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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生态

系统退化趋势尚未逆转、环境污染状况未得到根本转

变、资源约束压力还在持续加大
[1]
。虽然我国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在《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

法》、《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法》、《水土保持法》、

《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相继提出了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洪水调

蓄区等 10 余项相关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制定了相应的

管理制度
[2]
。由于在城市生态空间规划对城市及其外围地

区的生态保护缺乏有效的约束，对城市和县域的生态用

地一直缺乏有效的措施
[3-4]

。 

    生态功能区划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要素、生态环境

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合理划分生态环

境功能，为区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5-6]

，

目前已在重庆
[7]
、杭州

[8]
、德化

[9]
等地开展了城市与县域

尺度生态功能区划研究。目前我国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具

有空间重叠、布局不合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

管理条块分割等问题
[1, 10]

。在此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的生态安

全格局，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0]

。县域是我国生

态保护工作的基础单元，本文在系统梳理了生态功能区

划和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和划定方法后，以我国典型

西南山区县域武隆为例，提出了适宜我国县域的生态功

能区划方法和生态红线管理对策，以为我国类似地区的

生态功能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1 1 1 1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1 1.1 1.1 1.1 生态功能区规划方法生态功能区规划方法生态功能区规划方法生态功能区规划方法    

1.1.1 1.1.1 1.1.1 1.1.1 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生态功能区划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要素、生态环境

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将区域划分成不

同生态功能区的过程。本规划在生态功能区划分主要遵

循以下原则：1) 可持续发展原则；2) 生态区域系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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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结构和功能一致性原则，强调生态结构和主要生态服

务功能在同一功能区内的相似性和不同功能区的差异

性；3) 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生态环境保护方向一致性原

则，增强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4) 生态环境

发展方向与生态环境模式一致性的原则；5) 保持一定行

政区完整性原则。 

1.1.2 1.1.2 1.1.2 1.1.2 生态功能区的划定方法生态功能区的划定方法生态功能区的划定方法生态功能区的划定方法    

城镇与产业发展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分析首先要排除

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生态用地类型，进而确定未来

城镇发展的剩余空间及后备土地资源。通过参考文献资

料，确定以森林植被覆盖、自然保护区分布、重要水系

分布、土地利用现状、坡度敏感性分析、农业资源布

局、地形地貌特征、遥感影像解译为基础，对上述图件

进行叠加。在研究武隆县生态本底条件及其对城镇与产

业发展用地的生态适宜性的基础上，结合全县的工业、

农业、旅游、城镇等布局情况，按照 1.1.1确定的区划

原则，确定武隆县的生态功能区划。本研究中所用的图

件资料为 2012年为基准。 

1.1.1.1.2222    生态红线的概念与内涵生态红线的概念与内涵生态红线的概念与内涵生态红线的概念与内涵    

“红线”概念最早用于城市规划领域，用来界定建

筑和道路的边界，具有不可逾越的含义
[11]

。城市和区域

的生态红线相关的概念包括生态空间、生态用地、生态

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等。王如松提出生态

红线由脆弱生态保护的空间红线、自然资源利用的时间

红线、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超载的阈值红线、生态结

构耦合的中庸红线和生态功能进化的功序红线等五方面

内容
[12]

。2014年由环保部制定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提出，生态保护

红线是指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关键作用，在提升生态功

能、改善环境质量、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必须严格

保护的最小空间范围与最高或最低数量限值
[13]

，具体包

括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

用上线（简称为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

用红线）。本文研究的生态红线的概念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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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111        生态红线概念与内涵示意图生态红线概念与内涵示意图生态红线概念与内涵示意图生态红线概念与内涵示意图    

    

2 2 2 2 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    

武隆县位于重庆市东南边缘，在武陵山与大娄山结

合部，属于中国南方喀斯特高原丘陵地区。地处东经

107°13'-108°05'、北纬 29°02'—29°40'之间。东西

长 82.7公里，南北宽 75 公里，幅员面积 2901.3平方公

里。武隆县东邻彭水县、酉阳县，南接贵州省道真县，

西靠南川区、涪陵区，北与丰都县相连。2013年，全县

面积 2901.3平方公里，辖 26 个乡镇、186 个行政村，常

住人口为 35.1万人，户籍人口为 41万人。武隆地处世

界上最大的喀斯特高原—中国南方喀斯特高原丘陵地

区，2007 年“武隆喀斯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武隆县拥有白马山自然保护区、仙女山草地资源

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丰

富，流域面积在 5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 13 条，水

资源总量达到 20.86 亿立方米。武隆水能、风能资源丰

富、潜力巨大，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市 15 %左右，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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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重要清洁能源生产基地。铝土矿开发潜力巨大，是重

庆氧化铝、铝材工业的最重要原料支撑之一。近年来武

隆县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72.42亿元，五年翻了一番多；地方财政收入 7.1亿元，

五年翻两番多；人均 GDP 达到 2万元；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旅游收入增长 10倍，达到 50亿元，接待人次突破

1000万人次。 

 

3 3 3 3 生态功能区规划研究生态功能区规划研究生态功能区规划研究生态功能区规划研究    

3.1 3.1 3.1 3.1 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    

    武隆县属重庆市方斗山-七曜山水源涵养-生物多样

性生态功能区。本区的主导生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水文调蓄，辅助功能有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地质灾

害防治。本区林草覆盖率较高，水系发育，支流密布，

而且水质良好。地处低纬度和具有以石灰岩为主的复杂

多样地形的渝东－鄂西地区，是全球著名的“生物避难

所”，也是中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渝东-鄂西特

有现象中心”之一，聚集了不少形态上原始、分类上孤

立的古老孑遗和我国特产的珍稀动植物种类，生物多样

性极为丰富。县境内主要是以森林植被为主的中低山林

地自然生态资源为主的地区，景观资源多样，生物资源

丰富，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生物资源和景观资源

的多样性、丰富度和独特性是本区独特的生态区位优

势，是发展多样化生态产业的重要基础，对维持区域生

态支持系统以及武陵山区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生态战

略地位。 

    对武隆县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主要包括森林

植被覆盖、自然保护区分布、重要水系分布、土地利用

现状、地形地貌特征、坡度敏感性、农业资源布局等方

面。目前武隆县开发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是巷口镇（城

镇与商业开发）、仙女山镇（旅游开发）、白马镇（工

业园区开发）；主要的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范围主要是

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遗产地 60 km
2
，缓冲区 103 

km
2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78.4 km

2
）、白马山自然

保护区（72.3 km
2
）和芙蓉江黑叶猴保护区（21.6 

km
2
）。 

3.2 3.2 3.2 3.2 生态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及其发展策略及其发展策略及其发展策略及其发展策略    

    依据武隆县全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部署，结合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现状评价和定位，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分。

将武隆县划分为四个一级分区和九个二级分区：Ⅰ区

（东部生态旅游及生态农业区），包括仙女山镇、火炉

镇、后坪乡、沧沟乡、江口镇、文复乡、浩口乡；Ⅱ区

（中部中心城市发展区），包括为巷口镇、羊角镇、土

坎镇；Ⅲ区（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包括黄莺乡、

赵家乡以及白马镇的车盘村及白马山林场；Ⅳ区（西部

生态工业区），包括鸭江镇、平桥镇、凤来乡、庙垭

乡、鸭江镇、和顺乡、白云乡、长坝镇和白马镇西北部

区域；各生态功能分区的范围以及生态环境、生态经

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的建设策略见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武隆县生态功能分区及发展策略分析武隆县生态功能分区及发展策略分析武隆县生态功能分区及发展策略分析武隆县生态功能分区及发展策略分析    

一级生一级生一级生一级生

态功能态功能态功能态功能

区区区区    

总体功能定位总体功能定位总体功能定位总体功能定位    

二级生二级生二级生二级生

态功能态功能态功能态功能

区区区区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平方平方平方平方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生态建设策略生态建设策略生态建设策略生态建设策略    

Ⅰ区 

（东部

生态旅

游及生

态农业

区） 

1）生态环境：

保护武隆世界自然遗

产地及仙女山国家森

林公园； 

2）生态经济：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休

闲产业业及特色生态

农业。 

 

Ⅰ-1  
仙女山镇、双河

乡、火炉镇 
547.5 

国际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的重点建设区域，大力发展

旅游休闲、旅游地产、创意设计等产业，建设高水平

的绿色建筑和生态人居体系。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等

经济价值较高的特色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样板区，提

高农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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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2 

后坪乡、沧沟乡、

桐梓乡、土地乡、

接龙乡 

445.0 

以后坪乡、桐梓镇为中心，加大后坪天坑群开发力

度，大力实施扶贫攻坚工程，加强石漠化水土流失治

理，构建以乌江、武陵山为主体的生态屏障，成为新

一轮扶贫攻坚示范区和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大力发

展高山反季节蔬菜等生态农业。 

Ⅰ-3 
江口镇、文复乡、

石桥乡、浩口乡 
440.0 

以江口镇为中心，强力推进芙蓉湖开发，充分挖掘民

俗文化，加快水电项目建设，建设成为全市清洁能源

基地和民俗文化旅游胜地。 

Ⅱ区 

（中部

中心城

市发展

区） 

1）生态环境：

强化生态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宜居、宜

业、宜行的滨江精品

城市； 

2）生态经济：

重点发展物流、商

贸、科教、金融、物

流、休闲等综合性生

态产业。 

Ⅱ-1 巷口镇 300.2 

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重点发展商贸、科教、居住、

中介等服务业，改善旧城区环境和功能，着力打造乌

江滨河生态景观带，建设滨河精品城市，带动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 

Ⅱ-2 羊角镇、土坎镇 140.0 
依托沿江、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区位优势，重点发展生

态农产品物流和农产品加工产业。 

Ⅲ区 

（南部

生物多

样性保

护区） 

1）生态环境：

重点开展白马山自然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 

2）生态产业：

适度发展生态农业及

乡村生态旅游业。 

—— 

黄莺乡、赵家乡以

及白马镇的车盘村

及白马山林场 

291.4 

重点进行白马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周边发

展生态农业。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

特色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样板区，提高农业附加值。 

Ⅳ（西

部生态

工业

区） 

1）生态环境：

重点开展工业园区生

态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 

2）生态产业：

以工业园区为平台，

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

色和区域竞争力的战

略新兴产业，形成工

业企业在园区的生态

集聚效应 

Ⅳ-1 
长坝镇和白马镇西

北部区域 
244.2 

依托“一园多组团”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机

械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清洁能源及输变电装备、高

端装备制造、生态健康食品等新兴产业。打造西部工

业经济增长带，加快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成为

武隆新的经济增长极、人口聚集区，形成现代生态工

业功能区。 

Ⅳ-2 
和顺乡、白云乡、

铁矿乡 
205.3 

重点发展风力发电、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形成多点支

撑、紧密联系的片状新型工业化空间开发格局。 

Ⅳ-3 
鸭江镇、平桥镇、

凤来乡、庙垭乡 
279.1 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区。 

 

 4 4 4 4 生态红线生态红线生态红线生态红线及其管理及其管理及其管理及其管理对策对策对策对策初探初探初探初探    

4.1 4.1 4.1 4.1 严格细化严格细化严格细化严格细化生态红线保护范围边界生态红线保护范围边界生态红线保护范围边界生态红线保护范围边界    

在重庆市主体区规划和本研究提出的武隆县生态功

能区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延庆县脆弱生态系

统的空间红线、资源使用的时间红线和环境承载的阈值

红线。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划，进一步加强保护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地、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白马山自然保

护区、芙蓉江黑叶猴保护区等生态资源，将现有世界自

然遗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重要水源区、湿地纳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内，沿生

态保护红线设置警示性界桩或界标。 

4.2 4.2 4.2 4.2 建立生态红线保护机制建立生态红线保护机制建立生态红线保护机制建立生态红线保护机制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准入制度，除重大道路、市

政等公益性项目及旅游设施建设项目外，其它类别的建

设项目原则上禁止进入；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机制，加强森林资源、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的

核查与监管，针对生态脆弱区和濒危动植物资源，提出

生态风险防范、生态保护和恢复性措施；探索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4.3 4.3 4.3 4.3 加大红线内的加大红线内的加大红线内的加大红线内的生态建设力度生态建设力度生态建设力度生态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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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投入，推进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实体提档升级，推进水源地保

护、湖库截污、湿地保护、水土保持、植被恢复、野生

动植物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人工造林、防护

林建设、绿道建设、公园绿地建设等生态整治工程，不

断提升生态涵养能力，形成“廊道通畅、绿环镶嵌、斑

块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 

5 5 5 5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文以重庆市武隆县为例，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

法，综合森林植被覆盖、自然保护区分布、重要水系分

布、土地利用现状、坡度敏感性分析、农业资源布局、

地形地貌特征等方面，Ⅰ区（东部生态旅游及生态农业

区）、Ⅱ区（中部中心城市发展区）、Ⅲ区（南部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Ⅳ（西部生态工业区），划定了 9 个

二级分区并确定了各分区的范围和生态建设策略，最后

从生态红线边界范围细化、红线保护机制、红线内的生

态恢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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