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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ty is a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al urban construction mode and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Xi 'an eco-city construction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Xi 'an eco-city construc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eco-city 
development mode with eco-tourism as the core, eco-city construction should uphold the concept and 
consciousness, eco-city planning is insufficient, the level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low,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Xi 'an eco-city construction are formulated from six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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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生态城市理念是对原有城市建设模式和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思。本文对西安生态城

市建设资源综述基础上，分析了西安生态城市建设现状，针对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生态旅游

为核心、生态城市建设应秉持的理念与意识欠缺、生态城市规划不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较

低等问题，从六个方面制定了西安构建生态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1．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即把保护生态环境的

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安市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平原地区，地势较周边地区低，

年均气温相对陕西省整体来说较高，毗邻秦岭，周边水资源丰富，有“八水绕长安”的美称，

不仅满足人民用水需求，也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此外，西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

有众多文物遗迹，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的交相辉映构成了独特的生态格局。在此背景下，建

设西安生态城市不仅要重视自然环境的建设，也要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使水资源得到合理

保护与开发，使历史遗迹绽放古城魅力，形成具有西安特色的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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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安生态城市构建现状与问题 

2.1  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生态旅游为核心 

对生态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学术界形成生态旅游型、海滨型、森林型和节水型等四种

类型，各城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用。西安市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选择生态旅游型城

市发展模式。 
西安市旅游资源丰富，城市周边山林环绕，城市内部生态景观建设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

由统计数据可知，西安市2017年旅游业对全市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四分之一，对经济良性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西安市历来注重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投资生态园区建设，形成浐灞生态

区及草滩自然旅游区，此外，西安周边县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依托良好的秦岭生态

环境，建设沿线旅游观光区，带动农家乐、森林公园、生态古镇等多项产业发展。在开发利

用生态资源的同时，西安市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开发利用和修复保护相结合，达到经

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2.2  生态城市建设应秉持的理念与意识欠缺 

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氛围和民族特性，大多数西安市民都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使得西安人

乐观向上的品格特点得到传承，但也正是由于传统思想的长期积累，使得西安人思想过于保

守，创新能力较为滞后，面对新时代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2.3  生态城市规划不足 

（1）城市建设与生态治理矛盾。西安属于西北内陆地区，与内陆其他城市相比，西安经济

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安市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质量还需进一步转变。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资源能源的消耗，使得城市建设的推进带来生态环境

的持续恶化问题逐渐凸显。 
（2）忽视社会公众参与作用。政府部门的城市建设理念落后，一味强调政府在城市建设中

的主导地位，没有意识到社会公众作为城市生活主体所具有的话语权和主观能动性，这会造

成城市建设脱离现实依据，导致政府部门工作不到位、效率不高的问题。 

2.4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较低 

（1）环境指数严重超标。长期以来，为了提升就业率，保障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正常生

活，西安市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发展经济上，高速发展的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近10
年间，西安市生产总值长期保持10%以上的发展速度，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有效提升，但经济的

快速发展也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水质污染、雾霾问题频现，多项环境指标超标，如表1
所示。 
 

表 1  西安市主要环境指标与生态城市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单位 生态城市指标 西安市现状 

单位GDP能耗 吨标煤 ≦1.4 0.934 

森林覆盖率（平原） % ≧15 12 

城市空气质量 2级标准的天数/年 ≧280 289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Kg/万元（GDP） ≦5.0 102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70 40.6 

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 ≧95 60.2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2 ≧11 7.9 

数据来源：西安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统计资料；西安市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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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相关统计资料表明，西安市2000-201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87 km2增长到432km2，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会减少

园林绿地耕地的面积，形成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西安市2001-2017年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由5.12m2增长9.60m2，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而全国平均人均公用绿地水平值为30.62m2，

全国生态城市的最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最低为11m2，西安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水平仍

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西安生态城市构建策略 

西安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以自身的特点和条件为基础，结合实际发展状况，积

极探索相应的发展策略。 

3.1  城市功能布局生态化 

创建“一城多心”的发展模式，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生态

环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址和耕地的保护，合理规划城乡发展，利用林草绿地等把主要的

人口聚集区链接起来，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系统。对老城区功能进行重新疏导，以市区为核

心，同时完善周边各区县的城市功能，建立一体化的城市发展网络系统。 

3.2  城市产业生态化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加快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速度，重点推

进固体废弃物处理、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治理、生态环境监测仪器等技术的发展，加大可再

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生态发展理念，创建“环境友好

型”企业。发展生态农业， 加快推进河道、耕地、水域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完善综

合服务功能，实现农业园区化和基地化，打造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使用农家肥和有

机肥，大力推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严格限制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和肥料的使

用。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重点发展旅游、商贸、会展、金融等绿色产

业。 

3.3  城乡居民生活空间生态化 

扩大城乡居民居住区的绿地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种植的树木要与本地的气候条件相

适应，建设生态化文化广场，实现社区绿色化、园林化，同时应当尽量使用水泥对路面进行

硬化，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对市区的绿地、园林和建筑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

布局，积极推广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的实施，加快绿色建筑的发展。 

3.4  城乡居民观念行为生态化 

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价值观念，用严格的法律制度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对人们在吃、行、穿、用、住等方面

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消费者转向绿色消费，使爱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 

3.5  创建节水节能型社会 

对水资源推行严格的统一化管理体制，提升中水的使用效率，对其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

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农业用水应当发展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避免水资源的浪费；

对于耗水量较高的工业企业，应当对其进行整改或者直接淘汰，大力推广高效的节水设备和

工艺；通过调整水价、推广节水型器具的方式，帮助市民树立节约用水的意识，以减少对生

活用水的浪费。建立节约用水试点，通过对节约用水的宣传带动市民对电、气等生活能源的

节约，加大对节能环保产品和器具的推广力度，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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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积极倡导生态旅游 

在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今天，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所以在发展绿

色经济的同时应当构建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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