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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u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inference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has been deeper and deeper, global resources shortage,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ecology deterior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roblems of human be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township is the 

necessity to carry out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ositively adapt 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rais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features of Hecheng Street, Gaoming District, Foshan City, we reasonably 

make use of high-quality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rational use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stablish ecological function 

division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m eco-friendl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ith Hecheng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 the unit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Keywords: Ecological Function Divisions, Ecological Townshi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基于生态基于生态基于生态基于生态功能分区功能分区功能分区功能分区的乡镇建设规划的乡镇建设规划的乡镇建设规划的乡镇建设规划——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

态乡镇实证研究态乡镇实证研究态乡镇实证研究态乡镇实证研究 

赵晓晨赵晓晨赵晓晨赵晓晨，，，，周雪欣周雪欣周雪欣周雪欣，，，，张舒张舒张舒张舒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广州，中国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全球性人口增长、资

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建设生态乡镇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和

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主动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需要。根据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

的生态环境特点，合理利用优质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建立生态功能分区，不断改善生态环境，逐

步形成具有荷城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生态功能分区，生态乡镇，可持续发展 

 

 



45 赵晓晨 等：基于生态功能分区的乡镇建设规划——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态乡镇实证研究  

 

 

1．．．．研究的背景研究的背景研究的背景研究的背景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经济

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全球性人口增长、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

难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

的基本战略，谋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协调发展

逐渐成为全球的共同行动。2015年，随着《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发布和十八

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

五年规划。生态乡镇建设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通过生

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融合起来，依靠

优良生态环境取得经济发展优势[1]。依靠经济发展为生

态环境改善提供保障和支持，将生态环境的巨大经济价

值转化为较高的经济效益，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

竞争优势，夺取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推进和实现跨越

式发展。生态乡镇建设的目的在于寻求和探索可持续发

展之路[2]。它对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 

1.1．．．．国内外研究进展国内外研究进展国内外研究进展国内外研究进展 

1.1.1．．．．国外研究进展国外研究进展国外研究进展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开展生态乡镇建设经验相比起国内较为丰富。虽

然生态乡镇建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形式不太一

样，但成因和内涵却都是相同的。其本质都是在一定的社

会背景和经济发展条件下，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形式出现。

一些发达国家近10多年来，在进行生态建设研究的同时，

已经开始涉及科学规划和建立生态指标体系、推行生态建

设预算等方面，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一些国家地区，

如克利夫兰（美国），哥本哈根（丹麦），班加罗尔（印

度），怀阿拉市（澳大利亚），德累斯顿（德国），库里

蒂巴（巴西）等都在开展生态乡镇建设，并取得了许多成

果[4]。国外在开展生态乡镇建设的同时，不断深化其内涵，

升华其理念，从最初的环境保护，发展到对乡镇社会、文

化、历史、经济等进行综合考虑，形成更加全面的生态乡

镇建设方式。与些同时，国外在生态乡镇规划、建设和管

理中融入了比较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让广大群众全面了

解生态乡镇整个发展过程，并参与其中。由此可见，国外

无论是生态乡镇建设理论研究，还是生态乡镇建设技术经

验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5]。 

1.1.2．．．．国内研究进展国内研究进展国内研究进展国内研究进展 

近几年，国内开始陆续关注生态乡镇建设，但仍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1972年，我国开始研究环境保护事

业，2012年开始推进开展国家级生态乡镇建设[6]。为了

填补生态城镇建设政策的缺失，2003年、2004年、2005

年、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先后下发了《生态县、生态

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的通知、《生态县、生

态市建设规划编制大纲（试行）》及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国生态县、生态市创建工作考核方案的通

知》以及《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

对生态县、生态市规划建设的内容、主要领域、实施步

骤、考核办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说明[4]。近几年，生态

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新课题，许多地方开始提

出建设生态城市[7]。例如宜春、马鞍山、珠海、威海、

上海、日照、青岛、大连、扬州、烟台等地根据自己原

有资源条件，相继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和指标体

系，并积极付诸实施。根据近几年研究表明，我国目前

生态乡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发展问题，尤其是日益

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容性，既要发展经济，

又要保护环境，两者的博弈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

最突出的问题[8]。 

1.2．．．．生态乡镇的定义生态乡镇的定义生态乡镇的定义生态乡镇的定义 

生态乡镇是一个薪新的概念，它是基于人类生态文

明的觉醒，是人类深入认识生态文明，对摆脱当代乡镇

生态困境的探索而提出来的[9]。生态乡镇主要的观点还

是注重体现生态循环的理念，同时社会发展与周边环境

需要相协调，具有互容性，在各个领域基本达到生态和

谐发展要求的乡镇级行政区域[10]。运用和谐发展理论

[11]和生态学原理[12]，将生态创建的内涵运用到改善现

有环境质量上，立足将循环发展运用到实处，将循环发

展理念贯彻到实处。基本实现环境良性发展，经济良性

发展，社会良性发展[13]。 

2010年，为加速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建设农村生

态文明，国家环保部发布了《国家级生态乡镇申报及管理

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在这个《规定》

中提出：生态乡镇指的是一个社会加速进步、经济高度发

展、生态有力保护三者之间保持高度和谐，城乡环境清洁、

优美、舒适，以及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界达到充分的融合，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最终促使乡

镇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一个协调、稳定与永续发展的

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14]。 

2．．．．项目所在区基本情况项目所在区基本情况项目所在区基本情况项目所在区基本情况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

东倚广州，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全市总面积

3797.72km
2
。荷城街道位于高明区东部，西江之滨，被西

江、高明河二水环抱，素有“西江明珠”之称，与南海仅一

江之隔，经龙高公路11.7公里，可进入佛开高速路。辖区

内有一类港口一个，二类港口二个，集装箱年处理能力达

30万个，客流量年处理能力达20万人次。客货船可沿西江

通船香港、澳门、广州、江门、肇庆、梧洲等地，其中到

香港的豪华双体客轮单程仅需二小时五十分钟，广明高

速于2009年6月25日正式通车，荷城已成为佛山的重要交

通枢纽。现荷城街道在2005年由原荷城街道、三洲街道、

西安街道和富湾镇4个镇（街）经区域整合而成，面积

179.0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3万，流动人口约7.7万，

下辖14个社区居委会和14个村委会。荷城地貌属于典型

三角洲平原，境内地势平坦开阔，河涌交错，土地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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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年均温度22℃，年降

雨量1480毫米，长夏无冬，春秋相连，是一个宜居、宜

游、宜创业的城市。 

3．．．．生态区建设的劣势和制约因素生态区建设的劣势和制约因素生态区建设的劣势和制约因素生态区建设的劣势和制约因素 

3.1．．．．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矛盾比较突出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矛盾比较突出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矛盾比较突出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矛盾比较突出 

荷城街道自然资源种类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特

别是产业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大宗矿产等显著缺乏。人

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而显得

更加突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压力，

产业结构和布局也不得不进行连续的调整。另一方面，人

口的不确定性影响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从而间接影响和

制约了规划区环境污染物产生种类、总量，对规划区附近

地表水、空气、生态、声、景观、土地等环境质量产生间

接影响，也间接影响了环境保护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的实现。 

3.2．．．．区域内部联系不足区域内部联系不足区域内部联系不足区域内部联系不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荷城街道自然资源分布空间差异大，技术和资金等社

会资源分布不均衡。从荷城街道自身的空间格局来看，东

部和北部为水源和生态保护地，交通线多呈东西走向，北

部和西部的经济活跃地带联系不足，缺乏互动合力。耕

地资源和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部平原区，人口密度高，

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大；北部山区耕地缺乏，自然资源丰

富但开发利用的生态成本高，交通不便，人口密度低，

经济社会活动强度较低。资源空间配置的差异性导致区

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地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不协调。 

3.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电

力供应仍相对紧张。城市交通网络不够完善，城市绿化

分布极不均衡；人居环境不够理想，特别是污水系统、

村庄生活垃圾处置系统相对滞后，污水管网设施滞后。

城区内雨水及污水排放主要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高明区中

心城区第一至三污水处理厂，但主城区外的村落则几乎

无污水管网建设，这是造成地表水污染物浓度超标的主

要原因。 

3.4．．．．水资源生态问题水资源生态问题水资源生态问题水资源生态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局部区域生态问题仍比

较突出。地方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粗放式的经营，付出沉

重的环境代价。局部地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不合理开采

地下水导致局部地下水位下降。 

 

4．．．．生态生态生态生态功能区划功能区划功能区划功能区划 

4.1．．．．分区规划原则分区规划原则分区规划原则分区规划原则 

4.1.1．．．．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生态功能区划要从区域本身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现状

出发，根据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统筹兼顾，综合

部署，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力，促进区

域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15]。 

4.1.2．．．．区域现实整合原则区域现实整合原则区域现实整合原则区域现实整合原则 

在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的背景下，考虑当地的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情况，保持行政辖区在空间上的连

续性，以便于日后行政辖区综合管理措施的实施[16]。 

4.1.3．．．．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 

区域所划分的对象必须是独立性、空间上完整的自然

区域。 

4.1.4．．．．非均衡发展的原则非均衡发展的原则非均衡发展的原则非均衡发展的原则 

由于每个生态小区的所处环境不同，以及历史演替过

程不同，必然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最优功能。在大的生态区

域划分上，允许这些功能存在，关键是功能的相互协调，

在小区划分上，这些功能又是进一步划分的依据[17]。 

4.1.5．．．．可操作性与可调整性原则可操作性与可调整性原则可操作性与可调整性原则可操作性与可调整性原则 

充分考虑区域目前实际情况，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生态系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区划的内容也要作相应的调

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起到指导区域发展

的作用。 

4.2．．．．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 

根据佛山生态镇建设规划和荷城生态环境和经济建

设特点，在生态环境现状调研分析基础上，运用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生态敏感性

分析和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将荷城街道划分为6个一级生

态功能区（图1）。 

4.2.1．．．．生态功能区划分生态功能区划分生态功能区划分生态功能区划分 

以气候、地貌和地带性植被为基础，根据区域荷城生

态功能区划分为7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分别为： 

1）Ⅰ水源保护区 

2）Ⅱ森林保育区 

3）Ⅲ农业建设区 

4）Ⅳ生态修护建设区 

5）Ⅴ生态修复建设区 

6）Ⅵ新材料产业型城镇建设区 

7）Ⅶ城镇综合服务功能建设区 

以生态保育、生态协调和生态控制为目标，具体分述

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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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荷城街道二级生态功能区。 

生态区生态区生态区生态区 生态建设目标生态建设目标生态建设目标生态建设目标 功能区名称功能区名称功能区名称功能区名称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主导功能主导功能主导功能主导功能 开发类型开发类型开发类型开发类型 

Ⅰ水源保护

区 
生态控制 Ⅰ西江水源保护区 西江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恢复自然生态景观、建

设西江水源保护带 
生态调节 

Ⅱ森林保育

区 
生态保育 

Ⅱ凌云山森林保育

区 
凌云山保护区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恢复自然生态景观、提

高区域水源涵养、洪水蓄调、水土保持与气

候调节能力 

生态调节 

Ⅲ农业建设

区 
生态控制 

Ⅲ生态农业与土地

综合利用区 

凌云山保育区以南，祥富

路以西，西安工业园以北 

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保护性建设为主；生

态农业为主导，发展水果和蔬菜基地、畜牧

养殖，生态旅游 

生态调节 

Ⅳ生态修护

保护区 

生态控制 
Ⅵ1高明河生态修

复保护区 
高明河下游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恢复自然生态景观、建

设高明河保护带 
生态调节 

生态控制 
Ⅵ2秀丽河生态修

复保护区 
秀丽河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恢复自然生态景观、建

设秀丽河保护带 
生态调节 

Ⅴ生态修护

建设区 
生态控制 Ⅴ生态修护建设区 

富湾生态工业园区以东，

西江以西，西江新城以北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综

合治理为主 
生态调节 

Ⅵ新材料产

业型城镇建

设区 

生态控制 
Ⅵ1三洲生态工业

园区 
三洲生态工业园区 

建设绿色环保生态工业园区，提高资源和能

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

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控制发展 

生态控制 
Ⅵ2西安生态工业

园区 
西安生态工业园区 

建设绿色环保生态工业园区，提高资源和能

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

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控制发展 

生态控制 
Ⅵ3富湾生态工业

园区 
富湾生态工业园区 

建设绿色环保生态工业园区，提高资源和能

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

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控制发展 

Ⅶ城镇综合

服务功能建

设区 

生态控制 
Ⅶ1荷城主城区综

合服务功能建设区 

跃华路以南，高明大道以

北，东临西江 

重点保护荷城主城区景观和人文古迹等文化

遗产，保护性开发水库与湿地，建设生态人

居环境 

控制发展 

生态控制 
Ⅶ2 西江新城综合

服务功能建设区 

祥富路以东，西江以西，

广明高速公路以南，怡乐

路以北 

保护生态景观、物种多样性、湿地、历史文

物遗迹，重点保护阮涌村历史古迹 
控制发展 

 

4.2.2．．．．生态控制分区生态控制分区生态控制分区生态控制分区 

根据区域生态和资源环境条件、发展潜力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的要求，将全区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

集约开发区，分区制定不同的环境保护策略。 

禁止开发区：指依法设立的各类保护区域及其他具有

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

风景名胜区（核心区）、森林公园（核心区）、国家地质

公园（核心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区、西江饮用水源一级

保护区、凌云山等重要山体、河流水域和重要湿地等。区

内实施严格保护，禁止任何改变现有生态基质和生态格局

的开发建设活动。 

限制开发区：指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敏感

性较高的区域，包括各类需要保护的生态功能区、水土保

持高敏感地区、水源涵养高敏感区域等。限制开发区实施

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集约开发区：指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以外的区域，

主要为沿海平原区域。集约开发区实施优化提升，集约发展。 

4.3．．．．重要生态功能区特征与定位重要生态功能区特征与定位重要生态功能区特征与定位重要生态功能区特征与定位 

4.3.1．．．．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 

荷城的生态保护区包括凌云山重要生态景观保育生

态功能区、西江重要水源生态保护功能区、高明河，秀丽

河生态恢复保护功能区。在此区域范围内，生态保护总体

上优先于社会经济发展。如图2所示。 

4.3.2．．．．生态控制区生态控制区生态控制区生态控制区 

主要包括荷城中部农田建设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修护

建设区。该区主要是起缓冲作用，原则上以保护为主，适

度地、有选择地进行城市建设活动。鼓励发展现代农业、

观光农业，适度发展农产品加工、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

适度控制常住人口规模。如图3所示。 

4.3.3．．．．生态协调区生态协调区生态协调区生态协调区 

对于当前开发强度相对较高的荷城中心城区，人口密

度为每平方公里826人，为高明区之首。优化城市各类用

地的数量和空间结构，大力挖掘现有建设用地的潜力，鼓

励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会服务各项功能。生态协调区主要

包括新材料产业型城镇建设区和荷城城市景观建设生态

功能区。该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对生态系统的协调

作用，原则上要有序地、合理地进行城市建设活动。生态

协调区见下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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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 荷城街道一级生态功能区。 

 

图图图图2 荷城街道水源保护生态功能区，生态修护保护功能区和景观保育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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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3 荷城街道农业建设区和生态修护建设区。 

 

图图图图4 新材料产业型城镇建设区和荷城城市景观建设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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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 

要实现功能分区的目标成效，必须加快建设一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制定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切实落实

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措施，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人为活动，恢复其生态功能。 

表表表表2 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分类表。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空间范围空间范围空间范围空间范围 主要功能主要功能主要功能主要功能 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保护措施建议保护措施建议保护措施建议保护措施建议 示意图示意图示意图示意图 

自然

保护

区 

凌云山生

态功能自

然保护区 

为野生动植

物的栖息、繁

衍提供适宜

的生态环境，

成为荷城区

维持生物多

样性的“生物

基因库”和“天

然植物园”，维

持区域碳氧

平衡，净化大

气，改善环境

质量。 

核心区和

缓冲区应

加大力度

保护。 

①建设多林种、多层次、多

效益、功能完善的生态公益

林，增强森林生态功能，提

高蓄积量，保护自然缓冲区；

②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国

家重点珍稀动植物的保护，

划定特殊物种保护区；③加

强管理，严格监控外来物种

的引进。 

 

重要

饮用

水源

保护

区 

西江水源

地保护区 

以保护和发

展西江水源

地为目标，接

轨城市市场，

大力发展西

江休闲渔业、

生态农业，把

西江流域建

设成荷城重

要的湿地生

态功能区。 

农村和生

活面源污

染、工业

点源污染

造成水源

水质达标

率不高。 

①严格执行饮用水源区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饮用水

源区水质监测与管理；②控

制面源污染；③严禁工业废

水排放，建设城乡综合污水

收集处理系统，加强城市生

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控制；

④逐步完成小流域的整治工

作；⑤取缔排污口；⑥生活

污水处理应加快规划区污水

收集系统的建设进度；⑦饮

用水源地分级保护区实地管

理界桩建设；⑧环境预警监

控体系建设工程 

 

 

5．．．．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生态乡镇的建设是从源头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也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平台。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生态乡镇

研究进展，结合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生态乡镇实证研

究，将荷城街道划分为6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建立了重要

生态功能保护区，制定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对于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率先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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