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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模式与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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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模式与提升策略，对发挥带动和示范效应、推
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为案例，系统梳理了生态空间格局、
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文明制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总结提炼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模式；在深入分析区
域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挑战的基础上，针对性提出了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以期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本
参照。研究建议，提升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水平，推动珠三角地区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促进天蓝地绿水清，使环境得到持续改善，营造美丽宜居与生态文明新风尚，以此构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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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maj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tudying the empirical mod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s vital for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tudy use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space patt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d the innovative model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sidering the major challenges,
we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goals and paths for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us to provide a basic reference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ix strategic
suggestions: (1)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capabilities of national land space; (2) promot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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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to take the lead in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 peak; (3)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guide the green, low-carb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4) improving air,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 (5) creating a new fash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6)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s.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earl River Delta; construction mod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arbon emission peak;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一、前言

总面积 54 770 km2，约占广东省国土面积的 30.5%。
2020 年，珠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

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8.95×1012 元 ， 约 占 广 东 全 省 、 全 国 GDP 总 量 的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80.8% 和 8.8%，占据广东省龙头地位，对全国经济

主要内容 [1]，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促进经济

增长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达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整体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

6446.9 万人，占广东省人口的 56%，城镇化水平稳

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美丽中国建设迈

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86.3%，高于广东省、

出坚实步伐 [2]。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珠江三角

全国 14.9 和 25.7 个百分点，高于长三角（68.4%）、

洲（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活跃、

京津冀（66.7%）。珠三角地区拥有具备全球影响力

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是我国参与

走在全国前列。研究发达地区如何统筹推进生态

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全国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炼发达地

基地，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南方对外

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策略，在推进全国生态文明

开放的门户，辐射带动华南、华中和西南发展的龙

建设、妥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满足居民优美生态

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区，粤港澳大湾区

环境需求等方面可发挥示范效应；树立生态优先、

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

绿色发展的“标杆”，对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

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

意义。

地位。本文研究基准年为 2020 年，战略研究主要面

近年来，学术界在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理论 [2~5]、

向 2025 年并展望至 2035 年。

制度与治理体系 [6~10]、经验模式 [11~15]、绩效
评估 [16~18]等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丰富了理论
与实践基础。然而，有关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和经验模式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未

（二）成效与经验
1. 自然生态优良格局保持稳定，不断探索推动
城市生态价值化的实践模式

来发展策略等研究内容仍需充实和提升。针对于

珠三角地区森林覆盖率达 51.8%，远高于全国

此，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为例，立足建设粤港澳大湾

平均水平（22.96%）；绵长的大陆海岸线中有 32%

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任务，分

为自然岸线，拥有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等典型

析创新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经验，总结多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生态资产全国领

层次、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识别生态文明

先。根据相关研究成果 [19]，珠三角生态产品价值

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探索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GEP） 约为 2.95×1012 元，占 GDP 的 39.3%，经济

的实施路径，以期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生产总值（GEEP）约为 7.71×1012 元，高于全

提供借鉴。

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内 17.02% 的国土
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领先京津冀、长三角等重要

二、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经验与
典型模式

城市群，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持稳定。近年
来，珠三角各市大力推进城市生态价值化，建成城
市公园 5792 个、森林公园 507 个、湿地公园 128 个，

（一）研究区域概况
珠三角地区范围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
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 9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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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市全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城市公园绿地
500 m 服务半径实现区域全覆盖，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9.2 m2，高于全国（14.8）和港澳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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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符合珠三角实际的治污路径，生态环境
质量排名位居全国前列

全国一半，智能化、节能环保型家电产量占全国六
成。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根据全国和广东

“十三五”以来，珠三角坚持精准治污、科学

省 统 计 年 鉴 以 及 水 资 源 公 报 ， 2020 年 珠 三 角 单

治污、依法治污，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质

位 GDP 能耗 （0.24 tce/万元） 和单位 GDP 用水量

量居于全国领先水平。珠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建立

（27 m3/万元）仅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国分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大气环境质量在全国

别为 0.49 tce/万元、65.9 m3/万元）。与此同时，根

三大城市群中最优。根据《2021 珠三角高质量发展

据全国、广东省以及各城市环境统计数据，主要污

报告》，2020 年珠三角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排放强度优于长三角和京津

92.9%，比长三角和京津冀分别高出 7.7 和 29.4 个

冀城市群，
“十三五”单位 GDP 碳排放（0.45 t/万元）

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降到 21 μg/m³，低于世界卫

累计下降 20.5%，全域公交电动化率实现 100%，国

生组织第二阶段目标值（25 μg/m³），达到近五年最

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

优 水 平 。《2020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显 示 ，
2020 年珠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92.7%，在全国七

（三）典型实践模式

大水系中居于第二位，Ⅰ~Ⅱ类水体比例比长江流域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珠三角地区在生态文明建

高出 0.4 个百分点。区域 6 个劣Ⅴ类断面和城市建成

设过程中，厚植地方基础、深化改革创新，围绕科

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茅洲河等重点污染流域治理

技创新驱动、国土空间管控、产业绿色升级、生态

成效显著，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绿色制度创新等方面，

3.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多年来，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群在全国
改革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先行先试，生态环

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
与典型案例。
1. 科技创新驱动“深圳实践模式”
多年来，深圳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珠三角 9 市均制

力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

定实施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在构筑“四梁八柱”

走出了一条“以产业创新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上积极探索，创造多个“全国率

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具有深圳特色的自主创新发展

先”。深圳新能源汽车推广量排在全国首位，大鹏

之路 [20]。历经了“创新原始积累和需求形成”“产

新区率先编制全国首个区县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业创新谋划与腾飞”“实施自主创新发展”“科技创

表，盐田区在全国首创城市 GEP 核算体系；广州花

新跨越提升走向全国引领”“迈向前沿基础领域”

都区率先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佛山顺德区

等发展阶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创新的新星。

率先启动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权交易试点；

2020 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珠海市在 2014 年即开启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探索建

重达到 37.1%。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占 GDP 比重高

立差别化的生态文明考核机制；中山市以深化碳普

达 4.93%，超过美国（2.74%）、日本（3.14%）、德

惠体系制度作为低碳试点城市的创新重点，打造小

国（2.98%）等发达国家。诞生了一大批科技创新

榄北区近零碳排放社区。持续深化与港澳和泛珠三

企业，孕育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大疆创新科技有

角等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领域

限公司、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一批世界级的

的多边合作。

创新型企业，拥有各级各类创新载体超过 2000 家。

4. 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了经济 ‒ 环境协
同共进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珠三角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推
进经济发展动能逐步由劳动力和土地向技术、创新

由于科技创新，推动了一系列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促进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2020 年深圳单位
GDP 能耗降至 0.17 tce/万元，仅约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1/3。

红利转变，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产业结构持

2. 城市更新微改造“广州实践模式”

续优化，2020 年珠三角第三产业占比达 58.3%，高

多年来，广州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

新技术产品产值全国第一，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占

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理念，开展城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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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面貌大变化大提升，全面提

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肇庆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宜居花

5. 美丽乡村建设“惠州实践模式”

城。作为国家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广州以“三

近年来，惠州大力实施“美丽乡村——清水治

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为抓手，推

污·清洁先行·绿满家园”三大行动 [21]，按照

动城市存量空间的盘活再利用，引导旧城更新从单

“统一规划、统一招投标、统一建设、统一运营”

纯的物质空间拆修转向城市空间的微改造、微更新

的思路推进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将农田水利、

与有机修补，注重老城区控量提质和老旧小区空间

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历史文化及相关

改造与历史文化传承、产业升级和社区治理优化的

规划进行统筹整合，严格落实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有机结合，有效地促进了老城区人居环境改善。其

红线等管控要求，形成村庄规划一张图，一张蓝图

中，最具特点的是“三变三不变”和“三化”，其

绘到底。同时，狠抓村庄长效保洁、乡村建设管

中，
“三变”指改变产业功能、城市环境和经济效

理、农民主体意识强化、农村“厕所革命”等重点

益，
“三不变”指土地性质、权属单位、物业经济

工作，在全省树立城乡环境治理的样板。

功能不改变，
“三化”指实现改造主体企业化、物

6. 立法先行机制创新“珠海实践模式”

业经营产业化、物业管理专业化。与过往的注重调

珠海是广东省首个、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结构、定大局、落战略的“全面改造”不同，微改

设示范市，多年来，珠海秉承敢为人先的特区精

造工作呈现出“城市成长”的多元目标导向、区分

神，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层出不穷，构建了

差异化区域的多种改造方式、政府引导下的多方参

以《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为核心

与和业主自愿申报等特点，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

的生态文明法规体系，出台广东首部生态文明建设

得感。

地方性法规，实施《珠海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文

3. 传统产业升级“佛莞实践模式”

明建设“十四五”规划》，先后制定了生态环境相关

村级工业园改造是佛山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一

的17件地方性法规和12件政府规章。健全生态环境

大亮点，2006 年以来，佛山大力改造村级工业园，

指数发布机制，成为全国首个发布“生态环境指

关停低端产能企业几千家，整治效果和环境改善非

数”的城市，定期将生态环境状况量化为指数形式

常明显，探索出企业长租自管、政府统租统管、直

向社会公布，并建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和考核机

接征收开发、政府挂账收储、企业自主改造、生态

制。加快探索“五规融合”，构建法律、制度、规

复垦复绿等“六种模式”。东莞市自 2015 年启动绿

划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结构，为全国生态

色供应链试点工作以来，推动成立了广东省绿色供

文明建设积累经验。

应链协会，发布“东莞指数”，开展重点行业绿色
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综合服

三、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务平台，打造以“绿色家居”为重点的家居行业绿
色品牌，逐步形成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东莞模式”。
4. 城市生态空间融合“肇庆实践模式”
近年来，肇庆以“绿色崛起，争当湾区新秀”

（一）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仍将处于高位
珠三角城市群土地开发强度高，可供开发的土
地空间基本饱和。根据广东省及各城市“十四五”

战略目标为指引，依托“依山”“傍水”小型山体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到 2025 年，珠三角城市群

众多的独特自然空间条件，加快划定生态保护红

常住人口预计将达到 9000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预期

线，全力打造“湾区生态绿洲”，加强城市生态公

增长 1.25×1013 元。随着建设用地继续增长，资源环

园的建设，建成星湖、怀集燕湖 2 个国家湿地公

境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凸显，水资源和能源供给、城

园，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将生态文明这条

市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等仍将

“主线”贯穿于全市产业、乡村、旅游“三大振兴”

面临高位压力。

和工业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三大
工程”建设，大力推动“旅游+文化”“旅游+体育” （二）生态环境质量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较大
“旅游+农业”“旅游+林业”“旅游+康养”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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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力度亟须加强，二氧化碳率先达峰面临较大压

率、更可持续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推动

力。空气质量仍需持续改善，2020 年珠三角地区

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碳达峰，加快推进生态环境

PM2.5 浓度虽降至 21 μg/m³，但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美丽珠三角建设取得

仍有明显差距，臭氧污染治理缺乏成熟经验借鉴。

显著成效，使珠三角成为美丽中国的示范区。各领

水生态修复尚属起步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

域战略目标如下。

峻，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一是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国土空间开

美好生活需要。部分河流水质雨季不能稳定达标，

发保护格局清晰合理，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行，绿

河流生态修复尚未全面展开。珠江口各口门近岸海

色竞争力明显增强。单位 GDP 能耗、水耗持续下

域水质不能稳定达标，总氮外来负荷占比高，仅依

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向国际先进水平

靠本地治理改善海洋水质的难度很大。大气、河

靠拢，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控制在国家

流、海洋等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推动区

下达的要求以内。碳排放控制走在全国前列，加快

域同步保护、协同治理。

推动珠三角地区先行达峰。
二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在

（三）高密度城市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任务更为艰巨

全国继续保持最优，珠三角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人口密度高是珠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一个共同

25 μg/m³以下，加快推动臭氧进入下降通道；水环

特点，
“十四五”期间，高密度城市更新仍是土地

境质量持续提升，水生态功能初步得到恢复，消除

空间开发的主要方向，产城融合趋势下“邻避”问

珠三角地区国考断面劣Ⅴ类断面（划定水环境功能

题将更加突出。城市生态系统安全、公共安全防范

区划的水体）和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地下水中的

压力持续加大，危险废物全过程管控、医疗废物应

Ⅴ类水比例保持稳定，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优良。

急处理有待全面加强，环境风险管控与应急管理基

三是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重要生

础较为薄弱，新污染物研究有待加强，生态环境风

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

险全过程、全链条防范体系亟待健全。

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重点生物物种得到有效
保护，生态屏障质量逐步提升，生态安全格局持续

（四）新形势下治理体系优化面临更大改革挑战
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各项改革还需落地生根、

巩固。
四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循

协调增效，珠三角地区一体化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

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体系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突出系统性和整体性，对

体系基本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加快构建，市场

治理技术手段的精准性、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垃

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不断健全，生态产

圾分类、绿色消费、节水节电等绿色生活方式尚未

品价值实现机制基本建立。

完全转化为公众的自觉行动，全民生态环境素养有
待提升。

到 2035 年，珠三角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达到新高
度，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或接近世界
先进水平，建设成为更具绿色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

四、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的发展目
标与实施路径

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环境健康得到充分保
障，自然更加宁静、和谐、美丽，生态文化深度融
合繁荣，努力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

（一）发展目标

走在全国前列。

到 2025 年，珠三角各市完成“国家市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工作，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清晰合
理，生态经济更加绿色高质，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二）实施路径
结合珠三角地区特点，紧紧抓住建设粤港澳大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生态文化更加丰富，生态

湾区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制度不断完善，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有效

的重大机遇，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总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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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突出珠三角城市群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

建设，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深入推广绿色建筑，持

引领作用，以国家示范区建设“生态制度 ‒ 生态安

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全 ‒ 生态空间 ‒ 生态经济 ‒ 生态生活 ‒ 生态文化”

整治，开展“安居、宜居、美居”行动；构建高效

六方面为指导提出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

联通的大湾区快速交通网，推进都市圈交通一体

径，具体包括：以“系统施治”为手段，以“系统

化，加快提升城市交通品质；广泛开展绿色生活创

提升”为目标，引领国土空间保护与修复；以绿色

建行动，反对浪费和过度消费行动，全面推行垃圾

低碳为导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国际水平为

分类；推动特色旅游文化景点建设，着力推动岭南

标尺，引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以全民行动为基

生态文化发展；深入开展全面教育，广泛进行主题

础，引领生态文明新风尚；以机制改革为抓手，引

宣传。

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六是引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为根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着力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

本动力，着力打破与建设生态文明不相适应的体制

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加快建设美丽广东和

机制障碍，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构建生

世界一流美丽大湾区，为珠三角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态文明体系，健全自然资源管控制度；严格生态环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有力支

境保护制度；完善生态环保考核制度；完善现代环

撑，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珠三角方案。具体路

境监管体系；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径如下。
一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和推动广

五、我国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的重点
任务

州“四个出新出彩” [22]，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海”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一）系统提升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水平
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

1.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二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创新建立低碳试点示

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

范，统筹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科学制定

制，确保珠三角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空间的“生态

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珠三角地区率先达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优化城

峰；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

镇空间格局。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

力；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助推广州、深圳“双

用，多措并举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构建绿色能源

城”联动，构筑珠三角区域“两核三带”产业空

新格局。

间，全面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推进都市圈协同一

三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体化发展。完善农业空间布局。以肇庆、广州、惠

为主题，着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加快现代产

州等市为主体，引导农村产业在县域范围内统筹布

业体系建设，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蓝

局，发展符合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都市农业

色海洋经济、积极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壮大

模式。

低碳环保产业，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2.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海”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可持续

开展森林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国土绿化行

发展战略，加快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社

动，高品质提升珠三角森林城市群，推动粤港澳大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湾区世界级森林城市群建设。推进重点流域生态系

四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对标国内外一流

统修复。以水网为纽带牵引美丽湾区建设，实现河

水平，打造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引领区；从“治污”

流、库塘、湖泊等水网互连互通，打通珠江水网大

向“提质”迈进，建设全国水环境改善先行区；全

循环体系。开展“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扎实

面实施“湾长制”，建成全国美丽蓝色港湾样板区；

推进沿海各市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深入推进“湾

推进固废处置，打造全国无废城市建设示范区。

长制”试点，强化与“河长制”衔接，落实海湾生

五是引领生态文明新风尚。加强城市蓝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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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建设潼湖、江门等国家级湿地公园，维护湿
地生物多样性。加强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建设湾
区红树林生态带。

（三）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为重点，推动科技
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示范作用
加强珠三角地区与香港、澳门在新一代电子信

（二）加快推动珠三角地区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
1. 科学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珠
三角地区先行达峰
落实区域差异化的低碳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

息、生物医药与健康、人工智能、前沿新材料等领
域合作，推动一批世界领先水平产业项目落地，将
珠三角高端制造业核心区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先进
制造业发展基地。积极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发达地区示范作用，珠三角地区城市制定碳排放峰

前海深港合作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等

值目标及行动计划，推动广州、深圳、东莞、佛

大湾区国际科技中心合作区建设，高水平打造包括

山、江门等城市在 2022 年先行达峰，珠三角地区整

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个自贸试验区在

体先行达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十大创新平台。加快培育半导体

关政策、规划协同融合，构建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

和集成电路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高端系

体协同控制政策体系。在电力、钢铁、建材等行

统级芯片（SOC）等产品，加快培育高端装备制造

业，统筹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鼓励深圳、广州

业，重点发展高端数控机床、航空装备、卫星及应

等有条件的城市率先打造成为二氧化碳达峰和空气

用、轨道交通装备、智能机器人、精密仪器等产

质量达标的典范。

业。完善珠三角九市制造业创新发展生态体系，推

2. 强化低碳技术创新，加强重点领域碳排放

动打造珠三角新兴产业创新中心。
2. 推广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加快传统行

控制
加快建立生产消费全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计量、
核算体系及减排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二氧化碳捕集

业绿色化改造
鼓励产业链上下游采取节能环保措施，提升产

利用与封存、高效太阳能利用、大型风电、风光能

业链绿色化水平，推广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

源利用互补等技术。对火电、钢铁、石化等重点工

构建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体系。瞄准国际同

业行业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推动煤电、钢铁、石

行业标杆，加快推动钢铁、水泥、玻璃、化工、陶

油石化等行业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

瓷、造纸、石材、有色金属等高污染行业绿色化改

程示范。发展绿色智慧交通，推广慢行交通。全面

造，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推进绿色低碳建筑，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继

性改革，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标

续推动建筑节能。

准约束，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和

3. 开展减污降碳行动，协同控制二氧化碳和污
染物排放
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与“十四五”深入

优化存量产能。
3. 构建珠三角蓝色经济核心发展能级，提升海
洋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相结合，探索协同控制二氧化

着力推进以双区驱动、双城联动、多点支撑组

碳和污染物排放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机制，将“碳达

成的珠三角蓝色经济核心发展能级。全力推进粤港

峰、碳中和”要求纳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

澳大湾区建设，围绕深港、广佛、珠澳极点和广深

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通过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推

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形成具有全球影响

动区域、行业、企业落实煤炭消费削减替代与碳达

力的国际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以海洋装备和海洋

峰控制等政策要求，逐步推动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

医药产业为突破口，促进海洋新兴产业提升规模，

转变，优先选择煤改气、化石能源替代、原料工艺

打造海洋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坚持智能化发展，增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源头治理措施。加强畜禽养

强高端海工装备研发、设计和建造能力，推动海洋

殖废弃物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强化污水、垃圾等

工程装备从常规海工领域向深水海工装备产品及配

集中处置设施环境管理，协同控制甲烷、氧化亚氮

套深水网箱养殖、海上风电、海水淡化等海工领域

等温室气体。

转型。加速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与生物制品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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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功能性食品、活性物质、疫苗

异化发展模式，加强亲海岸段入海污染源排查整

和海洋创新药物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治，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美丽海湾”先行

产权的海洋生物技术。

示范区，提高公众亲海品质。
4. 推进固废处置，打造全国“无废城市”建设

（四）全面推动环境持续改善
1. 对标国内外一流水平，打造大气环境质量引

示范区
深入推进深圳“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珠
三角各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动珠三角城市

领区
实施空气质量达标管理，率先实现臭氧全面达

群建设成为“无废”试验区，同时推动“无废园

标。深入开展珠三角、粤港澳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区”“无废社区”等细胞工程，健全固体废物综合

持续实施粤港、珠三角空气质量管理计划，开展区

管理制度。以冶炼废渣、尾矿及其他大宗工业固体

域大气污染专项治理和联合执法。以臭氧防控为核

废物为重点，推进一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心，加强 VOCs 与 NOx 协同污染防治。率先建立基

建设。加快推进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和提档

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技术体

升级，全面完善珠三角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

系，在广州、深圳等市率先开展臭氧和 PM2.5 协同

全覆盖。推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完善生活垃圾分

防控示范，加快研究臭氧削峰方案。推进 VOCs 源

类处理系统，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

头控制和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23]。推动油路车港联
合防控，控制交通运输源排放。
2. 从“治污”向“提质”迈进，建设全国水环
境改善先行区
强化国考断面攻坚，推进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

（五）营造美丽宜居与生态文明新风尚
1. 发扬岭南特色生态文化
以珠三角水网为基础，推动特色旅游文化景点
建设，重点打造以客家文化为主体的东江人文风情

治理。加快推进广佛跨界河流、淡水河、石马河、

线、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珠江人文风情线等岭南文

东莞运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加强地表水溶解氧

化体验带。着力推动岭南生态文化发展。着力发展

和氨氮相关工作的分析研究，深入开展典型河网区

具有岭南特色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文化、湿地文化、

溶解氧平衡机理研究。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高质

生物多样性文化，创新生态文化传播活动形式，努

高效完成县级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加强

力打造广东特色的生态文化。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管理。以东江、西江、北

2. 营造全民绿色生活方式

江等重点流域和大型湖库为重点加强饮用水水源水

广泛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包括开展节约型

质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工业、城镇、农业农村、港

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出

口船舶“四源共治”工作。高质量建设“湾区引

行、绿色商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深入开展反

领、十廊串珠”的万里碧道 [24]，对万里碧道规划

过度包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抵制过度消费，

确定的重点河段，加强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

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全面推

恢复河流自净能力和生态功能。

行垃圾分类。加快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建设科

3. 全面实施“湾长制”，建成全国美丽蓝色港
湾样板区
探索建立“湾长制”，实施海湾系统监管。统

学合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优化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设施布局，建设完善匹配的分类运输体系，
引导培养生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筹开展陆海污染物排放和海洋空间资源管控，协调
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灾害风险防范。强化陆海

（六）加快打造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高地

污染协同整治。加强近岸海域水产养殖污染控制，

1.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划定限制养殖区，科学控制增养殖密度和规模。推

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开展生态产品基

动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开展滨海湿地、红树

础信息调查和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建立生态产品价

林、珊瑚礁等重要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工程，建设

值评价机制，推动构建珠三角城市群 GEP 核算体

沿海生态带。积极探索珠三角海岛旅游多样化及差

系，实施珠三角各市“自然生态系统价值”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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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生态系统价值”年度核算，在粤港澳大湾

强同其他省市、国内外组织的合作，不断引进并吸

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试点开展

收先进理念、治理技术、管理模式和有益经验，不

GEEP 核算；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着力增

断探索适合本地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通过先进技

加生态产品供给，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区，加

术与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增强

大生态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技术创新能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科学技

模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完善生态补偿制

术保障。

度，实现森林、海洋、湿地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以广佛跨界河流、茅

六、结语

洲河、淡水河、石马河等流域为重点，建立完善跨
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已被提升为国家发展战

界水环境质量考核激励制度；建立生态资源权益交
易制度，推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设，推进土地、

略并逐步付诸实践，经济发达地区在全国生态文明

林地、草地、国有农林牧渔等涉农生态产品产权交

建设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本研究以珠三角地

易，加快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同时推动生态资

区为例，系统总结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

源权益交易，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排污权有偿

效、经验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探索了珠三角地

使用制度。

区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从国土空间

2. 持续创新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优化布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美丽宜居湾区建设、

推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基金。加强绿

生态文化和制度完善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战略建议。

色信贷产品创新力度，重点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展望未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应继续深入开展以下研

（PPP）的污染防治项目等倾斜，推广合同环境服务

究：现代化生态文明治理模式与制度研究；美丽中

融资。稳妥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抵质

国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与目标指标研究；率先

押业务，鼓励发展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鼓励企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对策研究；生态环境

业、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大力发展碳金融，有

空间布局与管控体系研究；
“山水林田湖草海”统

序发展碳远期、碳基金、碳期权等产品。在环境高

筹的生态保护修复路线图研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推动粤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港澳大湾区合作，建设互联互通的绿色金融产品服
务、绿色企业和项目认定、绿色信用评级评估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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