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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态城市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生态城市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态城市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态城市行业

的现状、中国生态城市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态城市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生态城市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态城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

态城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

 　　1.1 生态城市的界定

　　　　1.1.1 生态城市的概念

　　　　1.1.2 生态城市的内涵

　　　　1.1.3 生态城市的特征

　　1.2 生态城市的主要类型

　　　　1.2.1 技术创新型

　　　　1.2.2 适用宜居型

　　　　1.2.3 逐步演进型

　　　　1.2.4 重建改造型

　　1.3 生态系统在城市中的功能

　　　　1.3.1 生态功能

　　　　1.3.2 美化城市

　　　　1.3.3 增强城市竞争力 

第二章 环境保护是全球性课题

 　　2.1 世界环境保护产业

　　　　2.1.1 全球注重环境与生态保护

　　　　2.1.2 世界环保产业发展综述

　　　　2.1.3 环保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2.1.4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特点

　　　　2.1.5 世界工业的绿色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2.2 国内环境保护产业

　　　　2.2.1 中国环保产业格局分布

　　　　2.2.2 循环经济成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2.2.3 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调研

　　　　2.2.4 我国环保发展存在的问题

　　　　2.2.5 环保产业投资前景

　　2.3 中国环保产业政策

　　　　2.3.1 现有法律法规体系

　　　　2.3.2 相关财税支持政策

　　　　2.3.3 环保产业政策现状调研

　　　　2.3.4 政府集采力度应加大

　　　　2.3.5 产业政策措施需完善

　　2.4 中国环保产业行业前景调研

　　　　2.4.1 环保产业主要盈利领域

　　　　2.4.2 我国环保产业投资状况分析

　　　　2.4.3 &ldquo;十三五&rdquo;投资机会

　　　　2.4.4 &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展望

　　　　2.4.5 产业发展趋势及重点领域 

第三章 2017-2021年中国生态城市的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全球经济复苏放缓

　　　　3.1.2 中国经济缓中企稳

　　　　3.1.3 国民收入及消费水平

　　　　3.1.4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3.2 社会环境

　　　　3.2.1 我国居民环保意识逐步提高

　　　　3.2.2 我国可持续投资前景成就显著

　　　　3.2.3 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建设

　　　　3.2.4 老龄化社会需要城市生态建设

　　3.3 生态环境

　　　　3.3.1 &ldquo;十一五&rdquo;生态环境状况回顾

　　　　3.3.2 2021年中国环境质量情况分析

　　&hellip;&hellip;

　　　　3.3.4 2021年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分析

　　3.4 城市化进程



　　　　3.4.1 我国城市化水平

　　　　3.4.2 城市化发展的转型

　　　　3.4.3 城市化模式的问题

　　　　3.4.4 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国外生态城市的建设概况及经验借鉴

 　　4.1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模式与类型分析

　　　　4.1.1 规划调控型

　　　　4.1.2 环境美化型

　　　　4.1.3 污染治理型

　　　　4.1.4 资源循环型

　　　　4.1.5 功能转化型

　　4.2 世界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特点

　　　　4.2.1 发展紧凑型城市

　　　　4.2.2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

　　　　4.2.3 生态网络化得到重视

　　　　4.2.4 引入了社区驱动开发模式

　　　　4.2.5 大量采用绿色技术

　　4.3 主要国家或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4.3.1 美国

　　　　4.3.2 巴西

　　　　4.3.3 德国

　　　　4.3.4 丹麦

　　　　4.3.5 澳大利亚

　　　　4.3.6 瑞典

　　　　4.3.7 日本

　　　　4.3.8 新加坡

　　　　4.3.9 台北

　　4.4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

　　　　4.4.1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4.4.2 制定明确的目标及措施

　　　　4.4.3 重视与区域的协调

　　　　4.4.4 以科技为后盾



　　4.5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4.5.1 重视城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4.5.2 加强区域合作和城乡协调发展

　　　　4.5.3 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

　　　　4.5.4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支撑

　　　　4.5.5 完善的法律政策及管理体系

　　　　4.5.6 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 

第五章 2017-2021年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5.1 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情况分析

　　　　5.1.1 探索历程

　　　　5.1.2 总体状况分析

　　　　5.1.3 主要模式

　　　　5.1.4 发展程度

　　5.2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特点分析

　　　　5.2.1 地区差异性大

　　　　5.2.2 重视生态功能区划

　　　　5.2.3 具有特色的重点建设领域

　　　　5.2.4 注重与区域的协调

　　5.3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政策支持

　　　　5.3.1 对建设规划的指导

　　　　5.3.2 明确检验指标体系

　　　　5.3.3 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5.3.4 注重环境影响评价

　　　　5.3.5 出台建筑鼓励政策

　　5.4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5.4.1 建设动机不明晰

　　　　5.4.2 忽视发展本质

　　　　5.4.3 缺乏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机制

　　　　5.4.4 忽略成本效益核算

　　　　5.4.5 配套法规制度缺失

　　　　5.4.6 盲目关注大城市和新城开发

　　5.5 中国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建议



　　　　5.5.1 制定明确的建设发展目标

　　　　5.5.2 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市

　　　　5.5.3 创新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

　　　　5.5.4 推行适宜技术和试点示范项目

　　　　5.5.5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5.5.6 建立制度保障体系 

第六章 2017-2021年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分析

 　　6.1 绿色建筑基本概述

　　　　6.1.1 绿色建筑的概念

　　　　6.1.2 绿色建筑的主要特点

　　　　6.1.3 绿色建筑与一般建筑的区别

　　6.2 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情况分析

　　　　6.2.1 总体概述

　　　　6.2.2 发展现状调研

　　　　6.2.3 政策环境

　　　　6.2.4 发展误区

　　6.3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解读

　　　　6.3.1 制定背景

　　　　6.3.2 基本原则

　　　　6.3.3 主要目标

　　　　6.3.4 重点任务

　　　　6.3.5 保障措施

　　6.4 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预测

　　　　6.4.1 &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6.4.2 远景展望

　　　　6.4.3 绿色建筑科技发展规划 

第七章 2017-2021年中国城市园林的发展分析

 　　7.1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总体情况分析

　　　　7.1.1 产业发展阶段特征

　　　　7.1.2 国家层面关注度分析

　　　　7.1.3 &ldquo;十一五&rdquo;成就回顾

　　　　7.1.4 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7.1.5 园林设计行业发展

　　　　7.1.6 各层面发展情况分析

　　7.2 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情况分析

　　　　7.2.1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7.2.2 国家级园林城市创建历程

　　　　7.2.3 国家园林级城市（区）布局现状调研

　　　　7.2.4 2021年国家园林城市（县、镇）状况分析

　　　　7.2.5 2021年新增国家园林城市、县城状况分析

　　7.3 地产园林经典布局案例分析

　　　　7.3.1 东南亚风格经典案例

　　　　7.3.2 泛欧风格经典案例  

　　　　7.3.3 现代派风格经典案例

　　　　7.3.4 中式风格经典案例

　　7.4 中国园林业存在问题分析

　　　　7.4.1 产业体系问题分析

　　　　7.4.2 突出问题解析

　　　　7.4.3 城市园林经济发展进程问题分析

　　　　7.4.4 产业发展平衡问题分析

　　　　7.4.5 园林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7.5 中国园林业发展对策

　　　　7.5.1 科学投资前景对策

　　　　7.5.2 创新改革对策

　　　　7.5.3 管理养护措施

　　　　7.5.4 可持续发展思路 

第八章 2017-2021年中国生态工业园区发展分析

 　　8.1 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政策支持

　　　　8.1.1 国家战略高度

　　　　8.1.2 建设指导意见

　　　　8.1.3 生态文明政策

　　　　8.1.4 循环经济规划

　　8.2 生态工业园区整体现状分析

　　　　8.2.1 发展回顾



　　　　8.2.2 建设现状调研

　　　　8.2.3 显著成效

　　　　8.2.4 评价标准

　　8.3 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的swot分析

　　　　8.3.1 优势分析（strengths）

　　　　8.3.2 劣势分析（weaknesses）

　　　　8.3.3 机遇分析（opportunities）

　　　　8.3.4 挑战分析（threats）

　　8.4 生态工业园区引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8.4.1 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8.4.2 对低碳经济的支撑

　　　　8.4.3 典型模式分析

　　8.5 中国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问题

　　　　8.5.1 经济制度缺陷

　　　　8.5.2 协调政策缺乏

　　　　8.5.3 恶性竞争激烈

　　　　8.5.4 产业定位模糊

　　8.6 中国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对策

　　　　8.6.1 发展方向

　　　　8.6.2 措施建议

　　　　8.6.3 路径研究

　　　　8.6.4 思路探索 

第九章 2017-2021年中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分析

 　　9.1 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情况分析

　　　　9.1.1 生态旅游成为一种新的旅游观

　　　　9.1.2 中国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9.1.3 中国生态旅游要拒绝人工化

　　　　9.1.4 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旅游发展道路探索

　　9.2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分析

　　　　9.2.1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概述

　　　　9.2.2 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9.2.3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mdash;制约机制



　　　　9.2.4 生态旅游区建设驱动机制的优化策略

　　9.3 生态旅游面临的问题

　　　　9.3.1 生态旅游面临的困境

　　　　9.3.2 中国生态旅游实践中的问题

　　　　9.3.3 生态旅游存在的误区分析

　　　　9.3.4 生态旅游被泛化或曲解

　　9.4 生态旅游的发展建议

　　　　9.4.1 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

　　　　9.4.2 加强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的途径

　　　　9.4.3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9.4.4 生态旅游的发展与规划

　　9.5 中国生态旅游业开发趋势分析

　　　　9.5.1 总体分析

　　　　9.5.2 风景名胜观光旅游

　　　　9.5.3 民俗旅游

　　　　9.5.4 体育旅游

　　　　9.5.5 考察/探险旅游

　　　　9.5.6 观光农业旅游

　　　　9.5.7 湖泊湿地旅游

　　　　9.5.8 山（岳）地旅游

　　　　9.5.9 草原旅游

　　　　9.5.10 森林旅游 

第十章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

 　　10.1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

　　　　10.1.1 基本概况

　　　　10.1.2 哈利法克斯（halifax）

　　　　10.1.3 克里斯蒂沃克（christie walk）

　　　　10.1.4 影子规划（shadow plan）

　　10.2 库里蒂巴

　　　　10.2.1 基本概况

　　　　10.2.2 建设经验

　　　　10.2.3 主要特色



　　　　10.2.4 典型政策

　　10.3 博尼塔海湾

　　　　10.3.1 基本概况

　　　　10.3.2 以保护带动设计

　　　　10.3.3 视觉和谐

　　　　10.3.4 实行可持续发展

　　10.4 丹麦生态城市项目

　　　　10.4.1 基本概况

　　　　10.4.2 发展目标

　　　　10.4.3 特色内容

　　　　10.4.4 实施效果

　　10.5 新西兰waitakere

　　　　10.5.1 基本概况

　　　　10.5.2 环境目标

　　　　10.5.3 经济目标

　　　　10.5.4 社会目标

　　10.6 其他案例

　　　　10.6.1 parcbit

　　　　10.6.2 vuores地区

　　　　10.6.3 丹麦太阳风互助社区

　　　　10.6.4 澳大利亚怀阿拉 

第十一章 国内生态城市典型案例建设发展分析

 　　11.1 生态城市典型案例遴选

　　　　11.1.1 遴选原则

　　　　11.1.2 遴选要求

　　　　11.1.3 生态城市典型案例确定

　　11.2 中新天津国际生态城&mdash;&mdash;集约紧凑型生态城市

　　　　11.2.1 基本介绍

　　　　11.2.2 建设特色

　　　　11.2.3 建设进展

　　　　11.2.4 指标体系

　　　　11.2.5 总体规划



　　11.3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mdash;&mdash;明日生态之城

　　　　11.3.1 基本介绍

　　　　11.3.2 建设特色

　　　　11.3.3 建设进展

　　　　11.3.4 指标体系

　　　　11.3.5 总体规划

　　11.4 德州市&mdash;&mdash;历史与现代的太阳生态之城

　　　　11.4.1 基本介绍

　　　　11.4.2 建设特色

　　　　11.4.3 建设进展

　　　　11.4.4 投资前景

　　　　11.4.5 总体规划

　　11.5 保定市&mdash;&mdash;低碳之城

　　　　11.5.1 基本介绍

　　　　11.5.2 建设特色

　　　　11.5.3 建设进展

　　　　11.5.4 政策导向

　　　　11.5.5 发展规划

　　11.6 吐鲁番市示范区&mdash;&mdash;西部生态旅游城

　　　　11.6.1 基本介绍

　　　　11.6.2 建设特色

　　　　11.6.3 建设进展

　　　　11.6.4 投资前景

　　　　11.6.5 总体规划

　　11.7 东莞市&mdash;&mdash;宜居的生态城市

　　　　11.7.1 基本介绍

　　　　11.7.2 建设特色

　　　　11.7.3 建设进展

　　　　11.7.4 投资前景

　　　　11.7.5 总体规划

　　11.8 其他生态城市典型案例简述

　　　　11.8.1 门头沟&ldquo;中芬生态谷&rdquo;&mdash;&mdash;数字低碳生态城



　　　　11.8.2 淮南市&mdash;&mdash;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生态城市

　　　　11.8.3 安吉县&mdash;&mdash;生态立县

　　　　11.8.4 呈贡新城&mdash;&mdash;低碳经济示范区

　　　　11.8.5 无锡太湖新城&mdash;&mdash;生态型湖湾城市

　　　　11.8.6 合肥滨湖新区&mdash;&mdash;湖城共生的绿色生态城市 

第十二章 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研究分析

 　　12.1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原则

　　　　12.1.1 社会生态原则

　　　　12.1.2 经济生态原则

　　　　12.1.3 自然生态原则

　　12.2 城市生态系统的评价

　　　　12.2.1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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