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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ordin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prote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matur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ety, economy and ecology. Only the three regions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can they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and greate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has vit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rcle from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gle.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rcle must not only tak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to account,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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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生态文明圈绿色转型的战略意义 

与对策研究 

杨颖   张海成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秦皇岛，河北，中国 

摘  要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保护利益协调体系至今尚未稳定成型，直接影响着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三方只有加强协作力度，才能实现共赢与更大发展。因此，从京津冀绿色转型的角度，探讨构建京津冀生态文明圈的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京津冀生态文明圈建设既要考虑到区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性，也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本文针对京津冀生态

文明圈建设中突出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提出了区域生态合作绿色转型的一系列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京津冀生态文明圈，绿色转型，战略意义，对策研究 

1．引言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京津

冀区域发展面临的最为尖锐的矛盾。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

目标就是要破解这个矛盾，这也正是习总书记要求京津冀

协同发展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

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含义所在。如果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

境影响，简单地增加或转移产能，只会加剧矛盾。京津冀

生态文明圈建设必须走循环、低碳的绿色经济之路。 

2．京津冀生态文明圈绿色转型的战略意义 

50 年前，第一代领导人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国

家战略目标；30 年前，第二代领导人重新划定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计划到 21 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率先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今天，探索新时

期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方向、目标和途径，是摆在中国政府

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可以为

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更可为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重要尝试，其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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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绿色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 

实现京津冀地区的绿色转型将可带动北方腹地的全面

转型，为全国做出表率、提供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新兴经济体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样板。绿色

转型的核心标志是资源生产率大幅提高和环境污染大幅下

降，直接针对目前发展中的两个“不相称”现象，造福人

民，荫及子孙。 

2.2  绿色转型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构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和循

环经济比例，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环境质量。更重要的

是，要转变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观念，让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构成。在

现阶段，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2.3 绿色转型呼唤区域协同治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通

过行政区之间的竞争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创造经济发展活

力。这种竞争机制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

行政区块各自为政、缺乏合作、资源配置低效、重复建设

严重等等问题。公共设施不足、公共服务欠缺、公共事务

缺乏协调的现象说明，在健康的竞争之外，更需要合作、

协调和协同行动。绿色经济需要不同主体、特别是行政区

块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并进走向协同，如此方能增进

公共利益、提高整体价值。事实证明，在经济、社会和政

治领域，自我组织、市场调节和上级协调都可以产生有效

的合作机制。在现阶段，中央政府需要发挥权威性的领导

和协调作用，有效促进区域一体化规划和协同发展行动。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需要区域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也

为治理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 

3．京津冀地区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3.1  水资源问题突出 

这个地区的水资源供给量中仍以自产水资源为主。但

京津二市由于地域狭小、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自产水

资源有限，因此入境水量在水资源可利用量上占有很大比

例。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分布均

呈现出：水资源短缺，总量不足；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地

区分布不均衡；河流入境水量日趋减少；连续枯水段较为

常见等特点。随着水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也带来了一系

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地下水

位下降，漏斗范围扩展；地面沉降；生态环境用水被挤占

等。 

3.2  沙尘暴问题严重 

受特定地理环境的限制，京津冀地区的沙尘暴问题日

趋严重，北京尤甚。据统计近年来中国西北部主要沙源地

沙尘暴的爆发频率有明显增加趋势，受此影响近年北京频

频遭受沙尘暴的袭击。沙尘暴天气会造成严重的风害、沙

积害、风蚀、环境污染和许多次生灾害，使灾区蒙受巨大

损失。位于北京上风向的浑善达克沙地、乌盟后山、河北

坝上、山西北部等沙化土地是北京的主要风沙源，对北京

地区的环境构成极大威胁。 

3.3  水旱灾害频繁且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历史上山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

频繁，山区对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屏障作用难以发挥。山区

雨季经常发生泥石流，造成洪水泛滥；春秋季节扬尘四起，

蒸发量大，干旱化加剧，进而形成荒漠化。京津周围山区

土层瘠薄，土质疏松，在失去地表植被保护的情况下，一

旦遭遇暴雨，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全区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北京市山区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达 6640 

平方公里，占山区面积的 62% ，土壤侵蚀年平均为 1600 吨

/平方公里，大量的泥沙随着河流进入平原河道、水库，造

成淤积和水体污染。另外，由于地表水源缺乏植被的涵养

调节，多雨时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干旱年份旱灾严重。 

3.4  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容量之间不协调 

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在京津冀地区较为普遍。由于以煤

为主的能源结构和郊区乡镇工业迅速发展所排大气污染物

的增加，加上不断开工建设项目的扬尘污染和不断发展的

荒漠化，使城市密集区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

不断发展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大气环境中继燃煤废

气污染之后的又一重点污染源。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环境

容量计算结果表明，大气环境容量承德、张家口、保定较

大，廊坊、秦皇岛、天津的较小；水环境容量承德、北京、

保定较大，廊坊、沧州较小。从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环境容

量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天津的污染物排放和环境容量的

矛盾最为突出，污染物排放量最多而环境容量最小；张家

口、承德环境容量大而污染物排放量最少。因此，京津冀

区域现有的经济发展、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容量之间呈现出

不协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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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京津冀生态文明圈绿色转型的对策 

4.1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京津冀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天津滨海新区有 1214

平方公里的滩涂，曹妃甸有 310 多平方公里的可开发空间；

有大港油田等油气资源和丰富的海盐资源 。此外，河北在

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铁矿、黄金

等资源在全国占有一定的比例；农业优势突出，是我国重

要的粮、油、棉、蔬菜、水果、禽、蛋、鱼等生产基地。

京津冀地处太平洋沿岸，毗邻渤海，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储量之多与种类之广，是中国其他沿海地区所无法企及的。

煤炭、铁矿、海盐、石油、建材等储量非常丰富。资源分

布比较集中，易于开发投产；资源互补性强，便于规模化

开采；匹配条件优越，有利于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因此，

近代以来形成了大型和较大型的矿区，历史悠久的如唐山

开滦煤矿、冀东铁矿、长芦盐场等。由于该区地处复合大

陆的特殊地质环境，使得能源和矿产资源在沿海地区广泛

分布。该区富含主要为煤炭、油页岩、泥炭和铀矿床等固

体燃料矿产，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煤炭资源基地。 

4.2  生态环境控制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点 

作为人口聚集带，京津冀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带来的

大规模建设和城市扩张，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冲击与破坏。而生态环境尽管得到了局

部治理，整体上生态日益脆弱，环境质量日趋下降，严峻

的区域环境问题对京津冀地区持续、稳定的发展构成了相

当大的威胁。其中水环境、水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京津冀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需要从整体流域的

视角来解决现实问题。京津冀地区的未来整体区域空间策

略必须进一步从人口、资源、环境层面结合水资源、土地

利用的空间规划来制定调适策略，对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

制定新的战略以构建水安全格局，达到人居环境水安全 。

建立“首都区域生态环境控制”体系的目标在于制定保护

和恢复京津冀地区环境基底的规范体系。唯有环境基底健

全，人居环境才有可能健全，才能达到生态与社会安全。 

4.3  实施“三生”空间战略，创新生态城市模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研究员认

为，城市群“三生”空间即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

间。生态空间是指突出发挥生态功能的空间，例如自然保

护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 ；生产空间是指突出发挥生产功

能的空间，例如产业基地，工业园区、独立工矿区等 ；生

活空间是指突出发挥居住功能的空间，例如居住区、城市

社区、农村社区、度假基地等。实施三生空间战略具有多

重意义：进一步明晰产城关系，理清空间运行秩序，改变

目前产城关系不清，发展定位不准，发展方向不明的局面；

可进一步突出空间的主体功能，形成各空间单元主体功能

明确、互补发展的良性空间格局，形成区域的综合优势；

可进一步提升空间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优化提升

三生发展空间，应突出“四集”特征：生态空间相对集合、

生产空间相对集聚、生活空间相对集中、三生空间相对集

成，实现从目前三生空间的“空间分割”向“空间叠合”

转变（见图 1）。 

建设生态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空间格局的长远大计，是解决资源型城市资源浪费、环

境污染、生态脆弱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生态城市模式具体可分为“六城模式”

（见图 2），即和谐之城、创新之城、绿色之城、便捷之城、

循环之城、安全之城。 

 

图 1 “三生”空间由空间分割向空间叠合发展示意图 

 

图 2 创新生态城市模式示意图 

和谐之城的核心内容是高水准的生态文化和高度的社

会文明 ；创新之城是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动力之一，包括

科技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各个领域创新等 ；绿色之城是

指绿地水域环抱的城市景观和环境优美的居住环境 ；便捷

之城的核心是土地的集约利用和以公交为导向的城市布

局 ；循环之城要求建立以高科技为驱动力，高科技产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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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金融、保险、总部经济和文化创意创业等现代生态

型服务业为支撑的新型循环产业体系 ；安全之城是生态城

市建设的最低层次要求，其核心是城市社会秩序良好，居

民生活稳定。 

4.4  京津冀都市农业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北京由于水资源短缺、农业用地匮乏，农业显形或隐

性成本必然急剧上升。农业属于资源依托型行业，农业用

地具有资产专用性低的特性，在区际之间调整农业内部种

植结构、整合资源、实施产业转移，相对于其他行业容易。

一方面，把京津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源涵养与解决区域“三

农问题”相结合，以构建环京津绿色农牧产品加工供应产

业带为重点，建立有效的投入和产出机制，实现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战略框架和合

作机制。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推动其共同签署《京津冀

都市圈区域规划》类似文件，通过法规的方式推进合作，

构建区域统一市场。 

4.5  高度重视以创新为导向的区域合作体系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创新实力最强劲

的区域之一，产业体系比较完备，新兴的生物制药、电子

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较强的产

业创新能力。围绕产业链，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区域创新

资源的效能；围绕创新能力建设，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围绕打造京津冀区域合作平

台，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乎所有生活

在该地区的人民，多个社会层面、不同的利益关系主体。

建立协调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发挥利用好市场、政府和社会

等多方面积极性，全方位深入贯彻现代生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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