建设，给予每个城区 5000 万元的补贴。国内涌现出大量以生态命名的开发项目，其

规划和建设质量不一［5-8］。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起步晚、基础弱，规划建设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机制落后于城市

开发［9-10］。国外生态城市的建设开展时间较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有着很好的

借鉴作用。社区作为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是生态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城市是否落地的关键。本

文概述了生态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最新理念，遴选了国际国内面积类似的 9 个生态城市案例( 含 2 个生态

社区) ，追踪最新动态，分析比较其规划建设特点，结合《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

准》，对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管理提出建议。

1 国际生态城市建设概况

一般认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是生态城市的现代启蒙。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

划”中将生态学引入城市，开展城市生态研究，并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11-12］。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

期，针对城市蔓延，交通拥堵、公共设施缺乏等问题，美国和欧洲兴起了一系列的生态城市项目，倡导线性多中

心开发，混合土地利用，建设紧凑城市。2003 年，为应对气候变化，欧盟提出建设低碳城市，主要以建筑节能

和交通节能为主。2007 年，针对暴雨、洪水、高温等极端气候以及海平面上升，相关学者提出了建设“弹性城

市”［13］。2015 年 4 月，联合国人居署理事会议通过《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制定了一

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框架［14］。2016 年 10 月 20 日，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 简称“人居三”

大会) 通过了《新城市议程》，承诺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负担、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新

城市议程》中有 4 个重要的价值导向转变: 重视生态本底、构建网络化结构、构造包容的社会和用政策进行治

理［15］，为未来生态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1 生态城市案例

总体上，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经验主要包括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以公共交通主导土地开发，高密度、小街区、

商住混合开发，绿色建筑和新能源的使用，注重公共空间建设、营造良好的绿色出行环境，政府、企业和公众共

同参与等( 表 1) 。波特兰［16-19］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建设紧凑城市，并且大力发展绿色基础设施; 佛莱堡［20-22］

以新能源技术应用和产业著称; 库里蒂巴［23-25］以方便快捷的公交系统和对低收入人群的包容性著称; 哥本哈

根［26-28］和伯克利［29-30］注重自行车道和步行环境的建设; 现阶段，国外生态城市十分注重低碳发展和增强城市

“弹性”以应对气候变化。2008 年，弗莱堡提升了房屋节能标准，实行《被动房屋标准》，使每平方米年能耗降

低了约 15 kWh［22］; 2014 年，伯克利实行了“弹性战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域和人群进行模拟，并在规划中

考虑气候变化风险［30］; 波特兰不断更新《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按部门分解碳排放指标［19］。哥本哈根用绿色

基础设施替代传统灰色基础设施，计划到 2110 年逐步实现抵御 100 年一遇的洪水［28］; 库里蒂巴增强了对绿

地和森林的保护，30 年来，人均绿地从 1 km2增加到 56 km2［25］。

国外处于城市化后期，进行新城开发的案例较少，最著名的是以零碳为目标的阿联酋马斯达尔［31-33］和瑞

典哈马碧滨水新城［34-36］。马斯达尔期望以高科技、高投资、高指标在沙漠上建立零碳城市: 在城区上空覆盖

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滤网进行遮阴，快速交通则是通过在地下隧道的太阳能驱动的无人驾驶汽车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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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植物和水景需要通过中水回收、海水淡化来维持［33］。遗憾的是，马斯达尔因为成本太高、难度太大而搁

浅。哈马碧生态城的“一体自循环生态系统”把城市的土地资源、能源、水资源、垃圾处理、交通、绿地、生态建

筑等子系统进行整合，达到系统最优。
1．2 生态社区案例

国外生态社区的建设较多，以零碳著称的英国贝丁顿社区［37］和以污染改造著称的澳大利亚哈利法克

斯［38-39］使用适应当地的、成熟的、低成本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表 1) 。贝丁顿社区最大可能的利用自然，设

计与当地气候相适应的建筑，采用墙体储存白天的热量在夜晚利用，收集废弃物和在小区种植速生林作为生

物质能源，大量减少能源使用，从而达到碳中和。哈利法克斯采用“社区驱动”的自助式开发模式，其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

表 1 国外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特点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eco-cities and eco-communities

类型
Types

城市
Cities

时间
Year

面积
Area

人口
Population

规划和建设特点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生态城市
Eco-city

美国
波特兰

1979 年 376．5 km2 200 万人

( 1) 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城市增长边界，提倡精明增长( 2) 利
用 GIS 支持交通和城市规划 ( 3) 公交导向、小街区、高密度、
混合的用地开发模式( 4)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5) 制定
并不断更新《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按部门分解碳排放指标

德国
佛莱堡

1986 年 153 km2 20 万人

( 1) 太阳能产业集聚形成绿色产业并得到广泛应用( 2) 执行
比国家标准更高的建筑节能标准 ( 3) 公交、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为主( 4) 预留大量的开敞空间( 5) 细致完善的法律、规定和
政策以支持和落实各项生态指标( 6) 重视垃圾分类

巴西
库里蒂巴

1970 年代 132 km2 160 万人
( 1) 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 2) 快捷、方便、可负担的公共交
通体系( 3) 关注社会公益项目，关怀弱势群体( 4) 市长的杰出
贡献( 5) 持续不断的绿地和森林保护计划

丹麦
哥本哈根

1990 年代 97 km2 67．2 万人

( 1) 快速城际交通与街区内自行车和步行系统的完美结合
( 2) 保护历史街区，历史和现代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 3) 逐
步用绿色基础设施替代传统灰色基础设施，到 2110 年实现抵
御 100 年一遇的洪水

美国
加州伯克利

1990 年代 46 km2 10 万人

( 1) 对行政人员和市民进行未来风险的培训( 2) 大力发展太
阳能，规划在 2030 年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太阳能( 3) 在规划
中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多渠道的水资源供给，整合绿色基础
设施来改善街区( 4) 加强种族平等( 5) 政府各部门合作服务
社区( 6) 地区间合作构建区域弹性

阿联酋
马斯达尔

2008 年 6．4 km2 5 万人
( 1) 以建筑节能和新能源为主要特色，融合大量高科技( 2) 紧
凑、高密度城市( 3) 与当地气候相适应的建筑( 4) 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回收

瑞典
哈马碧滨
水新城

1996 年 2 km2 3．5 万人

( 1) 体现滨水环境的自然特色( 2) 小街区、密路网，搭配完善
的基础设施( 3) 利用建筑译码设计与环境协调的建筑( 4) 以
快轨和公交为基础( 5) “哈马碧一体自循环生态系统”( 6) 持
续的日常能源和资源监测和评估

生态社区
Eco-community

英国贝丁顿
社区

2000 年代 0．0165 km2 270 人
( 1) 适应气候的巧妙建筑设计，使用保温和储能墙体，最大节
约能源( 2) 居住工作混合的住宅模式( 3) 采用废弃木料和小
区自己种植的速生林来做能源

澳大利亚
哈利法克斯

1990 年代 0．024 km2 350—400 户
( 1) 国际组织参与下的“社区驱动”的自助式开发模式，居民
充分参与( 2) 提出了 12 条规划原则和 21 条操作策略( 3) 使
用本地的成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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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生态城市发展概况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源于 1980 年代，王如松等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中的城市生态项目，在天津开

展生态城市以及城市生态学研究。此后，国家不同部门发起过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低碳

城市、海绵城市等一系列生态城市相关的建设项目。绿色、低碳、弹性等只是生态城市的一个维度，而可持续

发展是生态城市的目标，这些名称都可以囊括在生态城市的概念之下。2004 年左右，在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热

潮中，上海崇明东滩生态城、唐山曹妃甸生态城、天津中新生态城等先后开始规划建设。2013 年，住建部发布

《“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实施 100 个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建设( 含规划新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 。2017 年，住建部出台《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GB /T51255-2017) ，包含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绿色建筑、资源与碳排放、绿色交通、信息化管理、产业与经济、
人文 8 类指标，对规划和运营 2 个阶段进行评价［39］。该标准于 2018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行，将对国内生态城市

的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截止 2014 年底，住建部公布了 19 个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40］。获得称号的新城

只是表明其有条件作为试点示范城区，因为很多城区仍然处于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阶段，缺乏运营数据。
2．1 生态城市案例

这类新兴的生态城区大多有国际公司参与规划，拥有先进的规划理念，注重自然格局和生态安全，以指标

体系来指导和控制规划建设，大力推广公共交通、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使用( 表 2) 。深圳光明新区［41-42］实

施了有远见的规划，执行《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以公共交通引导土地开发强度，以高新产业促进城

市的低碳转型。曹妃甸生态城［43］和中新天津生态城［44-45］设置了详细的指标体系来引导城市开发建设。怀柔

雁栖湖［46］集中了大量节能环保技术。崇明东滩生态城［47-48］选址与生态保护用地、农业用地冲突而导致搁浅。
贵阳未来方舟［49］利用滨水景观，以休闲度假、旅游商务为特色。重庆悦来生态城［50］推行小街区密路网，依地

势设计体现山城特色。基于推进绿色建筑规模化的激励政策，所有生态城区都大力推进绿色建筑，但在建设

过程中，技术设备使用较多，因地制宜较少，导致成本较高，很难复制推广。此外，生态城区的建设中，公共参

与较少。经过 10 年的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已经完成起步区的建设，生态社区开始运营，形成了以文化创意、
互联网和金融服务为特色的产业［44］。深圳光明新区完成 155 万 m2的低影响开发项目，建成 20．7 km 的慢行

系统，战略新兴产业已经占 GDP 的 35．4%［44］。
2．2 生态社区案例

1994 年《中国 21 世纪议程》出台，其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社区的生态化转

变。进入 21 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如《国家康居住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 2000 年) 、
《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城市示范小区规划设计导则》( 2000 年)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

术导则》( 2001 年)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2002 年和 2016 年) 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2006 年和

2014 年) 等，这些标准和政策促进了人居环境向生态社区方向转变。目前生态社区规划和建设研究主要集中

在建筑节能、保温材料、绿地设计、雨水综合利用等方面［51］。
秦皇岛“在水一方”是全国首家被动房示范项目和河北省城市雨水利用试点工程。建筑节能技术包括外

围护保温、高气密性、无热桥结构、配置高效带热回收的通风换气系统［52-54］( 表 2) 。雨水收集系统包括: 屋顶

雨水收集系统、地下雨水收集池、下凹绿地和人工湖雨水收集系统。河南南阳卧龙区龙祥世纪家园是“十二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绿色发展生态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示范工程。作为新建经济适用房小区，其

设计亮点主要是设置了节约型的社区绿地和都市农业，兼顾景观、防护、生态、教育功能，不仅维护成本低，还

能增加居民经济收入。同时，社区通过改变雨水汇流路径、渗透优先、增加入口过滤截污措施来消减洪涝［55］。
此外，科研单位参与了项目，并对社区的管理和居民自治也进行了探索［56］。

3 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比较

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背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密度和文化风俗都有差异。国外发达国家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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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城镇化和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是已建城市的生态化改造，一般规模较小，涉及人口也较少以解决交通问

题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参与度较高。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态城市

的建设一般是由政府主导的，涉及范围大，城市体量和人口密度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既要解决公共

基础设施问题，又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以及节能减碳应对气候变化。基于国内外生态城市的案例分析，将国

内外生态城市案例在战略规划、绿色出行、技术和产业、公共参与和保障措施这五方面进行比较。

表 2 国内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的特点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eco-cities and eco-communities

类型
Types

城市
Cities

时间
Year

面积
Area

人口
Population

规划和建设特点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生态城市
Eco-city

深圳市
光明新区

2007 年 156．1 km2 50．42 万人

( 1) 具有远见的规划，划定生态控制线，保障了生态安全格局( 2) 以
公共交通布局引导城市开发强度，建设紧凑型城市( 3) 混合型开发，
保证城市活力( 4)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培养创业平台，以高新产业为
特色( 5) 基础设施的低碳化

唐山 曹 妃 甸 国
际生态城

2008 年 74．3 km2 80 万人
( 1) 制定 141 项生态城指标体系( 2) 构建多层次的水生态格局( 3) 以
公共交通线路为城市骨架，混合土地功能提高利用率( 4) 构建城市
生态水系统，打造优美滨海城市景观

天津中新
生态城

2007 年 31．23 km2 35 万人
( 1) 注重生态修复，构建多层次的生态网络格局( 2) 以绿色建筑和可
再生能源为特色( 3) 公共设施按社区配套( 4) 城市建设初见成效，形
成了以文化创意、互联网和金融服务的三大特色产业

北京 雁 栖 湖 生
态发展示范区

2010 年 20．93 km2 —
( 1) 以高端国际会议和旅游商务为特色( 2) 注重流域生态治理 ( 3)
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 4) 高投资，不可复制

上海崇明
东滩生态城

2004 年 12．5 km2 5 万人
( 1) 提出“一体化”的生态城市整合策略 ( 2) 策划了生态人文特色，
注重当地文脉的保护和传承( 3) 规划城区建设现代农作物工厂( 4)
选址与生态保护用地、农业用地冲突等多项原因搁浅

贵阳中天·
未来方舟

2012 年 9．53 km2 17 万人
( 1) 以休闲度假、旅游商务为特色( 2) 以开发商投资为主体，大规模
绿色建筑为特色( 3) 根据本区域特点，注重滨水景观和湿地，以及水
资源综合利用( 4) 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应用

重 庆 悦 来 生
态城

2012 年 3．44 km2 5．7 万人
( 1) 小街区设计，地铁公交和自行车步行系统无缝连接( 2) 结合山地
特色，与自然共生的开放空间( 3) 高可达性的步道和开放空间( 4) 结
合气候特征的低成本绿建技术

生态社区
Eco-community

秦皇岛“在水一
方”小区

2006 年 0．56 km2 11000 户
( 1) 被动式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包括节能保温材料的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2) 雨水的回收利用，包括: 屋顶雨水收
集系统、地下雨水收集池、下凹绿地和人工湖雨水收集系统

河南 南 阳 卧 龙
区 龙 祥 世 纪
家园

2011 年 0．33 km2 7680 户

( 1) 利用建筑朝向、楼房高度、合理设置树木、水域和广场，消除旋涡
和死角，降低气流对区域微环境的影响( 2) 经济适用的绿化设计，兼
顾景观、防护、生态、教育和维护成本低( 3) 通过设计消减洪涝和雨
水资源化利用( 4) 垃圾分类与资源化( 5) 对社区的管理和居民自治
进行了探索( 6) 由生态科研单位和建筑设计单位共同设计

3．1 战略规划

国外生态城市的规划往往富有远见，甚至有长达百年的战略规划。规划时间虽然长，但是却有明确的长

短期目标［57］。伯克利制定了 150 年的长远规划，但通过一系列小而具体的生态建设项目，如恢复废弃河道项

目，改善能源利用结构项目，以及慢行车道项目等，稳步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58］。针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

气温和海平面上升，波特兰自 1979 年制定了城市的增长边界，在 1993 年制定了全美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方

案》，并一直持续更新。哥本哈根实行“弹性战略”，也是规划在 100 年内逐渐将灰色基础设施用绿色基础设

施替代［28］。国内的生态城市一般只发布了 5—15 年的中短期规划，缺乏对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的的

长期规划。近年来，很多城市因暴雨而陷于大范围的严重城市内涝，就是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缺乏预见而

造成的。此外，国内规划中对建设成本以及落地的具体途径考虑不足，导致很多规划难以真正实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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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绿色出行

国外生态示范城市从总体布局和细节两方面鼓励绿色出行。布局上，在大型公交站附近设置居民小区、

商业中心和公共设施来方便人们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细节上，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骑行和步行的舒适度和安全

性来鼓励人们骑行和步行: 伯克利和哥本哈根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和停车位; 贝丁顿社区鼓励“小汽车共享计

划”，并通过缩减停车位来限制小汽车; 库里蒂巴提供更加舒适、快捷的公共汽车系统。国内城市大力推进公

共交通，地铁和公交车线路发达，但是在细节上考虑不足: 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增加了出行次数; 大量自

行车道被占用停放机动车，步行和骑行环境差; 道路主干道宽敞，但支路缺乏，导致出行集中于主干道造成拥

堵。现在，不少生态城区已经开始考虑出行细节: 重庆悦来生态城开始实施小街区密路网; 中新天津生态城按

社区配备服务中心和学校来减少出行，设置专用自行车道和慢行道路为骑行和步行创造了安全的环境。
3．3 技术和产业

先进的节能技术为绿色建筑和减碳提供了技术支持。弗莱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研究中心，形成了太

阳能为核心的产业，为该城市的可再生能源供给提供了保障。同时，弗莱堡集中了众多相关的太阳能工商服

务企业和各类组织，包括太阳能电池厂、能源代办处、咨询公司、太阳能建筑设计公司、节能环保饭店等，成为

以新能源为特色的城市。国内生态城市的规划大多数与国外咨询公司合作，思想上缺乏本土创新，靠引进技

术和设备来进行节能减排，本地适宜技术的应用较少［7］。深圳光明新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的产业也初具规

模，但国内很多生态城市对产业的考虑不足，或者产业比较单一，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难以支撑城市发展。
3．4 公共参与

国外将生态城市建设视为提供工作和改善居民健康的机会，进行广泛宣传，公众参与积极性很高。伯克

利的“弹性战略”，收到了 1100 多人的意见反馈［30］。波特兰的《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也收到大量的公众意见。

生态学家和生态组织以及居民在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查德．罗杰斯特及其领导的

城市生态组织积极推动了伯克利的生态城市建设。国内生态城市一般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设方

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缺乏相应的支持政策和参与途径，很难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社区中发挥大的作用［60］; 社

区文化大多数还停留在口号层面，没有实质的进展［61］。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网络传播平台的发展以及居民环

境意识的提高，公共参与程度也会逐渐增强。
3．5 保障措施

国外生态示范城市从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激励政策、考核指标等方面形成系列的配套政策，使得生态城

市的规划和设计能够落地，同时能激励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撑城市的良性发展。《建筑法典》是德国最权威

的建设法律文件，奠定了建筑指导规划的法律基础，对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与要求: 生态措施应包

含在建筑总平面图中，新能源设备需要写进建设合同，进行环境审查并写入环境报告［62］。各级政府包括乡镇

层面都制定了补贴、贷款、担保和参股等多种方式资助生态措施［63］。股权与参与权面向公众，企业和个人可

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国内针对生态城市制定了很多的激励政策，同时也出台了对绿色建筑、节能

改造、绿色生态城区、电动汽车等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生态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

资，私人参与投资的途径并不完善，政府财政压力较大。针对生态规划和生态技术落实的法规体系还不十分

健全，技术标准、绩效考核上也有大量的空白。

4 对我国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国内案例的分析比较，结合《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对我

国生态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出如下建议:

4．1 规划要有远见，短期目标要适宜且可考核

根据城市的自然、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提出现阶段合理的目标和长期发展路线图。做好应对气候变化

和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负担、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生态城市。深圳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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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做了较好的示范，不但率先实行生态控制线的划定，还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适应度分析［63］。
4．2 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的包容性

城市的核心是人。居民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只有居民的支持才能建设真正的生态城市。在城市规

划和基础设施的配置上，要考虑居民的生活和出行习惯，考虑人的安全和便捷。在红绿灯时间设置、过街天桥

设置、十字路口的安全岛设置等方面都需要根据人们的出行习惯和所在路段位置进行十分细致的调研和设

计。设置专用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保障骑行者和步行者的路权，倡导机动车礼让行人和骑行者。充分利用

实时公交信息系统减少人们的等车时间，利用网络约车平台来实现汽车共享。积极推进以社区为单位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如教育、文化、医疗、体育设施的社区化，可以方便群众，减少居民的出行次数，并且社区

基础设施比大规模公共设施更加节能低碳。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关注弱势人群，考虑流动民工、贫困人群、残
障人士的生活、教育和出行的便利性。
4．3 建立系统思维，加强本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转型

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的思维去解决。国内生态城市建设背景与国外有很

大差别，不应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技术手段，应该努力探索与城市气候特征、自然资源、区位交通、人文习

俗、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发展模式。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系统思维，辨识城市生态系

统中各个组分之间的关系，调控时、空、量、构、序［64］。把城市湿地、绿地、生态廊道等绿色设施与城市给排水

系统、道路、交通以及各种污染物排放口等灰色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网络，增加城市的弹性［65］。
生态城市的建设离不开节能保温材料、可再生能源利用、污水处理与再生、垃圾处理与资源化、绿色交通、

智能化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国内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有很多需要引进，提高了生态城市的建设成本。自主研

发的技术才能从根本上带动和更好的解决本地的环境问题。此外，节能环保并不意味着采用最新技术，根据

本地气候和地形，采用适宜的、成熟的、可负担的技术才能大规模推广。利用自然做工的生态设计技术、水适

应技术、低影响开发和水敏感技术等都值得在生态城市中多实践［66］。
产业是城市的经济命脉，经济繁荣程度决定了城市的人气和活力，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资源利用途径。

根据城市的不同背景和特点，做好产业定位，技术和产业相互带动，形成完整产业链，建设有活力和特色的生

态城市。新城建设尤其需要注重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配套，否则缺乏经济支撑和人气，只能成为“睡城”和

“鬼城”。深圳光明新区在产业定位、创业业平台和政策扶持上值得借鉴［42］。
4．4 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众参与渠道

生态城市的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也需要公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完善相关建筑和规划法，制

定技术标准和评价准则，将生态规划和绿色建筑的细节落实到设计图纸和建设合同中，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

有标准可考核，有法规可追责。公开项目信息，开通意见反馈渠道，鼓励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及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提供建议和进行监督。进一步制定多样化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生态投资和开

发。通过建设生态体验和教育平台，社区共建、回收活动等，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大众的生态意识和知识，促进

居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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