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
——近三十年来深圳生态规划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压力与探索

苏建忠

【摘 要】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三十年来，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在特区发展的早期，深圳就开始着手探索生态规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要推进
“生态深圳”的建设，着重需要重构价值体系、转变发展模式、扩大公众参与。对于我国的生态规划而言，
应该把建设适宜的人居环境作为核心，以提升规划师的基本素质作为推动生态规划的关键，以融合既有的
管理体制作为生态规划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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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十年城市发展回顾
正如《深圳 2030 城市发展策略》a所指出的，深圳的成长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大城市，其高速轨迹，没有任何一个
城市能与之并肩(图 1)。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抓住改革开放的窗口的历史机
遇，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挥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充分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
才等生产要素，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环境优美的
深圳无论在体制机制、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发展、城市建设、环境建设等方面面面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

本文中的规划成果如非特别说明，均来自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项目归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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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十年来深圳的总人口与 GDP 增长(《深圳统计年鉴》2009)
不但在发展总量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深圳的发展亮点还在于质与量的齐头并进。更为
重要的是，深圳的先发地位还为其奠定了独特的软实力优势，即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吸
引作用。历史上，深圳曾创造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次提出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第
一次尝试土地拍卖，第一次发行股票，成立我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等等。深圳是我国最早依
靠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而且，其中心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依靠向经济腹地输出商品，
而是依靠输出创新来实现的。强大的软实力优势使深圳得以迅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从而
跻身中国城市第一集团行列1。

2．压力下的成就
2.1 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在经历巨大发展的同时，
“速度深圳”模式也使深圳的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压力。受产
业经济、住房供应、就业机会、交通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强劲需求驱动下，城市建设用地
呈高增长态势，耕地锐减、湿地缩减，越来越多的自然河道变为人工河道，土地后备资源匮
乏，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并已开始构成深圳未来发展的制约。

2.1.1 跳跃式增长的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是造成生态环境压力的基本因素。深圳市经济社会超常规高速发
展，导致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均难以预测。自《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1986-2000)》(以下简称“86 版总规”)以来，深圳各版总体规划的预测规模就不断被突破。
86 版总规预测到 2000 年特区的总人口为 84 万人；
实际上，
到 1994 年底，特区内总人口 147.5
万人。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以下简称“96 版总规”)确定 2000 年、2005
2

年和 2010 年全市总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分别控制为 400 万人/377.8Km2、420 万人/424.4Km2
和 430 万人/478.7Km2。而 2000 年的实际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已达到 700.8 万人和 467Km2，
大大突破规划预测。

2.1.2 机动车保有量快速上升
过度的机动化与城市的无序蔓延有着直接的联系2。深圳是近年我国机动车增长最快的城
市之一，年均增长 15.65%，2010 年 4 月已达 150 万辆。按目前日增千辆的速度，2012 年全
市汽车保有量将突破 200 万辆。随着私家车的快速上升，深圳开始出现强机动化趋势。机动
车交通在扩大居民出行半径的同时，拉开了城市各种用地的空间距离，城市地域分化更加剧
烈，市政投资更加分散，并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小汽车的依赖。过度的机动化导致了城市蔓延，
农林生态用地的大量消耗，生态廊道的割裂，城市生态特质的消失，还加重了环境污染。

2.1.3 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缩减
特区成立以来，深圳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高位水平。建设用地从 1979
年的 3Km2 增加到 2006 年的 729.08 Km2：其中，1979－1994 年间，全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
约 17 Km2；1994－2000 年间，全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约 34 Km2； 2000－2005 年是增速最
快的时期，全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约 47 Km2。2006 年增速有所放缓，全年建设用地增加 25.6
Km2(图 2)。

图 2：深圳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态势
深圳建设用地的扩张在土地利用变化上主要表现为城镇用地大量蚕食耕地等农业性生
产用地3；同时，农田进一步破碎化，水土流失加剧。深圳的耕地面积已经由 1979 年的 3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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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下降到 2005 年末的 2447 公顷(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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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深圳市耕地面积的变化(据《深圳统计年鉴》2006)

2.1.4 湿地河网的变化
深圳市湿地类型有 3 大类(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13 种类型，占深圳国
土总面积的 8.1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深圳的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功能退化，湿地的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到削弱。湿地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滨海滩涂湿地面积不断减小，生
境面临退化；红树林和湿地水草的生存受到威胁；河流水质不断恶化，河流底质污染程度持
续加剧4。
近 30 年来，深圳市河网结构简单化、主干化趋势明显，城镇用地扩展与河网萎缩，尤
其是河网支流的萎缩或消失存在显著相关。城市化和河网变化导致境内流域植被覆盖度、生
产有机物质的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资产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5。

2.2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成就
尽管面对极大的环境压力，深圳的主要环境监测指标、环境质量整体水平还能维持较好
的水平，近年的生态安全状况也逐年趋好，并先后荣膺国家“园林城市”
、
“最佳人居环境奖”、
“全球环境 500 佳”的等称号。

2.2.1 2008 年主要环境生态指标
目前，全市环境质量总体水平良好：园林绿地面积为 96381 公顷，占市陆域总面积的
49.39%；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5%，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13.66%；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109.9m2(按 2008 年末常住人口 876.83 万人计)，基本达到国际上生态城市的绿化指标(绿地
覆盖率 50％、居民人均绿地面积 90 m2 的指标)。2008 年，深圳空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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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准(优)和二级标准(良)的天数共计 364 天；主要饮用
水源水质良好，河流水质有所改善。盐田区还获得“国家生态区”称号，19 个街道被评为
“深圳市生态街道”
。

2.2.2 生态安全趋势
持续的生态保护与建设也正在扭转深圳发展历史上的生态欠帐。李佩武等对深圳
1997-2006 年生态安全状况发展趋势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深圳的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上逐年趋
好，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处于从临界安全向较安全变化的过渡状态，影响深圳生态安全的限制
因子在逐渐减少。预计到 2022 年前后深圳将基本达生态理想安全水平6。

3．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与探索实践
3.1 生态城市的内涵与生态规划
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城市病”
。
生态城市作为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是人类自觉克服“城市病”
，从灰色文明走向绿色文
明的伟大创新。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增长模式向经济、社会、生态有机融合的复合发
展模式转变。
生态规划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必由之路。本文所指的生态规划泛指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
法、措施，以规范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为内容，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改善城市环境
为目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类城市规划。其本质上是生态理论、方法与传统城市规划
的融合。从生态规划的表现形式来说，主要表现为专项规划，如生态保护规划、绿地系统规
划；同时还表现为综合规划中的专题，以及那些深入融合生态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的传统规划。
麦克哈格(I. L. McHarg)是第一个在规划设计中系统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规划师。他
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强调人类对大自然的责任感。麦克哈格的独到
之处在于最充分地利用自然提供的潜力，寻求设计与自然的“结合”7。在 20 世纪中叶的多
个规划实践，如里士满林园大道选线方案、波托马克河流域规划研究等项目中，麦克哈格凭
借深厚的生态学、地理学功底，创造性地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巧妙处理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
冲突，向社会展示了生态规划的价值和魅力，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灰暗的工业文明的希望之火。
时至今日，生态思想已经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城市接过了麦克哈格的生态规划火种，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建设生态城市的可行途径。

3.2 建设生态深圳的动力
亲近自然环境是人的基本需要。有人从自然中寻找启示和规律，陶冶性情、激励斗志；

5

有人在自然中获得平安和宁静，恢复精力、增进健康 7。城市化程度越高，人越怀念自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下一轮国际竞争将是生态环境的竞争：环境品质高的城市更能吸引
人才和资金，从而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深圳具有建设生态城市的内在动力。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之一，深圳未来仍将继续
担当我国新一轮发展改革的先锋角色。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深圳“一
区四市”的新定位，深圳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经济发达、制度先进、生态文明的示范性城
市。2009 年，深圳获批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更坚定了深圳未来发展的信心。而
要实现未来发展新的飞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就必须利用深圳自身依山
傍海的天然优势和优良的自然秉赋，创造富有特质、个性鲜明的高品质城市环境。

3.3 生态规划的探索历程
事实上，深圳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放慢过探
索的脚步。在城市规划领域，深圳也同样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86 版总规是我国第一个获
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的城市总体规划；深圳率先在国内建立法定图则制度；深圳颁布
了我国第一部城市更新规章——《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而 2002 年 8 月在深圳召开的第五
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则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享誉全球的
《深圳宣言》
。图 4 显示了三十年来深圳城市建设蓬勃发展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规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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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三十年来深圳全社会房屋施工建筑面积与(规划)大事记

3.3.1 早期的生态规划探索
在深圳建市的早期，曾在生态规划方面进行过为数不多、但却有影响力的探索。尤其表
现在 86 版总规的编制和 1989 年版《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以下
简称“89 版保护区规划”)的编制。
86 版总规对深圳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深圳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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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规划未系统地阐述生态规划的设计思想，但其结合深圳的自然地理条件、顺应新的社
会经济环境，建立了带状多中心组团式结构布局，在其技术方法上闪耀着人地和谐的思想光
辉。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思想本身就是生态规划的精髓，也是 86 版总规成功的关键之一。
89 版保护区规划是深圳最早开展的自然保护区专项规划，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
规划剖析了保护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深入调查了保护区内的猕猴种群、红树林、鸟类、
昆虫等动植物资源，从物种传承和生境保护的角度去认识保护区的价值。2009 年，当纷争
多年的内伶仃岛管理权尘埃落实后，深圳市曾探讨过是否要对该岛进行开发建设。最终，正
是上述保护区规划等对内伶仃岛的生物地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力诠释，让决策层再一次放
弃了开发的念头，坚定了保护的信心，从而使内伶仃岛这颗珠–江口最为夺目的生态明珠免
遭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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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内伶仃岛的猕猴增长与分布

3.3.2 生态规划体系的形成
1998 年《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颁布以来，深圳的生态规划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
期，逐步形成了以城市总体规划和《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
、
《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为核心，
以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蓝线规划和绿线规划为纲领，依靠法定图则和城市设计落实生态理
念的生态规划体系。
2001 年 2 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城市绿化工作，要求
将绿地系统规划从城市总体规划中剥离出来，提升为城市规划体系中相对独立的强制性内
容。会议还将深圳、天津列为全国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试点城市。按照中央的精神，
深圳于 2001 年 4 月组织编制《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
。该规划将过去局限在城市内部的园林
绿地系统拓展到区域生态系统，高度重视绿地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建设，将林地、园地、水域
等土地类型作为生态改善的积极因素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从全市的整体利益出发，对
绿色开敞空间进行统一规划。《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探索，为建设部《城市绿线管理办
法》的颁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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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加强生态保护，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深圳于 2004
年开始研究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并于 2005 年颁布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
该规定将一级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成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郊野公园，坡度大于 25％
的山林地，主干河流、水库及湿地，重要的生态廊道，岛屿和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海滨陆域
等逾 978KM2 的用地纳入保护控制范围(图 6)。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提出，为深圳的生态保护
提供了更有力的武器。

图 6：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区
2006 年实施的《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是深圳发展史上首个生态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对
今后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提供生态方面的指导与依据。规划提出深圳要以建立与生态承载力
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心，以保护自然生态体系为基础，以发展生态经济体系为驱
动，全面提高深圳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将深圳建成为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生态城市的典范。
《深圳市蓝线规划》的实施对于加强城市河流水系、水库、湿地、滞洪区、排洪渠、水
源工程等的保护与管理，保障城市供水、防洪排涝和通航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促
进城市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以下简称“09 版总规”)在宏观层面对全市生态保护与
开发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的生态专题研究借助了 RS 与 GIS 技术和最新的建
模分析方法，开展了精确的生态环境容量计算和生态适宜性评价，并基于此进行了生态功能
分区和城市建设强度分区。同时，09 版总规还开展了跨部门的专题研究合作，如与市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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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作研究城市风环境和热环境，为从区域尺度解决城市“热岛效应”
、创造宜人的气候环
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3.3.3 新理念的探索与生态规划规范的建设
近年来，深圳市以新理论、新方法为指导，努力在实践中探索与应用生态规划与生态城
市建设的途径，在低冲击开发模式、绿色城市、低碳经济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低冲击开发模式。低冲击开发是指通过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机制实现对城市建设
区地表径流的控制。常用的规划手法是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表的改变；工程手法是恢复城市
地区的自然地表或采用入渗性能接近自然地表的铺装材料，增加地表渗透性。通过对城市“毛
细水系”的梳理，发挥地表层的水土涵养功能，达到缓解暴雨径流、维持良好的水生态平衡
的目的。自 2009 年以来，深圳已经开始在规划和工程上探索低冲击开发理念的应用。
低碳经济、绿色城市的探索。2009 年底，结合胡锦涛同志关于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
社会的要求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建低碳都市”的目标，深圳与国家住建部签署了《关于
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
，并将光明新区、新大—龙岐湾地区等确定为“绿
色城市示范区”试点，探索绿色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机制。在此之前，深圳规划国土委还通
过设立“光明工作坊”等形式，探索如何在法定图则编制中贯彻和落实绿色城市理念。2009
年该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在光明新区等法定图则编制中进一步贯彻和落实绿色城市理念的通
知》
，重点对法定图则编制中如何落实绿色理念提出了指导意见。同时要求法定图则为绿色
城市理念的后续实施留出足够的弹性。
2010 年推出的《深圳市绿色城市规划设计导则》，提出了在城市设计中实现“保护城市
整体结构、促进生态修复、倡导紧凑开发、缔造宜居社区、营造舒适环境、整合交通系统、
改善市政能源体系”等绿色理念的指导意见，从实现层面将绿色城市的建设目标分解。这是
深圳市响应“部市共建”低碳生态城市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完善、提升《深圳市城市规
划标准与准则》的重要基础工作。
另外，新近出台的《深圳市绿色住区规划设计导则》
、
《深圳市绿色建筑设计导则》也从
实施层面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深圳绿色城市建设的具体规范。

3.4 生态规划的内容探索
深圳已经编制的各类生态规划，涵盖了广泛的生态要素：如针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安
全的《深圳水战略》
，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针对湿地的
《深圳湿地规划》
、针对岸线保护的《深圳滨海（深圳河）岸线整体城市设计研究》
。
就生态规划的功能而言，主要包括生态保护规划(如《大鹏半岛保护和发展规划实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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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内伶仃岛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生态建设规划(如《深圳市生态风景林建设总体规
划》
、
《深圳市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生态修复规划(如《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破
损生态景观资源修复研究》)和生态利用规划(如《深圳雨洪资源利用规划》)，等等。

4．对深圳生态规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思考
4.1 对建设“生态深圳”的建议
刚刚闭幕的深圳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深圳未来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即到本世纪中
叶，将深圳建设成为集“科技创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时
尚创意中心”于一体的，富裕、生态、和谐、文明的东方魅力都会。“生态深圳”再次成为
其中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在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4.1.1 重构价值体系
建设生态城市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障碍，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在一切以人为中心、
GDP 至上的社会里，大自然只是衬托人类活动的淡薄背景，只有在开发的目的下自然才得
到重视。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导致“千方百计地砍掉珍贵的红衫树林只是为了做西红柿支架”、
“最美丽的风景和最富饶的农田的价值比不上最恶劣的贫民窟和最讨厌的路边广告牌”7。
在“进步”的外衣下，工业经济模式残酷无情地丑化、抑制生命。尽管这些被排除在经济模
式之外的成分，恰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最重要的、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要建设生态深圳，必然要告别 GDP 至上的短视价值观，善待自然，珍爱环境，构建能
涵盖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健康价值、教育价值等在内的新的价值体系。

4.1.2 转变发展模式
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制约背景下，面对宏大的发展构想和生态
城市的建设目标，深圳迫切需要探索紧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和谐发展道路。为此，需要积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节约型城市建设，深挖用地潜力，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城市创新，优
化区域格局，改善城市管理。

4.1.3 扩大公众参与
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要借助社会大众的力量共同参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早
期的生态规划理论先驱格迪斯(Patrick Geddess)坚信，城市规划的主要意义应在于教育群众，
调动群众自己建设家园的积极性8。社会大众才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真正主人，也蕴藏着丰富
的创造力，城市要发展，就要面向市民生活。只有充分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扩大民众的参
与途径，关注民众的迫切需求，全社会共建共用，这样的生态城市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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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我国生态规划的思考
4.2.1 生态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建设适宜的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由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
撑系统等五大系统组成的整体9。上至国家、区域，中至城市，下至社区、建筑，都是人居
环境在特定层级的表现形式。创造适宜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古老的理想，也是当今城市规划的
任务b。但长期以来，从人居环境建设的角度而言，城市规划的关注点过度集中在人类系统、
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关注甚少，因而不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10。而
自然系统是一切人居环境的基础，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生态规划的出现，有助于使城市规
划的关注点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系统，统筹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界不同时间周期和不同地理尺
度的影响。作为一门面向应用的科学，生态规划应该融入城市规划并与建筑设计、地景设计
9

一道，围绕建设适宜的人居环境的目标，从整体上解决人居环境问题。

4.2.2 推动生态规划的关键是提升规划师的基本素质
尽管生态知识在规划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但生态规划作为一门相对明晰的规
划理论出现不过 40-50 年的历史11。生态规划对于我国规划师的挑战在于，一方面规划师要
面对行业中长期存在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另一方面，规划师还不得不学习生态规划方面的新
理论、新方法。然而，人类与环境、城市与乡村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生态规划终究无法与
城市规划划清边界。麦克哈格所从事的规划工作，无论是项目选址、还是流域规划，无时无
刻不在运用自身丰富的生态学、地质学、气候学和社会学知识，谁又能说这些不应该是规划
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呢？

4.2.3 生态规划的落脚点在于与既有管理体制的融合
生态规划要落到实处，就必须与现行的管理体制结合，包括与规划管理体制的融合，与
建筑、工程的结合，以及为了满足生态规划的需要对现行的制度环境和管理程序进行调整。
如 3.1 节所述，生态规划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生态专项规划，同时还包括综合规划中的专
题，以及那些融合了生态理论、方法的传统规划。按照我国现行的规划管理体系，总体规划
和详细规划等法定规划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因此，以专项规划形式存在的生态规划，为了
较好地实现规划意图，要么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发布，如《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
要么将其规划控制要求进一步转化到法定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以在法定图则中
落实生态规划为例，需要衔接之处既包括标准、规范，如《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技术规定》、

b

据《城乡规划法》第一条，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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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修订，以便明确在法定图则的文本、图表以及技术分析如何表
达生态规划的内容；也包括建立鼓励规划编制创新、提高规划质量的机制。

5 结语
“作为迄今为止袭击人类世界的最为深广的革命，城市化既是发展的结果，也常常是
发展的负担。但它还应该成为良性发展的手段。9”在中国城市化呈燎原之势，城市蔓延的
弊端日重之际，城市发展道路的选择攸关城市未来12。深圳三十年来的生态规划与生态城市
建设探索历程，既是其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对传统发展模式负面作用的理性补救，也体现了
特区人在建设东方魅力都会理想指引下迈出的坚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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