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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目前大部分省、市的生

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都是一套指标，相同标准，既忽略了各地区生态系统特征、资源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基础
和人类活动形式的区域异质性，也尚未体现其在国土空间开发中特定的功能和定位。新时期构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明显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区域的主体
功能不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不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路径也不同，建立差异化、精准化、现代化的生态文
明评价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协调统一。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
功能区的区域分异客观规律和地域功能适宜性出发，构建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制度和生
态文化五个维度，分区分类的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和标准体系，为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机制，
推动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落地提供了补充和参考。最后，建议优化调整现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制度，提高资源
环境基础数据质量以及建立健全差异化配套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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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
[1]

文章编号：1673-9272(2021)04-0001-08

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

得显著成效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是生态文明制

的安排和设计 [3]。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

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功能区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

[2]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围绕自身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科学发展，以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现国土空间整体的协调与可持续。而区域的主体

办法》，并提出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

功能不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不同，生态文明建设

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成为评价各省（区、

的理念和路径也必然不同。如何在国土空间开发

市）生态文明建设进展的重要依据。然而，中国

保护新格局的空间治理框架下，建立健全差异化、

幅员辽阔，国土空间具有显著的多样性、非均质

精准化、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评价、决策和管理制

性和脆弱性特征，区域内部资源环境本底和经济

度体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生

社会基础均存在巨大差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

态文明建设亟需思考的问题。

的有效手段

标准并不适宜实行“一刀切”。

一、相关研究进展

主体功能区是立足基本国情的重要国土空间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标志 着人类

治理方式，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农业

迈向可持续社会的新时代的开始。此前，国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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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组织和学者开展了大量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态文明建设的异质性特征。

发展评价体系的研究。从评价内容来看，大致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重要

以分为四类。一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将良好环

的“中国方案”[28]，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境作为增加福利的经济行为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现

系，衡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如可持续经

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从主

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标、国家福

体功能区视角进行分区分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祉（WN） 和 绿 色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SEEA）

指标体系构建相关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大部分研

[4]

； 二 是 侧 重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评 价 地 区 维 持

究和实践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既忽略了各

良 好 环 境 可 持 续 的 能 力， 如 环 境 可 持 续 性 指 数

地区资源环境本底的显著差异，也没有考虑其在

（ESI）、环境绩效指数（EPI）和欧盟可持续发

后期发展中的适宜功能和定位。二是仅有的主体

等

等；三是更加重视人类生

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 [29]，已无法适应新

活质量与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评价，如人类发展

时期国土空间开发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新部署和

[6]

等；四是综合性评价体

新要求。三是评价体系的应用性和落地性不强，

系，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的 SDGs 发展

给统计分析带来较大难度。综上所述，本研究从

目标，包含了 169 项具体指标，涉及了经济增长、

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系统特征、资源环境本底、

社会包容性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及环境治理需求出发，构建因

展战略指标（SDI）

[5]

指数（HDI）及其改进

[7]

优先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可持续科学的

地制宜、分区分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力

重要实践和应用，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

图从人类地域功能需求入手丰富生态文明建设评

重要的贡献 [8]。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

价视角，同时为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下

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常见的评

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制度提供参考。

价体系构建框架主要包括传统的经济—社会—生
[9]

态可持续发展框架 ，合纵连横生态、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框
[10-14]

、“压力 - 状态 - 响应”模型框架

[15-16]

二、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2010 年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

以及部分其他框架

发 [2010] 第 46 号）中，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

等，如有学者从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视角出发，构

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农产

建了包括生理平衡度、心理失衡度、人与环境失

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四

衡度、经济与环境失调度、人类发展度在内的以

类。通过十余年实践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架

生态系统服务和福利框架

[17]

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18]

。生态文明建设

评价的实证研究尺度也已经涵盖了国家

[19-20]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

远景目标纲要》对国土空间开发和主体功能区战

等多个层面。

略作出了新的部署。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从

主体功能区是实施空间治理的重要抓手，也

侧重开发强度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

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方式。学者们围绕主

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四类，开始转变为

体功能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路径，主体

以主体功能定位为核心的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

功能区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以及主体

产区、生态功能区三类，逐步形成贯彻中国特色

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等展开了相关研究。学

生态文明思想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战略，这也

者们认为应该通过建立并实施针对城市化地区、

是党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从制度

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差异化的空间管

层面提出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基础上，再

控、绩效评价、生态价值实现、生态保护以及环

次从战略目标层面提出的新要求，为分区分类构

境治理等政策体系促进不同主体功能区绿色发

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省

[15-16]

[21-24]

、市

[11]

、县

[14]

以及区域

[12]

。而关于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

生态文明建设在传统的经济—社会—生态可

研究，则主要聚焦于部分区域或特定类型主体功

持续框架基础上，将生态理念进一步融入经济、

展

能区，如城市化地区

[25]

和部分省

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构成了一个包含生态环

等，尚未系统全面的反映出城市化地区、农

境保护、经济绿色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

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各类主体功能区生

化建设与传承、制度体系保障等多要素的复杂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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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西部地区

[26]

系统。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

间治理框架下，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并不是

上的非均质性，使人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形式

“一刀切”的要求复杂巨系统中所有要素必须从

和强度在不同尺度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

形式和强度上同质化并行发展，而是应该围绕地

而人类地域功能需求必须与综合自然条件相匹

区自身的主体功能，因地制宜地实现自然生态系

配，并使地区具备维持良好生态环境可持续的能

统可持续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构建基于主

力，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体功能区

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需要在综合

正是依据这种匹配关系，将空间按功能划分为了

考虑区域分异客观规律和地域主体功能适宜性的

城市化地区、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功能区，旨在引

基础上，依据不同主体功能对各级指标进行差异

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在空间上形成

化调整，形成分区分类的评价体系。

一种稳定均衡态

[27]

。由此可见，在主体功能区空

图1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构建框架

（二）构建原则与指标来源

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制度和生态

评价指标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文

文化 5 个目标层，生态系统保护、空间格局优化、

献分析，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指标；二是参考

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防范、产业结构优化、循

国家已实施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主体功能区环

环经济、资源节约、清洁生产、人居环境、绿色生

境保护的各项政策要求，吸纳反映生态文明实践

活方式、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生态宣传和生态教

成果的各项指标。指标选择遵循以下原则：一是

育共 13 个准则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可操作性与可比性为本。评价体系尽量量化，但

办法》规定，各地区生态文明目标考核在国民经济

对于意义重大又不便于量化的指标，如生态文明

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结束后的次年开展，为便于

制度建设等，则选择定性指标。二是动态性与静

与现有考核制度更好衔接，以 2025 年为目标年份。

态性结合。生态文明建设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

指标目标值的确定采用以下几种途径：采用国家相

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既需要静态的表征绝对量

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中制定的目标值；参考国

的指标，也需要动态的表征变化量的指标，体现

内外研究报告和权威文献资料；参考国内外先进地

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三是普适性与特色性并重。

区现状水平；根据现有数值计算得出目标值。

既遵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阶段规律，也考

（一）城市化地区

虑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发展趋势。

城市化地区包括了我国重要的城镇化和城市

县级行政区是主体功能类型区划落地实施的基

群地区，是人口、经济和创新活动最为集聚的区

本地域单元，也是优化调控、激励和约束主体功能

域，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主

建设的空间主体，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以

体，应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

县（区）为评价对象，评价体系共分为三级，包括

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的全
3

面均衡发展。首先，要处理好高强度城镇化、工

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改良，构建起对生态环

业化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地

境更加敏感、更加友好的城市经济体系，并加强

区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科

城市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但同时城市的

技成果转化资源配置。此外，城市化地区最显著

自然生态环境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载体。要

的特征是人类活动集中，要以人为中心构建优美、

遵循国土空间开发的适宜性，优化城市化地区的

绿色、低碳的人居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

城镇、农业和生态的整体空间布局，合理控制城

境的期待。因此，城市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

市规模，因地制宜推行“减量发展”理念，形成

价应重点对空间格局优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格局。其次，要注重产

环境风险防范、产业结构优化、人居环境和绿色

业和经济集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建

生活等水平进行评估，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了新增

立健全各项环境规制，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在

建设用地规模、API 指数和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

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的基础

水平、人均水资源和建设用地面积、高新技术产

上，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城市化地区

业比重、生活垃圾分类和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等

集聚各类科技创新要素，要充分发挥区域创新优

指标，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2025 年目标值

空间格局优化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

规划纲要目标

API 指数变化水平

%

完成规定目标①

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水平

%

完成规定目标②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

≤ 420 ③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 100 ④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100% ⑤

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

未发生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 70% ⑥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 20% ⑦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

规划纲要目标

单位 GDP 用水量

立方米 / 万元

东部地区＜ 50 ⑧ 中部地区＜ 70
西部地区＜ 80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

万元 / 亩

＞ 22% ⑨

清洁生产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

完成规定目标

循环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90% ⑩

环境质量改善
生态环境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环境风险防范

产业结构优化

生态经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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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资源节约

API 指数变化水平包括优良天数比例和重污染天数比例。考虑到国家、省等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对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比
例的考核要求不同，部分地区对具体天数进行考核，部分地区对改善幅度进行考核，将指标目标值确定为“完成规定目标”。
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水平包括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和劣 V 类水体比例。同上原因，将指标目标值确定为“完成规
定目标”。
根据各年份中国水资源公报，2010—2019 年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从 450 立方米逐步下降为 431 立方米，今后为促进水资源
节约，目标值设定为 420 立方米。
随着土地供给压力增大，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严格严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目标值设定为 100 平方米。
目前多个省市已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对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做出规定，如云南、山东等均要求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因此目标值设定为 100%。
2020 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4.5%。城市化地区是第三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参考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值
设定为 70%。
目前北京、武汉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过 20%，参考发达国家水平和全国平均情况，目标值设定为 20%。
2019 年全国单位 GDP 用水量为 60.8 立方米，根据 2019 年东、中、西部地区单位 GDP 用水量情况和节水要求制定 2025 年
目标值。
《关于落实“十三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目标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0 年末全国单位 GDP 建设
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20%。随着“减量发展”理念成为越来越多超大、特大城市的共识，2025 年目标值设定为 22%。
参考“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标准，目标值设定为 90% 以上。

续表 1
目标层

准则层

人居环境
生态社会
绿色生活

生态制度

生态文化

制度建设

生态宣传

生态教育

指标层

单位

2025 年目标值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30 ①

城镇污水处理达标率

%

＞ 98% ②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90%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

＞ 60% ③

生活垃圾分类

—

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

编制并执行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

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执行

河、湖长制实施情况

—

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

—

实施

环境信息公开率

%

＞ 80% ④

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

%

＞ 80%

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知晓度

%

＞ 80%

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

%

＞ 80%

（二）农产品主产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
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经济
的安全与社会稳定。农产品主产区正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区域，应实施
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发展方针，严格保护耕地
和乡村主体形态，保持并不断增强以粮食为主的
农产品生产能力，限制大规模城镇化、工业化开发。
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主要包括农业
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改善两个方面。发达国
家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
护，美国未来农业财政支出增幅最大的项目是资
源保护项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第二支柱预算
的 30% 用于环境保护相关措施，并积极推动有机
农业等绿色生产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存在
资源透支和过度开发现象，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应适度降低耕地利用强度，严格减少农药化肥使
用，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并加强农业废弃物回
收利用。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
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项
乡村建设措施，促进乡村生态美丽宜居，使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地区。因此，农产品
主产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耕地保有
量、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农产品安全合格率、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以及
①
②
③
④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
理比率等农村人居环境指标，具体如表 2 所示。
（三）生态功能区
生态功能区具备多种重要生态功能，是国家和
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不仅要对大规模高
强度的国土空间开发进行限制，还要不断加强环境
保护和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增强生态服务功能和抗
干扰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天然林保护制度、草原森
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等一系列保护机制，提高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等调节功能，为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与此同时，生态功能区中也包含国家各类重要
的自然、文化遗产地，是珍稀濒危动植物基因资源
保护地，也是自然景观和自然文化最具精华和特色
的区域，极具特殊价值，需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保护地体系，实施系统性、原真性、完整性的
保护，并积极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不断增加。因此，
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应
重点关注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完备程度、生态
系统的全面依法管理和保护情况，保护对象完好程
度以及保护目标实现水平的评估。因此，评价指标
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自然资源资产增加率、主要污染物零排放和草原森
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河长制、湖长制、林长
制实施情况等各项指标，具体见表 3。

《2018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表明中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4.1 平方米，远低于联合国提出的 60 平方米最佳人居环
境标准。由于目前差距较大，应逐步向国际发达城市对标，目标值设定为 30 平方米。
《“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县城不低于
85%。2025 年城镇污水处理率应进一步提高，目标值设定为 98%。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2018 年中国多数城市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不足 40％。国际经验表明，管理较好的发达国家城市公
交分担率一般在 60% 以上，目标值设定为 60%。
参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考核标准，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目标值设定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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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目标层

生态环境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2025 年目标值

空间格局优化

耕地保有量

—

规划纲要目标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 95 ①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千克 / 公顷

同期减少②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

千克 / 公顷

同期减少

农产品安全合格率

%

完成规定目标

环境风险防范
产业结构优化

生态经济

循环利用
资源节约

生态社会

生态制度

生态文化

农产品主产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人居环境

制度建设

生态宣传和教育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 90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 90

农用薄膜回收利用率

%

＞ 8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 0.55 ③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100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 70 ④

生活污水处理村比率

%

东部地区＞ 60% ⑤ 中、西部地区＞ 4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村比率

%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

编制并执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

—

建立并实施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

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执行

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实施情况

—

实施

环境信息公开率

%

80

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知晓度

%

＞ 80

表3
目标层

准则层

生态系统保护

生态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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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 90%

生态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层

单位

2025 年目标值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

东部、中部≥ 55 ⑥ 西部≥ 45

森林覆盖率

%

规划纲要目标

森林蓄积量

立方米

规划纲要目标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

%

规划纲要目标

湿地保护率

%

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

自然资源资产增加率

—

空间格局优化

生态红线

—

划定并执行

污染物排放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

完成规定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

编制并执行

生态环境

生态制度

东部地区 100%

制度建设

生态宣传和教育

规划纲要目标
重点物种受到严格保护

外来入侵物种不明显

5%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

—

建立并实施

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

—

建立并实施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

编制
执行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实施情况

—

实施

环境信息公开率

%

＞ 80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2025 年目标值设定为 95%。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应实现负增长，因此农药化肥用量应每年应
同期下降。此外，行动计划还对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农用薄膜回收利用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村比
率均提出相应目标，为目标值设定提供了参考。
根据《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2030 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将达到 0.6 以上，2025 年目标值
设定为 0.55。
截止 2019 年全国农村地区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5%，目标值设定为 70%。
截止 2017 年东、中、西部地区行政村污水治理率分别仅为 34.1%、13% 和 12.4%，整体水平较低。考虑实际情况，2025 年
目标值设定为东部地区生活污水处理村比率大于 60%，中西部地区大于 40%。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当 EI ≥ 55 时生态环境状况处于优良水平。我国不同地区地势、气温、
降水差异较大，导致植被盖度、水网密度、生物丰富等指数存在较大差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55 的指标要求对于西部地
区来说，难度较大。因此，2025 年目标值设定为东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目标为大于 55，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大于 45。

三、结论与建议
在分析了不同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
与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
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为建立健全差异化、精准化、
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评价制度体系提供了补充和参
考，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市化地区、
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系统特征、资
源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基础和人类活动形式均存
在显著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路径也不同，
不宜采取“一刀切”的评价体系。第二，构建主
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
要基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
的区域分异客观规律和地域功能适宜性，对生态
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和生态制
度五个维度的多种要素协调发展进行差异化评价。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完善。第一，各项指
标的目标值依据现有研究和数据制定，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指标目标值应遵循生态文
明发展规律进行动态调整。第二，定性指标的衡
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如“制度建设”中“生
态文明规划”指标目标值为“编制并执行”，关
于“执行”程度的测度仍需提出更为具体的标准。
第三，限于篇幅，今后将继续开展主体功能区生
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实证研究。为更好地推进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发挥主体功能协调统一，提
出如下建议：
一是优化现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制度。
调整和完善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绩效评价
和政绩考核制度，取消统一排名，实行基于区域
主体功能定位的年度评价分类排序。可率先在城
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分别选择
有条件的县（市）、区，先行先试，开展分区分
类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试点，为
全国性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提供创新做法和改革
经验。
二是加强新一代技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基础数据支撑能力。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环境监
测和数据分析统计全过程中的应用，确保基础数
据的科学性、精准性和真实性。全面建立资源环
境调查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落实数据质量责任制，
严防数据弄虚作假，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质量。
三是建立健全差异化配套政策体系，积极促
进国土空间保护开发保护新格局下的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
和制度多个方面，应按照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定位

和要求，制定一系列相互衔接的配套政策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对于城市化地区，积极倡导建立城
市生态经济体系，根据区域功能发展方向和环境
影响评估，制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和环境准入绿
色正面清单，建立经济产业全面转型的管理和推
进机制，并扩大与生态环境相关创新活动的研发
投入；对于农产品主产区，积极建立以扩大绿色、
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为重点的农业生产体系，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现乡村宜居宜业；
对于生态功能区，推动生态系统修复，完善补偿
机制，在严控破坏生态环境开发活动的基础上，
引导建立符合生态主体功能的特色产业，积极实
现地区生态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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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cological
Civilizaion Construction in Major Function Zoning
LI Le1, QIAN Yichun2, YAN Wende3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China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48;
3.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ﬁc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serves as an important basis and necessary premise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ystems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 most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a set of indicators with the same standard, which ignore the inherent diﬀ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ach region and fail to consider the function and positioning of each region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of diﬀerent main functions in diﬀerent regions, implementing diﬀerentiate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advancing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the overal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ain function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bjective law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uitability of regional functions of
preferred development zone, key development zone,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on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and
prohibited development zon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standard system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from ﬁve perspectives, i.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society,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system.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index measurement model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provides a supplement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ing policies in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The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existing system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sic data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iﬀerentiated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Keyword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s;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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