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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正在将土地用途管制扩展到所有国土空间。文 章 提 出 “区域绿色空间”理论， 旨在打破城区园林绿 

地空间与郊区自然生态空间的区域边界，对同时依存于生态、城镇和农业三类空间的绿色资源实施统一管制。

通过分析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理论，界定区域绿色空间范围，探究我国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在占补平衡、

征占成本、规划管理以及法规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用用途 

管制理论，为构建自然资源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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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extending land use control to all land spaces of the whole stat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44regional green space^ aiming to break the regional boundary between urban garden green space and suburban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mplement unified control over green resources dependent on ecological, urban and agricultural 
spac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regional green space use control and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regional green space, the 
main problems of regional green space use control in China in the aspects of accounting balance, acquisition cos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 are explored,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heory of land and space 
use control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rol system about the spatial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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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导致以人类 

活动建设为主的城镇空间、以生产活动为主的农业空间、 

以环境保护为主的生态空间三者之间矛盾日益激化111。近 

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规划纲要以及改革 

方案推进国土空间优化与城镇化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 

实用途管制”。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己成为我国建立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制度机制的 

构建不仅是自然资产归属和权贵的进一步明确，同时也 

为生态服务交易、生态补偿、干部考核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空间用途管制主要涉及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与 

生态空间。其中，农业空间层面用途管制落实最好，己 

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用途管制制度，但在其他领域多还处

于探索试点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模糊[21。对于同时存在于三个空间的 

自然资源来说，空间用途管制涉及层面更多，以林木资 

源为例，生长在城市建成区的林木归属园林部门管理， 

上层管理部门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而生长在郊区 

与乡村的林木则归属林业部门管理，上层管理机构是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正是由于上述这种权责界定模糊、功 

能用途多样、易于转化的空间特性，导致区域绿色空间 

不断成为城镇空间侵占的首要区域。面对这一问题，笔 

者在参与起草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方案(2016—2020)》中提出“建立生态红线与城市绿 

线相互衔接的用途管制制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区域 

绿色空间”概念，旨在打破城区园林绿地空间与郊区自 

然生态空间的区域边界，对各类绿色空间实行统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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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理论

l . l K 域绿色空间的含义与分类

明确区域绿色空间含义和范围是研宄区域绿色空间 

用途管制的重要前提，城镇、农业和生态三大功能空间 

划分是我国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3]。其中，城镇空 

间是国土空间中以提供商业、居住、工业等服务为主要 

功能的区域，该空间是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是人类 

活动的集中区域，人口规模和开发强度较大；农业空间 

是国土空间中以提供农业生产服务为主的区域，主要包 

括耕地等农业用地，人口规模与活动强度在三类空间中 

居中 ；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中以提供生态服务与生态产 

品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相比农业空间与城镇空间，生态 

空间多位于城市郊区，如林地、湿地、沙漠、海洋等自 

然资源空间，人口规模与开发强度较小，人类活动较弱。 

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三类空间的资源交叉现象十分普 

遍。2017年 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最新版《城 

市绿地分类标准》，将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附属绿地以及区域绿地五大类，其中新增的 

“区域绿地”主要指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等 

空间，但根据林业与自然资源部门行业分类标准，“区域 

绿地”是生态空间，属于自然保护地，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主管的城镇空间存在概念与空间范围上的矛盾。基 

于此，并结合己有研宄[4̂ ,本文提出区域绿色空间理论， 

统筹同时存在于两类或三类国土空间的生态资源。

区域绿色空间理论与区域绿地(RGS)、城市森林 

(UF)、绿色基础设施(GI)以及国家公园(NP)等相关理 

论密切相关(表1),且值得我们借鉴。在区域绿地(RGS) 

研宄方面，有学者[M1提出区域绿地是绿地系统在市域 

等更大尺度的延伸，包括城市绿地、生态廊道、森林公 

园等多种绿地类型。丁宇等和张雷[91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指出区域绿地建设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一定比例的生 

态空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它不仅包括城市绿地，也 

包括林地、草地等未经规划的生态用地。在城市森林 

(UF)研宄方面，Miller™ 认为城市森林是城市建成区园 

林资源与城市郊区森林资源的总和，既包括宏观尺度 

的跨区域空间规划，也包括微观尺度的地块绿化设计。 

Rowntree1111认为城市森林是城市中具备一定生态功能的 

森林，纽约州的城市森林系统主要由游园、交通干道、 

城市建筑、河流湖泊、产业园区内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构 

成。在绿色基础设施(GI)和国家公园(NP)研究方面，二 

者都是外来词，都可追溯至19世纪的美国11]。绿色基础 

设施将城市绿色空间视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进行生态和景

观游憩的功能提升，包括城市及与之密切联系中的城市 

绿地、森林、水系、湿地、农田、自然保护地等[12]。国 

家公园指以保护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为主要功能，同时 

提供一定的科普教育、文化审美、休闲娱乐功能的大面 

积自然或近自然区域[131,目前我国己经开始多个国家公 

园试点建设。借鉴上述相关理论，并参考我国空间用途 

管制管理规定，我国现有区域绿色空间一般具有如下特 

征 ：一是在空间范围上，同时存在于城镇、农业与生态 

空间，且以生态空间为主；二是在自然资源资产方面， 

区域绿色空间所属资源产权公有，资源使用运行机制以 

行政划拨方式为主；三是在管理方面，归属不同部门管 

理，各类区域绿色空间实行分空间、分片区管理[141。

表1 区域绿色空间相关概念辨析

名称 概念内涵 目标 应用领域

区域
绿地

(GRS)

绿地系统在市域等更大尺度的延 
伸，包括城市绿地、生态廊道、 
森林公园等多种绿地类型

削减空气污 
染、水土保 
持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

城市化过 
程与景观 
格局演变

城市森 
林(UF)

城市中具备一定生态功能的森林, 
是城市建成区园林资源与城市郊 
区森林资源的总和

改善公共环 

境、满足居 
民游憩与审 
美需求

森林及自 
然资源保 
护利用

绿色基
础设施
(GI)

将城市绿色空间视为一个统一的 
系统进行景观功能提升，包括城 
市及与之密切相联系的郊区，包 
括城市绿地、森林、水系、湿地、 
农田、自然保护地系统等

可持续雨洪 
管理、低影 
响开发、海 
绵城市

应对气候 
变化、土 
地管理

国家公 
园(NP)

以保护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为主 
要功能，同时提供一定的科普教 
育、文化审美、休闲娱乐功能的 
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区域

维护生态系 
统、保护生 
物资源

自然保
护地

因此，区域绿色空间可以认为是：以生态空间为主 

体，且包括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的国土空间中，具有自 

然资源属性，并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空间的总和。 

它主要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防护绿地、 

生产绿地、附属绿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国家公园、生态公益林地、商品林地等空间。区域绿色 

空间基于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三类国土空间， 

依托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功能空间定位，既具有城市 

绿地的游憩休闲功能，也具有生态空间的保护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安全的功能，且彼此交融。具体关系见图1。

1.2 K 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

用途管制概念起源于19世纪，最初是用以解决社会 

问题nw7]。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后， 

为了缓解和解决工业建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将城市空 

间分为工业、商业与居住区三类，为人类居住空间提供良 

好的生活环境。1867年美国将用途管制上升为法律制度， 

致力于可持续的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至此，区域绿色空 

间用途管制逐渐被引起重视，众多生态学、经济学以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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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主管部门： 
自然资* 部门 

林业草原部门

图1 区域绿色空间范围、功能与管理示意

景园林学学者基于各自研宄领域开始了相关研究。最初， 

国外专家主要从土地开发与决策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角度出发，研究得出土地可持续利用是实现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基于绿色空间的土地可 

持续利用评价方法[18# 。后来，人们开始关注区域绿色空 

间管理的特殊性，从土地产权制度对区域绿色空间使用 

经济效率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得出区域绿色空间产权 

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将会导致土地资源退化的论点[2<>]。

在我国，“用途管制”概念最早出现于1997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 

耕地的通知》，1998年国家修订《土地管理法》，将这一 

概念上升为基本制度，明确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在当时， 

该概念主要用于农业领域，基本作用是保护耕地，这与 

国外用途管制产生的背景有本质不同。进入21世纪后， 

用途管制内容逐渐从农业领域向林业、水利以及城镇建 

设 用 地 扩 展 。国内对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研 

宄起步相对较晚，主要集中于林地等生态空间产权问题 

与管理，研究涉及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体系等相关 

领域[21]。如 ：通过对林地等绿色空间产权的特性研宄， 

得出绿色空间产权具有土地产权的一般性，即有限性、 

重复使用性、收益永久性和不动产的性质，其特殊性在 

于它往往与自然资源资产相联系，易转化交易[221。值得 

指出的是，针对区域绿色空间不断减少的问题，国内学 

者进行了调查和研宄，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研究发现了区域绿色空间存在部门管理关系紊乱、空间 

管制手段与政策协调不足、空间规划层级与管制分区存 

在明显差异、管制范围不全、管制不系统以及有偿使用 

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认为思想认识不到位、监管和打击 

力度不到位是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就加强区域绿色 

空间用途管制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2W51。2013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 

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必要对山水林田湖 

草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目前，我国正在把土地用 

途管制扩展到包括区域绿色空间在内的所有国土空间。

综上所述，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可以认为是基于 

空间用途规范与利用强度的限制，对区域绿色空间用途 

变更审批与开发利用等环节进行的管理与监管。区域绿 

色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目前土地管制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都普遍 

采用的制度之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旨在化解人类经 

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所引发的人地矛盾，其制度建立 

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与低效率的资源配 

置等社会问题(表2)。

表2 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与土地用途管制内容比较

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 土地用途管制W
管理

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管理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水资源 
管理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 
然资源管理部门

法律
法规

《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城乡 
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 
关于加快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城 
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绿线管理办 
法》《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 
定》《风景名胜区条例》《水利风景 
区管理办法》《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等

《土地管理法》《农业 
法》《草原法》《关于 
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 
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 
地管理的决定》《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规定》等

相关
规划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绿地系统规划》《生态功能区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审批
征占用林地定额管理、征占用林地 
审核审批管理、涉河建设项目审批

建设用地预审和审批、 
农用地转用审批、土 
地征收审批

监督
监管

森林资源监督检查、林地调查和动 
态监测、森林公安

土地督察、土地利用 
动态监管

管制
目标

总量控制、占补平衡 总量控制、占补平衡

有偿
使用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有偿使用 土地有偿使用费

征占
用补
偿

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征收补偿安 
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占用 
水域补偿

耕地开垦费、征地补 
偿安置

2 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的主要问题

2.1 土地趋紧以致区域绿色空间占补平衡难以实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 

化进程加快，人口密集，土地利用率持续增高，统筹 

协调土地利用任务艰巨。201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己达 

59.58%,各项建设用地需求稳步增长，迫使占用征收绿 

色空间面积逐年增加。受国家土地管理制度影响，特别 

是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制约和各类农产品最低保有量指 

标的限制，用于绿色空间的土地十分有限[221。以北京市 

为例，据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评估报告显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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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全市征占用林地面积尚保持在300公顷以内，但 

预计到2020年征占用林地面积将达到3 2 6 4公顷，且 

数量将持续高位运行。虽然近年来各省区通过园林绿化， 

各类绿色空间面积不断增加，但是相比城市建设速度， 

绿色空间建设还是让位于前者，尤其是在城市建成区多 

是对现有绿色空间进行更新改造和补植套种，导致绿色 

空间被建设用地挤占P7]。没有新的绿色空间作为补充， 

而城市建设项目又不断增加，前者速度明显滞后于后者， 

绿色空间补充的来源明显不足。

2. 2征占用成本偏低，脱离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现行绿色空间征占用补偿对其产值缺乏合理测算， 

缺少说服力。农业空间的农田征占用是以前3 年平均年 

(亩)产值作为计算依据，而绿色空间的林木等自然资源 

征占用补偿费则基本采用照价补偿的原则，导致自然资 

源补偿费用远远低于农业空间。这一补偿标准明显忽视 

了市场的价格调节作用，且随着基于绿色空间衍生出的 

各类休闲旅游以及康养、养生产业的大力发展，绿色空 

间的多种价值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此外，我国多数省市从2002年起已经开始收取征 

占用植被恢复费，但多年来收费标准一直未有明显提高、 

调整。以林地绿色空间为例，按国家标准，重点防护林 

与特种林征占用成本最高，每平方米为10元，宜林地以 

及疏林地成本最低，每平方米为2 〜 3 元。从过去几年 

办理占用手续的单位来看，绿色空间被占用后的主要用 

途是房地产开发、旅游观光等建设项目。基于如此廉价 

的绿色空间征战成本，造成来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被用 

于建设项目开发。2015年底，财政部联合国家林业局颁 

布实施《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 

约利用林地的通知》，对现行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进 

行调整，但林地等绿色空间除生态功能外，还包括生产 

与生活功能，依据现有补偿范围看，主要是与空间上客 

体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对于依托经济林地等绿色空间 

生存的农户（林农)未纳入补偿范围。因此，现有征占用 

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一种典型的不完全补偿。

2 . 3 管理部门动态衔接不够，同类规划缺乏权威性和

稳定性

目前，区域绿色空间主要是由建设部门、林业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等管理。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各行业管理 

规定，征占用绿色空间必须征得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同 

时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与土地管理部门相互配合、相互 

支持。土地转用预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占用征收 

绿色空间审核制度，土地预审是自然资源部门在项目可 

行性研宄阶段，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年度计划

对建设项目选址、用地规模进行审查，出具预审同意意 

见，建设单位在取得土地预审同意后，实际的用地范围 

基本就已确定，由于项目正式批准后才能到园林、林业 

等部门办理占用征收手续，此时项目己做大量工作，投 

入大量资金，此时即使绿色空间主管部门认为选址不合 

理，也很难要求改变。

在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类绿色空间 

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相关规划也是依据各自行业法律法 

规编制，这种情况下，两个甚至多个规划之间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冲突(表3)。另外，《绿地系统规划》《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等涉及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的重点规划，与《城市 

总体规划》等规划相比，绿色空间的保护利用规划控制作 

用非常弱。如一个省市级的绿色空间保护利用规划与城 

市规划相比，城市规划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绿色空间保护利 

用规划，在批准规格上也明显高于前者，且审批部门等 

级也不同，导致绿色空间相关规划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 

因此，区域绿色空间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同类规 

划的权威性直接影响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实施成效。

2 . 4 法律法规不健全，用途管制具体措施和流程有待

细化

我国正式提出空间用途管制是在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随后由原 

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颁布实施了《自然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办法(试行)》，有效推进了用途管制制度法规体系的 

构建，但我国区域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缺失现象，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对绿色空 

间保护利用的重视程度。首先，绿色空间用途管制缺乏统 

一、规范的交易规则和合理的交易秩序，现有价格机制、 

供求机制等政策与市场经济不配套，办理绿色空间征占有 

手续程序烦琐，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不高，尚未建立健全 

绿色空间补偿、资源植被恢复费等制度规范。其次，在绿 

色空间管制的实际运行中，由于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主体往往抓住行政管制的软 

肋，钻法律的空子，私下转化绿色空间的用途。部分省市 

还存在一处绿色空间在一段时间内几经换手，导致占用空 

间数量难以核实，且法律责任也无法落实，非法占用绿色 

空间的数量难以核准，法律责任也就无法界定。最后，虽 

然我国现有法规已对绿色空间使用类别管制进行了初步分 

类,但各类空间内部的管制没有一个有章可循的具体依据， 

使得绿色空间的使用管制空虚化。目前使用类别管制的具 

体措施和流程在逐渐得到改善，但是在各个细节上还存在 

各种漏洞，这就使得林地使用规范没有解决实际存在的问 

题，致使围绕绿色空间使用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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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区域绿色空间相关规划与其他规划比较

区域绿色空间相关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 
部、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法律依据 《森林法》 《土地管理法》 《城乡规划法》 《宪法》
规划类别 规划纲要 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 长期计划

规划依据 各类上位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及其他土 
地利用上位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

规划内容

资源现状、保护利用情况、 
总体思路、规划目标、主 
要任务、全面保护、合理 
利用、区域管理、实施保 
障等

现行规划实施评估、规划背 
景与土地供需、土地利用战 
略、规划目标、土地利用布 
局与政策、措施保障等

战略地位、发展目标、城市规 
模、空间布局、城市功能、资 
源要素、历史文化保护、城市 
治理、城乡统筹发展、区域都 
市圈、保障措施等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发展理念、 
创新驱动、新体制、农业、现代产业、 
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态环境、开 
外开放、脱贫攻坚、教育民生、精 
神文明、社会治理、保障措施等

编制方式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审批机关 国务院、上级地方政府 国务院、上级地方政府 国务院、上级地方政府 国务院、上级地方政府
规划年限 10年 20年 1〇〜15年 5 年

文件属性 执行文件 约束性文件 约束性文件 指导性文件

3 结语和建议

3.1结语

我国区域绿色空间的资源使用运行机制以行政划拨 

方式为主，且本身具有目标取向的多重性和不同利益主 

体之间的博弈性，还未真正建立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 

转让和出租的有偿使用机制，缺乏统一的资产评估标准、 

程序和方法，造成征占用区域绿色空间等生态资源补偿 

费偏低，加剧区域绿色空间数量与面积的减少。本文基 

于城镇、农业和生态三大国土空间，提出区域绿色空间 

用途管制理论，通过总结分析，找出我国区域绿色空间 

用途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试图找到化解多方利益主体 

之间矛盾和矫正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法，使绿色空间得到 

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进一步深化自然资源改革。

3. 2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绿色自然资源管理，完善区域绿色空 

间用途管理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完善区域 

绿色空间规划体系。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主导功能 

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要求，分区、分类、分级确定 

区域绿色空间保护利用重点方向和政策措施。对不同等 

级区域绿色空间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保护利用，规范 

绿色空间利用秩序，促进区域协调。（2)建立健全区域 

绿色空间“占补平衡”管理体制。加强对区域绿色空间用 

地“占补平衡”管理，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区域占补， 

保证新补充绿色空间用地质量，提高城乡区域绿色空间 

使用效率。创新征占用管理机制，适时推广“只征不转” 

的征地模式。（3)建立区域绿色空间布局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扩充绿色空间用地，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通过自然修复、退化地恢复、拆迁 

腾退地利用等措施，有效补充绿色空间用地数量，确保 

我国绿色空间数量和面积适度增长。（4)建立区域绿色

空间资源市场定价机制。综合考虑各种不同自然资源价

格的差比价关系，纠正原有不完全价格体系所造成的绿

色空间资源价格扭曲。探索建立以财政补贴、政策倾斜、

项目实施、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为主的政府补偿

方式，实行区域绿色空间资源补偿额度与资源的监测结

果挂钩、区域绿色空间保护效率与补偿费用挂钩。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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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得以展现。在生态文明社会里，由于社会经济系 

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恶化关系得到了改善，社会的 

生态足迹控制在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范围之内，经济系 

统对生态系统的不断需求与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持续 

供给能够相互匹配，这样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得到 

解决，并成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促进发展的内在 

动力。在生态文明社会里，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良好的生 

态结构有机结合形成了协调统一的生态经济结构。这种 

生态经济结构把经济结构内要素与生态结构内要素融合 

为一体，发挥了结构内经济与生态协同互促的功能作用， 

促使了经济发展过程与生态发展过程统一起来，真正实现 

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在生态文明社会里， 

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还要对自然 

生态系统进行生态补偿和生态治理。这种经济活动的正 

外部性恢复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及服务功能，使得生 

态系统能够稳定地供给经济系统所需的物质能量，以保 

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样阻碍人类文明演进的生态 

危机就被彻底消除而不复存在，由此人类步入了经济社 

会与自然生态和谐共荣之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它把自然生态重置为人类文明发 

展的始元地位，使得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契合为统一的 

有机整体，以此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新时代。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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