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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是人类长期大量集中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是具

有高度自适性和自调性的系统，集自然、经济、社会于

一体[1]。20 世纪以来，随着城镇的迅速发展以及城镇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发展过程中对周边环境资源的开

采和利用日益加剧，随之而来出现了能源严重消耗、环

境急剧恶化等问题[2]。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城镇化

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但在此过程中各

种各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

效度。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经济进步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协调统一问题，彻底解决经济和生态分割发展

而导致的生态问题，基于生态理念的城镇规划建设，无

疑是一种极佳的选择。2013 年 1 月，我国环境保护部

颁布实施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提出

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建设中自然生态保护的目

标、任务和措施，从政策法规方面凸显新型城镇建设发

展中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本文将从“生态城镇”相关理念入手，以上海市松

江区泖港镇水源地生态功能区的发展规划为例，在分析

经济、社会和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对生态功能区规划的

可行性因素进行分析，提出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人居

友好型生态规划方案，为国内生态城镇的研究和探索提

供依据和借鉴。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快速增长

时期，基于生态性的理念研究和探讨城市发展的空间模

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都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 1 1 1 生态城镇生态城镇生态城镇生态城镇    

1.11.11.11.1 生态城镇的基本概念生态城镇的基本概念生态城镇的基本概念生态城镇的基本概念    

生态城镇也可以翻译成生态城市，这个概念一经提

出就受到全球广泛关注，最早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

中提出的。所以生态城镇可以这样理解：在生态系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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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能力范围之内通过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理

论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开发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

力，用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方法来建设经济发达、生态高

效的产业，构建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最终建成

适宜人居住、环境美好的城镇。 

 

1.21.21.21.2 生态规划功能区的创建意义生态规划功能区的创建意义生态规划功能区的创建意义生态规划功能区的创建意义    

    生态城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下实现经济跃

升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

发展的高度统一的一种城镇化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理论延续[3]。生态规划功能区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施

形式，应该说生态规划功能区化是生态城镇规划方面的

核心应用，应受到广泛关注。生态城镇走生态规划功能

区化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显而易见，生态

城镇的创造性规划设计须以前瞻性的理论为指导，并最

终通过生态规划功能区建设实施具体体现出来。 

 

2 2 2 2 生态城镇中生态规划功能区规划建设分析生态城镇中生态规划功能区规划建设分析生态城镇中生态规划功能区规划建设分析生态城镇中生态规划功能区规划建设分析    

2.12.12.12.1 自然环境概况自然环境概况自然环境概况自然环境概况    

国家级卫生镇、生态镇——泖港镇位于上海市松江

区，此生态镇的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地处上海市松江

区南部、黄浦江南岸，是松江浦南地区三镇的中心；东

北距上海市中心 50公里，北距松江区中心 10公里；中

心地理坐标东径 121°、北纬 31°。地平面由东南向西

北倾斜，东、南部稍高，西、北部低洼，海拔在 2.4 米

以下；有一大片低洼地（习称万亩泖田，古代三泖之一

部）。由于泖港地处长江三角洲，故地势平坦，土壤肥

沃，水资源丰富，主种农作物粮棉油及各种蔬菜、瓜

果，主养各类家畜家禽及河鲜，素有“鱼米之乡”之

称。气候属于海洋性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7℃，

常年平均降水量 1157毫米，雨日 125 天，年平均日照

1909.2小时。地貌为太湖流域蝶形洼地底部，境内地势

低平，河渠纵横，池塘众多，是典型的水网地带。 

 

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所在地，国家级卫生镇、生

态镇——泖港镇于 2001 年 1 月 8日与五厍镇撤二合一，

组建成新的泖港镇。全镇区域面积 57.28平方公里，

2011 年年末耕田面积 2076 hm2，林地面积 1068 hm2。境

内沿黄浦江、横潦泾南岸，有上海市黄浦江水源保护区

“万亩涵养林”。 

 

2.22.22.22.2 社会经济概况社会经济概况社会经济概况社会经济概况    

泖港镇有 16个村民委员会，271 个村民小组；2 个

居委会，15个居民小组。年末总户数（派出所户籍）

11465 户，总人口 38463 人，其中非农人口 19183 人，男

性 18879人，女性 19584人，外来人口 15883 人。 

在经济发展方面，全镇工业企业共 429，主要有新型

材料、服装、箱包、化工、通用设备五大行业。工业总

产值 66.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利润 2.26 亿元；外

贸出口交货值 64964 万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1365

万元，其中落户在上海泖港都市型工业园 5 家企业，建

造标准厂房 9.51万平方米。民营经济小区 3 个，新增注

册企业 786 户，年末实有注册企业 5856 户；年销售及营

业收入 227.90亿元；税收总额 6.94 亿元，其中实体型

企业纳税 0.92亿元，商贸型企业纳税 6.01亿元。 

农业总产值 53373万元，比上年增长 6.5%。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 4093 hm2，粮食总产量 15133吨。林地面积

1068 hm2，其中果园 153.35 hm2，水果总产量 2245 吨。

年内农业设施投资总额 409 万元。淡水产品养殖面积

233.77 hm2，水产品总产量 966 吨。集市贸易市场 3

个，成交额 2106 万元。建筑企业总产值 15.8 亿元，利

润总额 1323万元，税收总额 4682万元。 

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所属范围为泖港镇内范家村

和泖港村，现就生态规划功能区内具体两个村实际社会

经济现状进行具体分析：  

 

2.2.12.2.12.2.12.2.1 范家村社会经济现状及建设分析范家村社会经济现状及建设分析范家村社会经济现状及建设分析范家村社会经济现状及建设分析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于 1999年 7 月 1 日成立，由原

范家、唐家、湾巷三村合一，地处泖港镇西侧 3 k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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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泖港村相连，南靠叶新公路，西与黄桥村相壤，北

临横潦泾。全村区域面积 435 hm2，总耕田面积 405.06 

hm2，其中，涵养林、生态林面积 374.4 hm2。全村共有

25个自然村民小组，划分为 7 个片区，共有 835 户，总

人口 3005人。2012 年泖港村生产总值 5224 万元，村级

经济收入总额 217.21万元，其中厂房收入 31.48 万元、

转移支付 79.73万元、土地复垦 30万元、其他收入 76

万元，村可支配收入 224 万元，人均收入 12908 元。 

    范家村主要环境为涵养林和少量民居，民居内居民

多为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当地所属企业

为小型加工业，除正常生活废水排放及居民用电外不对

涵养林造成环境污染。村内在建项目有辰塔大桥的修

建，当地村民环境保护意识较强，村级领导较为重视环

保宣传教育工作。范家村内小型加工厂多以家庭作坊形

式运营。工厂利用当地民居，进行生产贮存活动，厂房

面积约为民居建筑面积。当地小型企业工作形式为半成

品加工（多为装订，裁剪包装等形式），非原材料加

工，不会产生大面积工业废水废渣废弃物，对当地生态

规划功能区的环境影响不大。 

    

2.2.22.2.22.2.22.2.2 泖泖泖泖港村社会经济现状建设分析港村社会经济现状建设分析港村社会经济现状建设分析港村社会经济现状建设分析    

    泖港村地处集镇周围，叶新公路横穿全村，北至横

潦泾，南至泖港河，西至吴泾河与范家村相望，与新龚

村相接壤，东至大泖港河。区域总面积 2.98平方公里，

有 17 个村民小组，现划分为 8个管理片区，总户数 786

户，人口 2668人。本村共有 9个村民小组处在晨兴生态

涵养林内，占地 162.15 hm2，工业占地 15.33 hm2，集

镇占地 65 hm2，河道占地 13.41 hm2。现仅存粮田 

11.87 hm2，鱼塘 3.2 hm2，畜禽场 13.33 hm2。泖港村

2011 年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216.38 万元，2011 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 10000元，劳均年收入 2.02万元，2013 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 1.32元，劳均年收入 2.21万元。 

本村共有 9个村民小组处在晨兴生态涵养林内，对

涵养林的维护及日常防火防灾工作造成一定困扰。在实

际生态规划功能区中也应对当地生活污水排放及外来务

工居民杂居地的环境治理问题引起重视。 

 

3 3 3 3 生态规划功能区建设发展的优势分析生态规划功能区建设发展的优势分析生态规划功能区建设发展的优势分析生态规划功能区建设发展的优势分析    

3.13.13.13.1 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区位优势    

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

是上海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水、陆、空交通运输都十

分便利。距上海虹桥机场 35 km，距上海浦东机场 50 

km，距上海市中心 40 km，距金山深水码头 30 km，距杭

州市中心 115 km。全镇现有公路 78条，总长度

119.89km，公路网密度 2.08 km/km2。其中“同三”高速

公路，纵贯全镇南北；叶新公路横跨东西；沪杭高速公

路和 320 国道及嘉金高速公路也近在咫尺，沪杭高铁穿

越镇域。同时 9号线轻轨延伸段将经过泖港镇，进一步

改善泖港镇对外交通条件。 

 

3.23.23.23.2 生态涵养林优势生态涵养林优势生态涵养林优势生态涵养林优势    

    从 2003 年启动了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林建设，历

时 10 年占市区供水量 80%的黄浦江上游已实现森林全覆

盖，黄浦江上游两岸已建成 200 至 500 m宽的水源涵养

林，总面积达到 3898.73 hm2，黄浦江主干河流两侧 60 

平方公里、拦路港—泖河—斜塘—横潦泾两侧 4000 hm2

左右、苏州河上游两侧 600 hm2 的范围都是水源涵养林

覆盖范围。 

    

3.33.33.33.3 社会经济资源优势社会经济资源优势社会经济资源优势社会经济资源优势    

    截至 2011 年，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所在地泖港镇

实现增加值 412287万元，比上年增长 21.2%，其中第一

产业 21176 万元，第二产业 177038 万元，第三产业

214073万元。镇地方财政收入 22495.74 万元，比上年增

长 5.3%。缴税 85261万元，比上年增长 8.8%。农民收入

实际所得 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6%；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3577元，比上年增长 9.9%；劳均收入 2.03万

元，比上年增长 12.41%。年末居民储蓄余额 6.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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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资源特色明显；区域交

通位置优越，旅游市场潜力巨大；紧邻上海市核心城

区，可通过设施共享降低配套设施建设成本；生态环境

优良与乡土景观优美。本区域为国家生态县，植被茂

盛，水质洁净，空气质量好，是一方难得的“生态净

土”。在具体生态城镇的规划构建中，可以综合考虑泖

港边际的城市区域个性，以此界定和强化生态规划功能

区内部的不同区域的景观氛围，构筑规划区不同层次的

景观空间。在城市和规划区之间设置多样性的开放空间

和合理的功能地块，使人工化的城市景观自然的过渡到

规划区的自然景观。增加入口空间，加强规划区的内外

交通及步行系统的连接，创造规划区和城市开放空间系

统之间的绿色连接，强化泖港村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

“城市绿肺”的功能。 

 

4444 功能区生态建设规划布局功能区生态建设规划布局功能区生态建设规划布局功能区生态建设规划布局    

    立足本地资源特点，运用生态城镇建设的基本理

念，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规划范围内具体功能区

进行划分： 

                生态修复区生态修复区生态修复区生态修复区：：：：以森林保护、生态修复为主，除适量

旅游休闲外，尽量减少人类活动。该区域主要为水源地

涵养林核心区外围缓冲区，它对生态保护区可以起到缓

冲和屏障的作用。在该区域内要限制游人和居民活动，

不得安排与其无关的旅游项日和设施。 

    生态综合区生态综合区生态综合区生态综合区：主要位于规划区核心部分(包括阳光草

坪、百亩花海、特色本草、四季果树、湖区景观)，作为

陆地与水体之间的连接地带，是一种高功能的生态系

统，具有独特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在提供人类必需的动

植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和水平衡、调节气候、降解污

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生

态保护区内，可以配置必要的研究和安全防护性设施，

禁止游人进入，不得搞任何建筑设施，严禁机动交通及

其设施进入。以水源地保护、再生为主，控制人类活动

量，除控制旅游活动量外，主要限制养殖业（主要指养

鱼产业），利用自然力量，构成天然水源地景观。 

                周边民俗风情区周边民俗风情区周边民俗风情区周边民俗风情区：开展以当地文化、民俗为特点的

旅游，并以农家乐形式，引导当地居民的产业转换，形

成第三产业群。同时，减轻中心旅游聚集活动区的接待

压力。 

                旅游聚集活动区旅游聚集活动区旅游聚集活动区旅游聚集活动区：集防风文化旅游、泖港水源地生

态规划功能区国际度假村、泖港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

旅游商业区、综合接待区等为一体的活动活跃区域。通

过集中控制人的活动，减少对生境的大面积破坏。 

    整个规划理念立足于将范家生态林作为水源涵养林

的天然优势，利用大面积林地，结合泖港镇生态旅游规

划，实现生态新镇理念，远期规划成集水源涵养和生态

休闲的综合产业，为上海大都市的服务功能进行配套。 

 

5 5 5 5 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结论与启示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题，而生态城

镇的规划建设符合新型城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

容和内在要求。如何加快城镇的转型发展、建设新型生

态城镇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成为摆在诸多城镇面前的一

道难题。总之，此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水源地生态规划

功能区生态城镇发展规划的建立是以国家级卫生镇、生

态镇——泖港镇为平台，依托上海市黄浦江水源保护区

“万亩涵养林”为重点生态保护对象，结合国内外相关

经验和该区水源地保护的实际需求，基于水源地生态区

环境综合管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

水源地生态区现状调研，就该区生态发展提出建议并给

出生态城镇建立的可行性因素分析；最后结合上述分析

形成初步的水源地生态规划功能区生态城镇发展规划，

期望促进松江区经济发展与水质保护和谐并行，实现整

个黄浦江水源地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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