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２，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３ １８

作者简介：李明惠（１９６０ ），女，河北沧州人，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４５／ｃ．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２

生态环境视域下宁镇扬绿色建筑发展路径

李明惠，冯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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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绿色建筑助推绿色城市建设、助推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

角度，指出绿色建筑是宁镇扬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提出形成发展绿色建筑共识、制定协

调会商制度、夯实绿色建筑科技基础、构建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绿色建筑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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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能最大

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

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物。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绿色建筑产业已成为国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

举措。南京、镇江、扬州（以下简称“宁镇扬”）生态

环境保护的一体化要以新理念为引领，以绿色建筑

发展为载体，从理念共识、制度建设等多条路径入

手，整合资源，聚合力量，联防联治，助推“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

一、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是宁镇扬一体

化的重要支柱

　　宁镇扬三市山水相连，人文相亲。２０１７年５

月，江苏省在镇江召开宁镇扬一体化推进会，会议

要求：坚持把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发展摆在重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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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推动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１］。宁镇扬

一体化是江苏顺应发展趋势、优化区域布局、推动

科学发展、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部署，其要

求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发挥南京特大城市的带动

作用，促进沿江城市集群发展、融合发展。

宁镇扬一体化的实质是谋求在空间共筑、产业

共谋、文化共融、社会共和、设施共建、生态共保、环

境共治等方面全面融为一体的深度发展，其中，生

态环境联防联治是宁镇扬一体化的重要支柱之一。

宁镇扬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就是合理规划三市的生

态布局、环境定位和个性风格，提高三市的关联度

和互补性，打造地方特色鲜明的生态城市，同时，要

构建绿色循环发展体系，倡导绿色消费，提升三市

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水平。宁镇扬三市只有从理念

共识、制度建设、科技基础、生态补偿机制等多条路

径入手，齐抓共管，才有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联防

联治，才能引领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在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持久、更长远。

二、绿色建筑是宁镇扬生态环境联防

联治的重要抓手

　　要提高宁镇扬三市的生态涵养功能和环境支

撑能力，促进宁镇扬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应以发

展绿色建筑为重要抓手，这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的必然选择。

（一）绿色建筑助推绿色城市建设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户，能耗占全

社会总能耗的３０％左右。据统计，全球约一半以

上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建筑工程造成的，

６０％以上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都与建筑运行有关。

绿色建筑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可以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维护绿色、生

态、宜居、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改善城市面貌，构建

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模式。

（二）绿色建筑助推人民生活品质提升

随着宁镇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热岛效

应加剧，大气能见度下降，环境质量有恶化的趋势。

发展绿色建筑，可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的排放，改善大气环境，为人们提供更适宜居住、

生活和工作的空间。绿色建筑是建设生态城市、节

约型城市、循环经济城市的要件，影响着城市生态

系统的稳定，在提高生态人居系统质量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三）绿色建筑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有行业关联

度大、部类产业链长、技术集成度高、投入显效性

强、社会贡献度大等特点。绿色建筑技术和绿色建

筑产业可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２］，促进三

市建筑业的转型升级，为宁镇扬生态环境的联防联

治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绿色建筑产业契合了国家节能减排和培育新

兴产业两大战略，不仅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加速

培育新兴产业，而且增量成本不大。目前，我国绿

色建筑比例尚不足５％，应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区

建设，规模化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潜力巨

大，不仅可广泛应用于新建建筑的增量建设，也适

用于对既有建筑物的存量改造，这给处于工业化快

速发展时期的宁镇扬绿色建筑产业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而且，绿色建筑的产业链长，市场前景

好，有利于构建新型建材、新能源、节能服务等绿色

产业体系。

（四）绿色建筑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

绿色建筑是与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

镇化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宁镇扬新型城镇化就是

要建设“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现代产业体系为驱

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相融合、多元功能复合共

生”的新型城区，促进产业和城镇的融合发展。将

绿色建筑作为主要抓手可以很好地契合宁镇扬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以城建带产业，以产业促城

建，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三、绿色建筑发展路径

（一）形成发展绿色建筑共识

宁镇扬三市要形成绿色建筑对城市生态环境

贡献度的共识，统一规划三市绿色建筑的发展，积

极引导社会形成对绿色建筑的认同感，以尽可能低

的环境代价推进宁镇扬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实现三

市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结合宁镇扬区域的地形与

空间现状、建筑与周围环境、地域风貌与传统文脉

等发展绿色建筑，确定其环境与建筑总体的空间布

局。要保护好地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同时继

承和弘扬历史传统文化，形成和谐、幸福、宜居的优

质生活环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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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协调会商制度

１．组建宁镇扬管理委员会。为提高协调协商

效果，建议组建宁镇扬管理委员会，直属于省政府，

相当于副省级级别，这样该委员会可以高效承担区

域性协调职能，管理宁镇扬三市之间“空白地带”的

事务。宁镇扬管理委员会与南京、镇江、扬州各市

政府间不是严格的隶属关系，它们之间应有明晰的

权责分工。这样既实现了管理委员会对宁镇扬区

域所共有职能的协调，又保证了三市政府对地方性

事务的管理。宁镇扬管理委员会应具有对宁镇扬

区域重大资金的分配权、倡议权。

２．明确宁镇扬管理委员会职责。宁镇扬管理

委员会负责牵头三市签署合作契约，对产业布局、

收费标准、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形成共识，在公共

交通、教育、房地产、医疗等领域可以互利开放。宁

镇扬管理委员会还可以委托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工

作组就宁镇扬生态环境一体化的重大事项召集三

市政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会商，推动生态环境整

治，完善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通过有效的

协调会商机制充分调动三市政府推进一体化的积

极性，实现宁镇扬三市的合作共赢。

（三）夯实绿色建筑的科技基础

南京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门

户城市，应依托自己绿色建筑发展基础好的优势，

引领宁镇扬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治［３］。

１．新建建筑采用绿色建筑科技。为加快一体

化进程，宁镇扬的建设规模将不断扩大。针对量广

面大的新建建筑物，应依据三市的自然环境及气候

特点，对不同类别的新建建筑物运用ＢＩＭ 技术进

行分析，包括影响绿色建筑采光的因素、影响能源

利用效率的因素和可持续材料使用情况等，选用适

宜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对项目进行优

化设计，构建适合宁镇扬三市特点的绿色建筑发展

模式。对于三市的新建民用建筑，可以尝试执行一

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可

以尝试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

２．既有建筑的改造采用绿色建筑科技。宁镇

扬发展速度快，大量的存量建筑已经不能满足节能

环保的要求，需要对其进行绿色化改造。常用的绿

色化改造技术有：围护结构一体化节能改造，包括

窗户节能改造、外墙外遮阳改造、外墙节能改造、屋

顶节能改造等；建筑物冷热系统一体化节能改造，

包括电运行设备系统的节能改造，水运行设备系统

的节能改造，照明电器设备设施的节能改造；结合

建筑物功能改善、废弃物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应

用、环境质量控制、抗震加固等的一体化节能改造

等（图１）。以上绿色化改造技术可以单独采用也

可以综合运用，要根据不同的建筑物类别及需达到

的绿色建筑标识等级综合考量，通过绿色建筑技术

的集成，提升建筑物节能环保的效能。

图１　绿色化改造技术

３．城市建设采用绿色建筑科技。绿色建筑在

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内均是节能环保的，因此在建

筑的选址、规划、设计、建造和运营等各阶段均应是

低能耗的。一是突出科学规划的引领作用。根据

建成具有较强活力和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区的

目标要求，除了编制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南京城

市总体规划、镇江城市总体规划、扬州城市总体规

划外，还应该编制宁镇扬区域总体规划。宁镇扬区

域的总体规划要按照三市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定

位进行编制。区域总体规划要统筹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宁

镇扬区域总体规划编制的主基调。要开展绿色建

筑、生态社区等专题研究，做到从规划源头为绿色

建筑的发展创造条件和夯实基础。二是注重绿色

建筑产业新城、绿色建筑产业园区、绿色生态社区、

绿色生态城市的建设，要从规划伊始就综合考虑环

境、资源等制约因素，加入绿色指标。在编制新城

规划时，要配套编制水资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

交通、智慧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

根据环境与建筑总体的空间布局，保护好自然植

被、水域、景观，保护好地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环

境。三是突出项目挂帅。要聚焦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如城市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公共建筑建设、老

百姓保障房建设等项目，发挥这些项目的辐射带动

作用，高效率地推广绿色建筑、绿色产业。

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智慧化治理。一是加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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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的智慧化监管。利用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手段，收集三市有关水环境、空气质量、噪音等环

境监测感知物联信息。强化对企业重点污染源的

环境监管，发挥“互联网＋”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监

管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完善生态环境智慧化治理

模式。二是加强环境应急预防和预警系统建设。

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库，加强与环境监测部门的数据

共享，完善和优化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多规合一”

统筹建设生态功能区空间信息管理平台。三是加

强对能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建立公

共建筑能耗监管平台，加强节能管理的规范化、有

效化、智能化、科学化。加强对企业能源生产、输配

和消耗过程的动态监控和管理，推进智慧减排的长

效化；加强城市能源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提供能

源管理公众服务，不断提升全社会的节能意识。

（四）构建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目前，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理念、技术和成

本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成本是制约绿色建筑在我

国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４］。地方政府要加大

对绿色建筑的政策倾斜，加大激励力度。宁镇扬三

市政府要科学界定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加

快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和沟通协调平台建设，推

动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和多元化

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表１）。

第一，重点生态区域补偿。对于国家级和省级

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等区域内标识为二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实行重点

生态区域补偿。

第二，基本生态区域补偿。对于自然保护区、

名胜古迹、生态公园等区域内标识为一级的绿色建

筑，实行基本生态补偿。

第三，横向补偿。对在宁镇扬区域内受各种污

染危害或威胁严重的典型流域、产业承接转移区

域，秉承“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受益的单位、

个人拿出资金，用于生态修复、治理。

第四，奖励性生态补偿。加大对宁镇扬生态环

境保护的督查力度，科学合理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按照生态环境保

护、绿色建筑发展取得的绩效给予生态补偿奖励。

表１　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类别 特点 适用范围

重点生态

区域补偿

对于重点生态区域

给予重点补偿

国家级和省级的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源地保护

区等区域内的二级及以

上绿色建筑

基本生态

区域补偿

对于一般生态区域

给予基本补偿

名胜古迹、生态公园等

区域内的一级绿色建筑

横向补偿 受益的单位、个人拿

出资金，用于生态修

复、治理

生态环境受益的单位、

个人

奖励性生

态补偿

对生态环境保护、绿

色建筑发展的贡献

度进行考核，对绩效

优者予以奖励

对生态环境保护、绿色

建筑发展做出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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