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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家

家工厂不断涌现，一条条公路纵横南北，一

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个个村庄焕然一新，

我们的家园时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然而，工业化、城镇化在带来繁华的同

时，也改变了我们的家园：钢筋水泥侵蚀了

绿地，工矿厂房占据了山野，草原退化，湿地

萎缩，河流污染，湖泊干涸，生态系统脆弱。

建设美丽中国，就要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

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一边是开发仍在快速推进，一边要留下

更多空间，矛盾如何解决？只能通过调整空

间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解决。从总量

上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建成区、建制镇建成

区、独立工矿区、农村居民点和各类开发区

的总面积已经相当大，但空间结构不合理，

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当

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空间结构急剧变

动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把国土空间开发的着力点从占用土地为

主转到调整和优化空间结构、提高空间利用

效率上来。

此前，《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明确

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着力构建我国

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即构建“两横

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七区二十

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和“两屏三带”

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以陆桥通道、沿

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

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

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

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

局；构建以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

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和甘肃新疆等

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以基本农田为基础，

以其他农业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农业战略格

局；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

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

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

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

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

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构建国土空间“三大战略格局”，正是从

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国土空间开发提出的战

略任务。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实施主体功能

区战略，有几个理念尤其需要注意：

一 是 根 据 自 然 条 件 适 宜 性 开 发 的 理

念。不同的国土空间，自然状况不同，能适

应的开发强度也不相同，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根据不同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确定

不同的开发内容。

二是区分主体功能的理念。一定的国

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主体功

能。从提供产品的角度划分，或者以提供工

业品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农

产品为主体功能，或者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

体功能。比如，草原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

产品，若超载过牧，就会造成草原退化沙化。

三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的理

念。不同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不同，因而集

聚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不同。必须根据资源

环境中的“短板”因素确定可承载的人口规

模、经济规模以及适宜的产业结构。

四是控制开发强度的理念。我国不适

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国土空间占很大比

重。平原及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国土空间

尽管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为保障农产

品供给安全，不能过度占用耕地。各类主体

功能区都要有节制地开发，保持适当的开发

强度。

美丽中国，应是一幅城乡和谐交融的图

画。在这幅画卷里，“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

市化格局基本形成，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

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

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

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在

这幅画卷里，城和乡既分开，也不分开。从主

体功能上说，城是城，乡是乡，截然不同；从公

共服务上说，城是城，乡也是城，并无区别；从

生态环境上说，城是乡，乡还是乡，同样优美。

绘一幅城乡和谐交融的图画
——从“三个格局”谈起十八大报告提出，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

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

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

局、生态安全格局。

□ 鲍晓倩“美丽中国”大家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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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最近，《“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讨

论通过，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成为今后重要任务之一。“城市矿山”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新兴领域，正日益受到各方关注。

从电子垃圾中挖出“城市矿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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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中国气象局科
技与气候变化司和国家气候中心 12 月 13 日联
合发布了“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预估产品 3.0 版
本”。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伴随着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强，增强适
应气候变化特别是适应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减
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国际
社会共识。

为了给我国从事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
评估方面的业务、科研人员及单位提供使用方
便的中国和东亚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2008
年和 2009 年，国家气候中心曾发布“中国地区
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1.0 版和 2.0 版。此次，
国家气候中心利用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数据搜集小组提供的
典型浓度排放情景（RCPs)下的多个全球气候
模式和区域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制作完成了

“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3.0版。

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预估产品发布

据新华社电 煤炭大省山西实施生态涵
养、价格杠杆、循环利用等多举措“治水”成效显
著，多处瀑布清泉再现清流，山西母亲河汾河持
续几年没有断流。

山西把“以煤补绿、以煤补水”作为恢复生
态、涵养水源的重要措施。2007 年山西率先在
全国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每生产一
吨煤提取一定资金用于生态恢复。近 5 年来仅
省级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就投入 240 多亿元用
于汾河等重点区域生态治理。近年来，山西每
年造林 400 多万亩，成为涵养水源的重要保
障。目前，汾河实现连续几年不断流，水质持续
改善。

山西多举措“治水”成效明显。目前，全省
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止降回升。去年以来，太
原市地下水平均上升 2.21 米，最好的地段回升
16米，断流多年的清徐县平泉村“不老泉”复流，
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瀑布景观得以重现。

本报讯 由中国固废网、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和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固
废战略论坛将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
京举办。论坛以“商业模式创新与实践”为主题，
将着重探讨餐厨垃圾处理处置、土壤修复、危险
废弃物处理处置、医疗废弃物处理处置等问题。

今年，《“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规划》、《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政
策陆续发布。本届论坛将深入剖析固废处理处
置行业面临的宏观形势、政策现状和趋势走
向，还将评选出“2012 年度中国固废行业十大
影响力企业”等奖项，并首次发布 2012 年度餐
厨垃圾最佳使用技术案例。 （沈 苔）

山西多举措“治水”成效明显

第六届固废战略论坛将办

电子垃圾，被称为继化工、冶金、造纸、印染
等之后又一新的环境杀手。但是如果能够做好
再生资源化利用，它们又可以变为一座独特的

“城市矿山”。
据统计，一吨报废手机可以提炼280克黄

金，而开采一吨金砂仅能提炼出 5克黄金。目
前，我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 7 亿户，每年更新
淘汰的手机重达数万吨。我国已进入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等报废高峰期，预计到 2015 年，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将超过600万吨。

“充分开发蕴藏在各种废弃产品中的庞大
资源，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能有效缓解资源约束、减
轻环境污染、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矿山”有宝藏

随着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里各类
废弃产品所蕴含的丰富的矿产资源日益受
到重视。当前，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加快开发作为
二次资源的“城市矿山”，既可以弥补我国传
统自然矿产资源的不足，也可以减少环境污
染，节能降耗。

“从一定程度上说，‘城市矿山’要比天然
形成的真正矿山更具开发价值。推进再生资
源利用，最终将实现资源有限、循环无限。”山
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来永说。

“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促
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在前
不久召开的首届“城市矿产”博览会上，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李春生说。

近年来，我国对“城市矿山”的开发利用
发展很快。“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矿产”资
源利用总量已达 6.3 亿吨。每回收利用 1 万
吨再生资源，便可节约 4.12 万吨自然资源，减
少 6 万至 10 万吨垃圾处理量。“十二五”期间，
预计将通过开发“城市矿产”节能 11.55 亿吨
标准煤，减排 7.2亿吨二氧化碳。

为推进再生资源利用，目前我国已经批
准设立了 29 个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形成了每年 3500 万吨的再生资源聚集加工

能力。“十二五”期间，将建设 100 个资源综合
利用示范基地、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目前，建设“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已经列
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和《“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技术不再是制约瓶颈

要推进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必须首先
建立健全资源回收体系。家电“以旧换新”政
策实施之前，只有 5%至 10%的电子垃圾进入
正规渠道回收并拆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的实施，加快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集中回
收和拆解处理，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起废旧
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基本形成了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产业规模化、集中化、规范化的发
展模式。

据统计，目前回收废旧家电超过 6000 万
台，经无害化拆解处理后可获得金属、塑料和
玻璃等有价资源超过 50 万吨，有力地支持了

循环经济发展。
今年 7 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启动，进一步推动了
电子垃圾资源化利用进程。山东中绿资源再
生有限公司是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基地，总经理许
来永告诉记者，“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我国最大的专业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
业，目前已在全国投产 8 个废家电处理厂，年
处理能力 1000 万台，销售收入 5 亿元。虽然
废家电板块在公司整体业务中的占比不大，
但在国家积极的政策导向和财政补贴下，有
着很好的利润空间。未来，废家电拆解将成
为企业新的增长点。”

“政策、技术、经营环境和渠道，是决定再
生资源利用行业发展的四大要素。其中政策
是核心。对于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政府有补
贴，成效十分明显。”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伟告诉记者。唐山中再生是
第二批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主要经营
范围包括废旧塑料、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

钢铁、报废汽车等。
技术已经不是制约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发

展的关键问题。“以前，在广东处理电子垃圾大
多采取焚烧和水洗等手工拆解方式，处理技术
落后，回收率低，电子垃圾中的铅、汞、镉、铬等
重金属流入水体和土壤，既污染环境，也危害健
康。”张伟说，“现在我们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
在一个完全密闭的容器里，采用环保溶液回收，
这边把线路板放进去，那边就可以出金银。这
种新技术在国外已经开始采用，国内也开始引
进。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所有材料都可
以再利用、再循环，几乎没有废料产生。”

相比政策、技术和回收体系而言，当前困
扰再生资源利用的更深层因素是观念和人
才。“全社会需要转变对再生资源利用的认
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收破烂的。现在废弃
产品中电子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循环利用
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行业最
为紧缺的是专业人才。”张伟说。明年，唐山
中再生将着力组建自己的技术队伍，与高校
合作建设研发中心。

这是北京市的第一条绿道。全长9.3公里
的“北京营城建都滨水绿道”北起木樨地，南到
永定门，途经西护城河、南护城河等。30米宽
的河道两旁共有“山花烂漫”、“太液金波”等
10处特色景观，“绿不断线，景不断链”。

“这条绿道是北京市规划的 10 大城市滨
水绿廊之一，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西城
区园林绿化局局长高兴春说，这条河流经北
京建城、建都的肇始之地，汇集了大观园、陶
然亭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为周围市民提供
了绿色慢行的好去处。

“建设滨水绿道，主要目的是方便市民休
闲健身，将打造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两条城市
慢行线。”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俊宏
说，二期建设将于年底启动，明年年底前竣
工。从明年起，北小河、清河、永引渠、南护城
河、昆玉河等其他滨水绿廊也将陆续启动。

深度挖掘绿化资源

滨水绿道展现出的只是北京西城区绿色
环境建设的一个方面。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
核心区，园林绿化成果的保护与管理特别是
老旧小区、街巷胡同绿化的管理日益成为社
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高兴春说，“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创新体制
机制，加快建立绿化资源长效管理机制，加快
推进公共绿地建设和空间立体绿化建设。比
如推进城市空间的立体绿化，通过垂直挂绿、
屋顶造绿、开墙透绿等多种形式，打造全方
位、立体化的城市空中景观。”

今年，西城区以多元增绿为核心，以提升
品质为主线，以服务民生为根本，着力构建

“碧水绕古都、绿荫满西城”的规划愿景，围绕

“三道”建设，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展示西城形
象的精品景观，进一步提高区域环境质量。
目前，西城区绿化覆盖率为 28.53%，到 2015
年，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29.1%。即将完成的

《西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将为城市“绿线”划定
和实施“绿线”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胡同改造添彩增绿

北京老胡同多，人口居住密集，给城市绿
化带来了很多挑战。西城区结合街巷胡同、
老旧小区的拆违整治工作，推进老旧居住区
和胡同街巷的绿化建设，打造出了一批独具
特色的精品小区和街巷胡同。日前，记者跟
随绿色环境设计师于颖走进位于繁华闹市西
四街边的义达里胡同，仿佛进入了一个宁静
的城市花园小区。

于颖告诉记者，她的设计团队以“打造精
品古朴式生态文化胡同”为主题，通过对变电
箱、空调室外机、电表、垃圾区等处的遮挡，以
及对雨搭、窗框的改造来加强胡同的整体设
施装饰；通过新建灰砖种植池、钢木花架等来
增加胡同的垂直绿化；通过安装墙面、宣传
栏、店铺标识等中式元素来体现胡同的特有
文化，从而体现胡同改造的“以人为本、简约
古朴、系统设计、绿色生态”四大原则。

记者在胡同内见到正在值班的西城区环
卫中心负责人陈全红，多年在这里工作的她
见证了义达里胡同的变化。“这个胡同改造前
就治安良好、干净整洁。但由于可绿化利用
面积较少，缺少人文景观。改造后的义达里
胡同变得更漂亮了，每家每户都十分爱护自
己居住的环境。我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工
作，非常开心。”

碧水绕古都 绿荫满西城
本报记者 陈 颐

云南省加大对洱海的治理力度，洱海水质

得以改善。冬日里的洱海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更呈现出别样美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