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限建区划定工作中的区域统筹问题探讨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摘  要：通过梳理国内外禁限建区划定工作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区域视角下的重大意义和崭新挑战。

随后，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剖析当前总体规划层面禁限建区划定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析其原因。

最后，从区域层面出发，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技术标准、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禁限建区划定工作的

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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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Planning of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Area——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Circle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planning of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area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new challeng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planning. Taking Wuhan City Circl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lanning 

of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area in the master planning.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planning of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area in four aspects: guiding 

ideology, working methods,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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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增长，土地要素的

对城市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
[1]
，城市空间与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

病和区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2013年 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控制

边界，落实用途管制”的总体部署。2013年 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城市规

划要由扩张型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的总体要求。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将用途管制扩大

到所有自然生态空间，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严禁任意改变用途，防止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



对生态红线的破坏”。由此可见，城乡空间的治理和管控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已成为国家深

化改革、探索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规划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禁建区、限建区为

主要抓手的非建设空间管控体系。根据生态学理论，以城市为单元构建的生态网络往往存在

着不够完整的缺陷，其生态价值不及区域尺度的生态网络
[2]
，近年来的一系列区域生态安全

事件也表明了传统的从单个城市出发的禁限建区划定工作急需提升至区域视角，从而解决当

前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1 禁限建区划定工作的发展历程 

1.1 国外相关研究及实践 

国外关于禁建区、限建区的规划思想起源于 1900 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界定的城

市边界和 1920 年环境学家本顿·麦凯于与保罗·乌尔夫从自然的角度定义的郊区边界
[3]
。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国外城市规划界主要形成了绿带、城市增长边界、绿色基础设施、精

明增长等理论。 

在规划实践中，巴黎和伦敦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规划分隔城乡空间的绿带，但

建设过程较为曲折。193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绿带法案”，试图通过国家购买城区外围农

业用地的方式来保护农村不受城市扩张的侵害，但受限于缺乏资金支持和法律依据的状况，

绿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直到 1947 年英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才为绿带提供了法律

支撑。巴黎的环城绿带规划由于被质疑阻碍了城市合理发展，直到 1987 年才得到地区议会

的批准
[4]
。  

“城市增长边界”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 1958 年的美国莱克星顿规划，后成为“精明增

长”理论的重要政策工具而在各地推广。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在遏制城市蔓延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也受到了不少民众的反对。2004 年俄勒冈州政府选举时，就有不少选民要求修

改州宪法，以补偿因城市增长边界等管理程序导致的私人土地价值下降
[3]
。 

1999 年，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将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确定为社区永续发展的

重要战略之一。此后，美国的许多州政府与土地利用部门都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

专门研究相关问题
[5]
。以美国马里兰州为例，为了减缓城市蔓延和景观碎片化的趋势，构建

区域生态联系网络，其编制了从全州到各县的不同层次的规划图纸和实施策略。北卡罗莱纳

州则将绿色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以求效益最大化。 



1.2 国内相关研究及实践 

在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城乡规划法》颁布前，各地在禁限建区划定工作中的

侧重各不相同，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探索，其中，在总体规划层面的相关内容主要有：基于自

然条件的城市用地评定；在郊区规划中划定禁止建设的绿色空间和控制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

用地
[6]
。例如，重庆在主城内划定了“绿地保护区”；成都、杭州等地开展了非建设用地的

相关研究；北京市在《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 年）》中依据“水、绿、文、地、环”

五大类要素对市域的非建设空间进行识别和评价，划定六大建设限制分区
[7]
。 

2006 年实施的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在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空间管制

的原则和措施”，在总体规划纲要和中心城区规划中提出和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范

围，2008 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要求城市总体规划需要划定“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

地域范围”。从此，禁限建区划定工作成为了总体规划编制的“规定动作”，其规划实践在

空间上从零星探索走向了全面覆盖，在内容上不断深入完善，在规划层次上也开始向分区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延伸。目前，各地的探索主要包括作为总体规划组成部分的 “三

区”、“四线”、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等工作；或针对某一类特定要素或区域编制专门规划，作

为规划体系的重要补充。后者的典型例子有成都“198”地区规划、广州基本生态用地专项

控制性规划、深圳和武汉等地开展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等。 

近年来，随着城市禁限建区划定和城市群规划工作的推进，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开展的禁

限建区划定工作难以解决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区域性生态要素需要更高、更广层面的保护，

相应地，禁限建区划定工作需要向区域尺度进行新的探索。 

 

2 区域禁限建区划定工作中的问题——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武汉城市圈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含武汉、

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共 9 个城市的行政区域范围，总面积

5.8万平方公里。城市圈东北和南侧均为大型山系，分为多个完整的小型流域，最终与长江

连通；城市圈西部的天门、仙桃、潜江是江汉平原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平原水乡特色

明显。总体来看，武汉城市圈东、北、南三面的地理界限较清晰，生态功能丰富，同时也是

湖北省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是进行区域尺度的禁限

建区研究的理想对象。 



 

图 1 武汉城市圈范围示意图 

按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要求，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均已在城市

总体规划中划定了禁限建区，但其编制存在着较大差异。 

2.1 规划编制体系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存在市域和规划区两个层级，其中，鄂州、黄冈、孝

感、仙桃、潜江、黄石、咸宁是两级兼有，天门、武汉仅有市域一级。其中鄂州市在市域范

围内编制的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分了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潜江、黄石、咸宁的市域空间管制规划仅列明需要保护的资源类型，未在图纸中明确划分禁

限建区。 

2.2 编制内容 

2.2.1 空间划分 

目前，我国法定规范中尚未正式定义城市禁限建区，仅建设部在 2005 年的《城市规划

基本术语标准》局部修订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城市禁限建区是在总体规划中划定的禁止安排

城镇开发项目的地区（禁建区）和不宜安排城镇开发项目的地区（限建区）。由于缺少规划

编制的规程和具体划分标准，导致各地的规划内容存在较多差异，缺乏统一整合。 

在禁限建区的要素构成上，可分为共识性要素和特色要素。共识性要素，包括各地普遍

划入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山水周边地区、水源保护区、蓄滞洪区、基本农田、

一般农田等空间要素。特色要素，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实际增设的特色自然要素和特色政策



地区，特色自然要素主要有武汉、潜江、孝感划入的“地下文物埋藏区”，黄石、潜江、孝

感的“地下矿藏分布区”，武汉、孝感的“地面塌陷沉降区”等；特色政策地区主要有武汉

的“生态绿楔”、潜江的“城市楔形绿地”、鄂州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区域”、

黄冈市的“促进内湖水体循环的水系”等。 

另一方面，各城市针对同一概念，存在名称表述及内涵界定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在限

建区中，鄂州划入“耕地”，黄冈划入“以农业为主的包括村庄、农田等地区”，天门划入“大

面积乡村地区”，潜江划入“一般耕地、园地” （见表 1）。 针对“水源保护区”这一概念，

各地还存在着“水源保护地”、“水源地”、“水资源区”等不同的表述（见表 2）。 

对同一要素，各城市的保护尺度和划分标准也有差异。例如，基本农田保护区（见表 1）、

水源保护区（见表 2）、蓄滞洪区（见表 3）在不同的城市分别属于禁建区或限建区。各地对

水域、公路周边的保护范围规定也有差异（见表 4）。 

表 1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对“农田”的表述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武汉 —— 基本农田保护区 

鄂州 基本农田保护区 耕地  

黄冈 - 以农业为主的包括村庄、农田

等地区 

黄石 基本农田保护区 - 

咸宁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田 

孝感 - 基本农田保护区 

天门 基本农田 大面积乡村地区 

仙桃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田保护区 

潜江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耕地、园地 

表 2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对“水源保护区”的表述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武汉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鄂州 水源保护区 - 

黄冈 水资源区 - 

黄石 水源保护区 - 

咸宁 水源地 - 

孝感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天门 水源保护地 - 

仙桃 水源地 - 



潜江 水源保护区 - 

表 3 武汉城市圈部分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对“蓄滞洪区”划分的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武汉 - 蓄滞洪区 

咸宁 分蓄洪区（市域） 蓄滞洪区（规划区） 

孝感 - 一般的蓄滞洪区 

仙桃 分洪区、分洪道等区域防灾

设施 

- 

潜江 城市滞洪区 - 

表 4武汉城市圈部分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对水域、公路周边的保护范围规定的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咸宁 淦河两侧 30-50米 斧头湖 200～500米，淦河、

官埠河 50—100米，区域交

通干道两侧 100～200米 

天门 - 主要河流两岸 100米 

仙桃 - 公路两侧各 50米 

由于以上原因，一些跨市分布的生态要素在不同城市被划入不同的管控区中，或被划定

了不同宽度的保护范围，造成区域空间协调困难。例如，武汉北部山区在武汉市是全部划入

禁建区，而在黄冈市的部分则被划入限建区（见图 2）。梁子湖周边地区在武汉市和黄石市

被划入禁建区，而在鄂州市则被划为限建区。 



 

图 2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总体规划禁限建区拼合图 

2.2.2 管控要求 

各城市对禁建区的管控尺度都很严，一般都禁止与保护功能无关的建设活动。由于限建

区处于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也是矛盾的交织地带，各地方对其赋予政

策弹性也相对较大。从区域尺度进行横向对比时，就会发现各地存在着管控尺度和准入要求

不一致的情况。例如，鄂州、黄冈、黄石、孝感、天门对限建区管控较严，强调“限制”和

“控制”；武汉和潜江则提出要引导建设活动（见表 5）。对于重点项目的准入条件，鄂州和

孝感允许在禁建区中准入，武汉、黄冈、黄石只允许在限建区中准入（见表 6）。 

表 5 武汉城市圈部分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管控尺度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武汉 原则上禁止任何城镇开发建设行为 要科学合理地控制和引导限建区的开发建

设行为 

鄂州 原则上禁止任何与保护功能无关的

建设行为 

不得在限建区内进行非农建设项目开发 

黄冈 禁止一切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活动的 除农村居民点、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



开展 外，禁止其他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活动的开展 

黄石 严格禁止城镇建设及与禁建要素无

关的建设行为 

原则上禁止城镇建设行为 

咸宁 发展和建设活动必须严格进行控制 - 

孝感 原则上禁止任何城市建设行为 建设活动必须以确保自然生态功能的正常

发挥为前提，并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措施 

天门 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各类建设 要严格控制区内建设 

仙桃 无明确表述 无明确表述 

潜江 规划区：禁止安排城镇开发项目 市域：在合理引导下可以适度地、有选择地

进行开发建设和利用；规划区：不宜安排城

镇开发项目 

表 6 武汉城市圈部分城市的禁限建区规划对重点项目的准入要求一览表 

城市 禁建区 限建区 

武汉 - 预留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发展空间 

鄂州 国家和省的重点建设项目可准入 - 

黄冈 - 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可准入 

黄石 -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

建设项目在控制规模、强度的条件下经审查

和论证后方可进行 

孝感 

经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能源、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及风景

区、旅游区功能设施可准入 

- 

2.3 编制深度 

当前的规划编制工作中，普遍应用的技术手段依然是传统的土地适宜性分析，其包括要

素选取和空间分析两个步骤。武汉城市圈大部分城市的禁限建分区侧重于对禁限建要素的选

取和识别，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相对较弱，且存在着模型选取、参数设定等方面的差异。这

导致各地对明确属于禁建区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等要素的保护范围的落实较为全面，

但对一般属于限建区的、具有一定弹性、需要运用专门技术手段进行评价的生态地区的划定

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例如，除孝感明确规定 15~25度坡地属于限建区、武汉市编制了山体保

护规划以外，其他各城市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标准或技术手段进行参照，导致各地对山体的

生态价值的评判、保护范围的划定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各地对同类或跨境的生态要素划分范围不同，保护标准不一，造成

区域性的生态结构没能得到完整地、有效地保护。 



 

3 问题原因探析 

3.1 管理层级局限 

由于城市圈不是独立的行政单元，各生态要素一般分由市级政府进行属地管理，这一体

制不利于保护跨市分布或生态价值特别高的生态要素。在当前的体制下，国家和省一级的规

划管理力量较为有限，对地方政府的重大规划决策和规划实施缺乏十分有效的调控机制和监

督手段，对地方的规划建设行为更多的只是给以技术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制约手段对统筹

区域生态要素的保护、调节各地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等事项的效果较为有限。 

3.2 事权划分不清 

禁建区、限建区普遍位于城市规划区以外，而规划部门的事权历来集中在规划区范围以

内，规划部门对城市规划区以外的用地和建设活动难以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引导。近年来，随

着全社会日益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部门的事权逐渐扩展到全域，但其传

统的抓手“一书两证”偏向于城市建设项目的前置审批，对禁建区内需要严格保护的生态要

素的动态监测和长效保护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规划部门往往就是限建区中发展与保护

的矛盾中的一方，“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导致其难以调解这一矛盾。 

此外，我国完善的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建立，有关禁限建区规划的职能分别由国土、规划、

林业、环保、水利、农业等多个部门承担，部门之间的职能互相交叉，有关法律和标准衔接

不够，甚至相互矛盾，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互相扯皮、多头管理等现象。  

3.3 政策法规滞后 

由于各地政策和法规配套的状况不一致，导致禁限建区规划缺少实施保障，难以实施。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武汉市在总体规划的之外，还编制了《武汉都市发展区 1:2000 基本生

态控制线规划》以及湖泊“三线一路”、山体保护线等专项规划，出台了《武汉市基本生态

控制线管理规定》、《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管理的指导意见》，并以政府令的形式予以

保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划和法规体系。鄂州市也正在编制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除

此之外，其他城市关于禁限建区的政策法规较少，由此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政策和法律

条文过于粗略，缺乏实施细则；缺乏规划编制规程，保护要素难以识别；工作机制未能建立，

工作推进效果不佳。 

 

4 展望 



当前，对城市外围的低成本的非建设用地常常成为城市扩张的首选
[8]
。相对应的，城市

禁限建区划定工作被认为是遏制城市蔓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

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载体
[9]
。未来，禁限建区划定工

作向区域尺度的延伸将成为城乡规划的重点研究领域。目前禁限建区划定工作中暴露出的种

种问题，说明了现有的规划模式急需转型。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4.1 在指导思想上，提倡对禁建区的专业保护和对限建区的合理利用，转变

以往城市建设过程中对禁限建区的消极态度。 

各地的规划实践已经证明，现阶段单纯从生态角度对生态空间体系进行绝对保护无法摆

脱理想化规划的被动地位
[10]

，而屡次被突破的“理想化规划”最终也将伤害到城乡规划的权

威性。规划编制时应正视城市的空间需求，对待禁限建区，不应绝对地禁止开发，而是应该

区分其生态价值，针对性地设立一套项目准入的程序和标准，引导城市开发行为，满足人民

群众对生态空间的合理需求。 

4.2 在工作方法上，省市联动、城际合作、多规合一、学科融合。 

由于禁限建区涉及不同的地方政府和多个管理部门，在规划编制时需要积极对接多个管

理主体的诉求。省市政府应清晰划分事权，共同保障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禁限建区的划定应

该以生态功能为首要考虑因素，这方面是传统城市规划涉及较少的领域，因而需要积极引入

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技术手段。 

4.3 在技术操作层面，建议由省政府牵头，统一相关标准和要求。 

在基础数据层面，各地需统一数据精度和广度、分析手段、成果要求等；在空间划分和

管控标准上，各地需充分协调，使跨市域的生态要素得到同等标准的保护，共同保障区域生

态结构的完整性。 

4.4 在规划实施监控和保障措施方面，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政策保障机

制。 

在区域层面，需要搭建基于统一坐标系统的禁限建区空间管控信息平台，形成禁限建空

间管控一张图，服务于区域层面的重大规划编制审批与实施管理。需建立规划审查、反馈、

监督机制，出台相应政策和法规，保障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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