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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高度与地位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人类命运

共同体出发，加强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简称“上海

2035”）获得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要求将

市民幸福作为上海发展的根本追求，努力建设繁荣创新之城、幸福人文之城、韧

性生态之城。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努力，上海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

著成效，比如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环城绿带建设、黄浦江两岸贯通等，但与伦敦、

纽约等全球城市相比，生态品质仍是影响上海城市竞争力的短板。面向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创造高品质生活需要高品质的生态空间支撑。因此，按照新一轮

总体规划提出建设生态之城的要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空间科学合

理的保护与利用，满足市民多元生态需求的供给与平衡，探索新时代超特大城市

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刻不容缓。 

按照“开门做规划”的要求，“上海 2035”编制群策群力，在全市范围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全市各委、办、局力量，同步开展各专项规划的编制，

充分体现城市总体规划战略平台和空间统筹作用。作为市域层面专项规划，本规

划充分落实和深化“上海 2035”，兼顾战略性与实施性，构建上海生态空间规划

与建设顶层设计蓝图，对涉及生态建设的下位规划形成指导，有利于“生态之城”

目标的落实。 

二、规划依据、规划范围、规划期限 

1、 规划依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 年）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2017年）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2012年）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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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2019年） 

2、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 8368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6833平方公里为规划区范围）。 

3、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18-2035年，近期至 2025 年。 

4、 规划对象 

生态空间是指城市内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的用地类型所占有的空间，包

括城市绿地、林地、园地、耕地、滩涂苇地、坑塘养殖水面、未利用土地等类型，

是与构筑物和路面铺砌物所覆盖的城市建筑空间相对的空间。 

本规划基于上海平原地区特点、经济发展阶段和生态空间特征，主要聚焦绿

化、林地、湿地等生态要素，强化体系建设、增强效益、区域融合和功能叠加，

其他生态空间要素由相关专项规划统筹落实。 

三、规划策略 

上海绿化与生态事业一直坚持规划引领、创新探索，走过以公园建设为主向

绿林湿多元生态要素共建的历程，整体数量得到大幅增长，逐步提升城市生态品

质，为市民提供优质生态空间。面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海处于城市转型

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攻坚战，适应新趋势，应对新挑战，需要更加完善的生态体

系，更加多元的生态要素，更加复合的生态功能，更加高水平的建设标准，更

加精细的管理机制，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生态空间。 

针对生态空间缺乏、保护利用兼顾、休闲需求众多、实施管控艰难等四方面

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上海生态空间专项规划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形成发展对策： 

1、要素保护与融合。严守生态底限，修复生态空间，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维护市域生态空间基底，对市域重要的生态空间要素进行保护，对市域重要的生

态敏感地区予以保护和控制。加强要素空间复合、功能融合，兼顾生态利用，保

障特大城市生态效益最大化。 

2、体系建设与完善。促进生态资源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生态空间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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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功能融合，未来应从点的建设逐步过渡到体系的建设，融合功能内涵，强化公

园、森林、湿地生态体系的保护与建设，通过线性空间串联成网。 

3、品质优化与提升。拓展生态空间的功能内涵，加强生态性能与其他功能

融合，立足动植物安稳栖息、市民幸福生活的目标，基于多样化、精细化供给等

角度应对市民日常与节假日休闲需求。 

4、机制保障与衔接。应对生态空间管控难，需要在顶层设计明确规划传导

方式，落实规划目标，突破传统管理机制壁垒，部门衔接、区域衔接，创新法律、

土地、资金等政策，强化生态空间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 

四、主要内容 

（一）目标愿景 

建设与卓越全球城市总目标相匹配的“城在园中、林廊环绕、蓝绿交织”的

生态空间，打造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空间需

要，建设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以公园城市

理念满足市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森林城市理念构建超大城市韧性生态系

统，以湿地城市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公园体系、森林体系、湿地

体系”三大体系和“廊道网络、绿道网络”两大网络建设，完善体系构建与品质

提升，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 

至 2035 年，确保市域生态用地（含绿地广场用地）占市域陆域面积 60%以

上，其中落实 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和 200万亩耕地保有量目标，森林覆盖率达

到 23%左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力争达到 13 平方米以上，中心城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7.6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实现 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河湖水面率达

到 10.5%左右，湿地总面积不少于 4640平方公里，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不少于 4086

平方公里，湿地保护率 50%以上。规划建设 2000 公里以上骨干绿道，建成 30处

以上郊野公园。 

（二）空间布局 

1、 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生态格局 

构建长三角区域“江海交汇，水绿交融，文韵相承”的生态网络。共同维护

区域生态基底，共同完善长江口、东海海域、环太湖、环淀山湖、环杭州湾等生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18-2035）  

4 

态区域的保护，严格控制滨江沿海及杭州湾沿岸的产业岸线,加强长江生态廊道、

滨海生态保护带、黄浦江生态廊道、吴淞江生态廊道等区域生态廊道的相互衔接。  

在空间上切实有效维护东海滩涂湿地及与之依存的自然保护区、杭州湾湾区、

淀山湖湖区和崇明三岛等长江口岛群四大城市基础性生态源地，加强滨江沿海绿

色生态岸线保护。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强化生态基底建设，预留嘉宝-沿长江、吴

淞江、黄浦江及其上游（含淀山湖）、沿杭州湾四个重要的生态接口，加快构建

区域性生态空间网络。 

2、 构建网络化的市域生态格局 

（1）重要生态区域 

上海市在构建生态网络体系中首先应注重对于四大片生态区域的保护和提

升，包括崇明岛、淀山湖、杭州湾、近海湿地等四大片生态区域。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锚固生态基底，保护东滩、北湖、西沙等长江口近海湿

地以及各类生物栖息地，加强水系整治，建设绿色农业基地，运用生态低碳技术，

建设低碳宜居城镇，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 

环淀山湖水乡古镇生态区：注重青浦西部湖泊群以及黄浦江上游地区生态保

护，加强古镇古村自然环境保护，恢复和维护江南水乡风貌，形成低密度发展的

水乡生态示范区。保护河湖水系密布的良好生态本底，整合跨省市、跨地区的保

护力量，打造世界级湖区，推动区域申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长江口及东海海域湿地区：强化管控和保护九段沙湿地、崇明东滩等重要湿

地空间，保护国际鸟类迁徙通道，加强与启东等地区湿地的共同保护，保护长江

河口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杭州湾北岸生态湾区：保护金山三岛，构建连续生态岸线，提升沿线城镇生

态环境品质和休闲功能，严格控制沿岸大型产业区对城镇和岸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开展滨海地区湿地生态修复，改善近岸海洋环境质量，打造世界级湾区。 

（2）市域生态空间结构 

构建“双环、九廊、十区”，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生态格局。双

环锚固城市组团间隔，防止城市蔓延，九廊构建市域生态骨架，形成风道与动物

迁徙通道，十区保障市域生态基底空间。 

双环：环城绿带强化中心城与周边地区的生态间隔，同时已成为上海市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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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休闲空间；近郊绿环通过第二圈层沿路沿河形成的生态绿环建设，强化主

城区及周边地区与郊区新城之间的间隔。近郊绿环建设用地占比控制在 20%以下，

森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 

九廊：主要包括嘉宝、嘉青、青松、黄浦江、大治河、金奉、金汇港、浦奉、

崇明等 9 条生态走廊，宽度按 1000 米以上控制。市级生态走廊内建设用地占比

控制在 11%以下，森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 

十区：围绕宝山、嘉定、青浦、黄浦江上游、金山、奉贤西、奉贤东、奉贤

-临港、浦东、崇明等 10片生态保育区，加强各类生态要素的融合发展，促进基

本农田集中连片建设。划定土地整备引导区，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市域耕地

保护总体布局，加强耕地质量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田园化的都市农业空间布

局。 

（三）体系建设 

1、 城乡公园体系 

完善由国家公园、区域公园（郊野公园等）、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

园（乡村公园）为主体，以微型（口袋）公园、立体绿化为补充的城乡公园体

系。结合现有生态资源，推进国家公园和郊野公园建设，在市域范围内建成 30

片以上大型区域公园（郊野公园）。中心城及周边地区结合楔形绿地和生态间隔

带建设面积 50 公顷以上、郊区新城建设面积 100 公顷以上的大型城市公园，实

现大型城市公园主城区 5 公里半径全覆盖、郊区 10 公里半径全覆盖。四是结合

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建设一批服务半径 2公里、面积 4公顷以上的地区公园，郊

区各镇确保“一镇一园”。建设一批服务半径 500 米、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的

社区公园；结合保护和保留的自然村落，推进“一村一园”。结合城市更新见缝

插针建设口袋公园（500-3000平方米）。 

重点地区：以外环绿带为纽带，向内连接楔形绿地、向外连通生态间隔带，

实现从“环绕中心城的绿化带”到“环穿主城区的公园带”的功能跃升，打造

“城周十里、林风斜阳”的环城公园带。 

2、 森林体系 

构筑市域“两区、一网”城市森林空间体系，以环廊森林片区为结构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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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成为支撑韧性生态之城的天然滋养地；以城区森林群落为链接载体，成为

市民亲近自然的重要媒介；以农田林网为手段，形成田园水林一体化郊野空间。

促进林水结合、林路结合、林城结合、林生结合，以滨水沿路生态廊道和绿道连

接城市与郊野，实现“将森林引入城市，让城市坐落于森林中。” 

环廊森林片区：以市域生态网络为主体结构，形成群落多样、生态与景观兼

顾的森林基底。以近郊绿环为纽带，联通市、区两级生态走廊，打造森林集中片

区，提升生态效益。完善重点地区水源涵养林及防护林带建设，实施产业用地与

环境敏感型基础设施周边的森林建设。促进农、林、水生态空间复合，打造集中

经济果林片区，营造具有林分类型多样、季相色彩丰富的森林景观，促进森林生

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的和谐统一。 

城区森林群落：推进绕城森林建设，加强环城公园带集中林地建设，完善中

心城周边地区的生态间隔带和楔形绿地林地建设，构筑主城区生态保护屏障，防

止组团蔓延；加强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大新城环城森林建设，串联

开放空间节点，结合绿道建设，形成承载市民活动的绿色连续空间；城区内注重

林荫道规划、建设、储备以及古树名木后续资源保护。 

3、 湿地体系 

布局体系：规划形成“两圈、一带、一网、两集合群”湿地总体布局。“两

圈”为长江口湿地圈和淀山湖群及黄浦江上游水源湿地圈，“一带”为杭州湾北

岸湿地带，“一网”为河流及运河湿地网，“两集合群”为城市人工库塘和景观

水面等小型湿地集合群和城市郊区种植和养殖塘集合群。 

重点地区：在长江口及近海海域地区，保护重要湿地和鸟类迁徙通道。青西

淀山湖区湿地，保护河湖水系密布的良好生态本底，整合跨省市、跨地区的保护

力量，打造世界级湖区，推动区域申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南汇新城滩涂湿

地，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规划建设为契机，建成“天净、海清、地润、人和”

的滨海湿地城市，保持“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中”的基底特色。杭州湾北岸边

滩湿地，开展滨海地区湿地生态修复，改善近岸海洋环境质量，建设南上海生态

绿色海岸，打造世界级湾区。“一江一河”河流湿地，逐步修复河道两侧的湿地

空间和自然岸线，保护重要湿地生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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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廊道网络 

生态廊道指市域放射状通畅性廊道，隔离城市组团并实现与城乡生态空间互

联互通，以森林为主体，具备生态和社会功能的绿色网络体系。主要依据生态廊

道建设标准，重点推进 34 条滨水沿路生态廊道建设。滨水生态廊道，在中心城

范围内，沿骨干河道两侧不小于 20米构筑连续开放的公共空间，形成以黄浦江、

苏州河、川杨河、淀浦河、蕰藻浜等为骨架的 13 条滨水廊道；在郊区推进城市

开发边界外骨干河道两侧 30-50米生态林带建设，加强林水结合。沿路生态廊道，

在城区结合道路两侧绿带、中央隔离带、机非隔离带等增加特色乔木种植，注重

林荫道规划、储备、建设；在城市开发边界外，围绕高速公路两侧 100米，主干

道路两侧 50米推进生态林带建设，加强林路结合。 

5、 绿道网络 

建设衔接区域、串联城乡、覆盖社区的绿道网络，形成市级绿道、区级绿道、

社区级绿道等多层级的绿道体系。市级绿道注重衔接，重点控制长江、吴淞江、

黄浦江、沿杭州湾等 4 个重要的区域接口，建设环崇明岛、环淀山湖、沿外环、

滨江沿海以及多条放射型绿道。区级绿道“一区一环、互联互通”，郊区依托河

流水系、文化风貌道路、林荫道、干道两侧林带等，充分联系各个城镇组团与大

型公园，形成串联城乡的绿道网络；中心城结合滨水廊道贯通工程建设城市骨干

绿道，形成蓝绿交融的绿道网络。社区绿道依托生活性支路、居住区道路、街坊

内公共通道等，串联主要生活生态空间，满足日常休闲散步、跑步健身、上班上

学等日常活动需求。 

（四）实施保障 

1、 健全规划传导体系 

与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结合，将生态空间建设目标指标层层分解落实，

充分衔接区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主城区单元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深

化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专项规划实施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技术管理体系。各区总体

规划进一步完善形成各区生态网络空间，划定各类生态控制线。镇总规和主城区

单元规划将各级公园绿地落实到具体地块，并作为强制性内容予以管控。规划城

市开发边界内，通过详细规划进一步完善公园绿地布局，保障服务覆盖水平和绿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18-2035）  

8 

地规模不减少，环境品质提升。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外，通过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深化楔形绿地、生态间隔带、近郊绿环、生态走廊等空间的保护与建设要求。 

2、 加强政策实施保障 

法律层面，健全相关领域法规和标准，加强生态空间保护力度，围绕城市生

态建设，加强统筹依法行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层面，结合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目标，健全管理体制，完善国民经济考核体系，将生态空间规划实施

情况纳入生态文明考核、绿色发展目标指标考核体系，完善生态保护、建设、管

理的相关政策，确保生态空间建设实施，逐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和相关激励政策，

适当扩大生态补偿范围，加大生态补偿力度；管理方面，完善自然资源基础调查

与登记机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最大

限度守住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坚持生态优先的“一张蓝图干到底”。创新推动生态

空间用地保障机制，增强生态空间的复合利用，发挥生态效益最大化。 

3、 构建多元参与格局 

完善多方统筹实施机制。成立协调机构、加强多方统筹，形成“多部门联动、

多功能布局、多途径联通”的机制。如建立各类基础生态空间保护和建设的联动

机制，形成政策合力。搭建多方参与平台。建立多方共治模式，发挥政府、专家、

企业、社团组织、市民等多方力量，鼓励市场的资金投入，全过程地参与生态空

间的规划、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加强宣传普及。建立常态化的规划宣传和交

流机制，在全市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开展规划通识教育，借助自然博物馆、科

技馆等机构，积极开展自然科普、动植物观察等多样的宣传活动，促进各年龄段

人群了解规划、参与规划、支持规划，提高全社会执行规划、实施规划的责任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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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区域生态衔接图 

（2） 生态空间结构图 

（3） 生态网络规划图 

（4） 生态空间规划图 

（5） 主要城市公园规划图 

（6） 绿道体系规划图 

（7） 中心城绿地网络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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