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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

朱乾隆袁 刘鹏凌袁 栾敬东袁 杨乃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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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交互耦合关系袁 评价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对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尧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以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渊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
市群冤为研究对象袁 利用加权 TOPSIS模型分别评价 2007原2016年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综合评分袁
在此基础上袁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者耦合协调度及演变遥 结果发现院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城市土地集约
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均呈上升趋势袁 城市群间差别较小曰 二者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基本协调转变袁
整体达到基本协调水平袁 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尧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尧 京津冀
城市群尧 长江中游城市群尧 成渝城市群遥 可见袁 进一步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尧 深化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袁 可以促
进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良好协调发展袁 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尧 环境友好型社会遥 图 1表 2参 16
关键词院 城市规划曰 土地集约利用曰 生态文明建设曰 耦合协调曰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院 TU984.2曰 S7鄄05 文献标志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2095鄄0756渊2019冤05鄄0999鄄07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ZHU Qianlong, LIU Pengling, LUAN Jingdong, YANG Naiqi
渊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nhui, China冤

Abstract: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鄄
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urban land use effi鄄
ciency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king China爷s five national鄄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including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eijing鄄Tianjin鄄Hebei Ur鄄
ban Agglomeration, Yangtze River Middle R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hengdu鄄Chongqing Urban Ag鄄
glomeration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weighted TOPSIS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2007 to 2016.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coupling coor鄄
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evolu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national鄄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had been on the rise from 2007 to 2016,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urban agglomerations
were small;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hanged from moderate disorder to basic coordination, and reached an overall coordination level. The averag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ere ranked as follows: Pearl River Delta ＞ Yangtze
River Delta ＞ Beijing鄄Tianjin鄄Hebei ＞ Yangtze River Middle Reaches ＞ Chengdu鄄Chongqing.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land resources and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urban eco鄄
logical environment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ource鄄saving and environment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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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袁 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外延式扩张袁 导致了城市土地利用
结构不合理尧 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尧 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遥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袁 应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袁 通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袁 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袁 提高土地资源利
用效率遥 同时袁 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当前一系列生态环节问题的重要举措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
设协调发展对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袁 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潜力袁 建设资源节约型尧 环境友好型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遥 因此袁 对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十分必要遥 已有研究成果多围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
化咱1原2暂尧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咱3原4暂耦合关系的时空比较袁 并主要涉及单个城市尧 省域尧 城市群袁 而对土地集
约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研究袁 仅围绕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咱5暂以及土地利用的经济与生态效益咱6暂遥
综合来看袁 围绕城市化尧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袁 充分探究了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经济尧 社
会尧 生态效益变化袁 并从生态视角对城市化进行深刻的研究遥 但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耦
合关系的研究较少袁 研究区域仅涉及单一城市或省域间的比较袁 对城市群的研究不多遥 而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袁 城市群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研究的重点遥 本研究以五大国家级城市群
渊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冤为例袁 借助加权 TOPSIS模型测算系统综
合评分袁 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着重分析城市群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关系袁 以
期从二者耦合协调角度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思路遥
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机制

耦合是指 2个或 2个以上的系统或者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遥 目前袁 在
城市化尧 工业化尧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研究较为广泛遥 而从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过程来看袁 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密切的交互关系袁 呈现相互促进尧 相互制约尧 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尧
动态耦合关系遥 土地集约利用主要通过投资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改良袁 提高城市土地的投入产出比袁 提
高土地经济利用水平遥 生态文明建设旨在推进绿色发展尧 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袁 在土地利用方面离不开
对国土空间格局的优化遥 从城市用地角度来看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总体追求是实现城
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遥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强的交互耦合关系遥 一方面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

设相互促进袁 相互推动遥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越高袁 城市建筑容积率会上升且建筑密度降低袁 在减少建设
用地占地面积的同时袁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袁 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空间和经济支撑咱7暂曰 而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越高袁 区域的生态环境更好袁 一定程度上促进土地增值潜力的提高袁 促进城市资本集聚增长袁 吸引
人力资源袁 进而扩大土地的需求袁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因此提高遥 另一方面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
设相互胁迫袁 相互制约遥 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袁 若一味强调土地集约利用袁 则会出现土地过度利用袁 城
市建筑密集导致人口拥挤尧 交通拥堵尧 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曰 若只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袁 也将出现资源低
效利用尧 土地投入产出不协调等问题遥 因此袁 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袁 对促
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尧 社会尧 生态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综上所述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 2个系统的耦合主要体现为系统之间和要素之间的和谐袁

两者耦合协调的最优发展状态表现为院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情况下袁 城市土地资源的高效可持续
利用袁 实现经济建设尧 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袁 达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尧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尧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和谐状态遥
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2.1.1 指标选取 已有研究中袁 学者多从土地投入尧 产出尧 生态和可持续利用等角度咱8原9暂构建土地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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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袁 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围绕生态资源尧 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咱10原11暂遥
本研究基于系统性尧 全面性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袁 以区域为载体袁 分别从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
建设 2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遥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从土地投入水平尧 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率 3
个层面进行袁 选取人口密度尧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 12个评价指标袁 涉及人口尧 经济尧 环境等对城市
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遥 此外袁 利用人均水资源总量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 12个指标从生态文明状态尧
生态文明压力和生态文明治理角度评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水平渊表 1冤遥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值法中的层次分析法渊AHP冤尧 德尔菲法尧 模糊综合评判法等袁 客

观赋值法主要包括熵权法尧 变异系数法尧 CRITIC法等遥 为减少指标权重确定中决策者主观随意性导致
的权重误差袁 本研究使用熵权法尧 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分别计算权重袁 在此基础上计算各指标综合
权重遥 由表 1可知院 系统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的综合权重均在 0.500左右袁 可见二者
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贡献相近袁 准则层的权重分布则较为均衡遥
2.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08原2017年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曳叶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曳叶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曳叶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曳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曳等袁 并以安徽尧 江苏尧 浙江等 13个省尧 直辖市以
及各地级市的叶统计年鉴曳和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曳等作为补充遥 此外袁 利用国内生产总值
渊GDP冤平减指数尧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渊CPI冤和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袁 对 2007原2016年的 GDP尧 固定资
产投资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算成以 2006年为基期的实际值遥 对部分缺失数据袁 利用等比法尧
移动平均法和相似城市近似替代法进行补充遥

表 1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性质

指标权重 综合

权重熵权法 变异系数法 AHP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与生态文明建设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

土地集约利用

土地投入水平

人口密度 + 0.037 0.011 0.008 0.018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 0.045 0.071 0.012 0.042
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数 + 0.049 0.109 0.028 0.062

土地利用程度

人均公共设施用地面积 + 0.059 0.061 0.040 0.053
人均道路面积 + 0.036 0.031 0.014 0.027

土地利用效率

城镇化率 + 0.039 0.013 0.022 0.025
二三产业增加值建设用地占用 + 0.054 0.057 0.149 0.087
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19 0.013 0.029 0.021
地均 GDP + 0.040 0.051 0.051 0.047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要素

人均水资源总量 + 0.034 0.044 0.016 0.03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0.028 0.021 0.006 0.018

生态文明压力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原 0.032 0.089 0.011 0.044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原 0.086 0.065 0.013 0.055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原 0.050 0.032 0.020 0.034
单位 GDP能耗 原 0.029 0.077 0.037 0.048

生态文明治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39 0.003 0.027 0.023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 0.023 0.026 0.039 0.029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0.026 0.006 0.120 0.051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例 + 0.072 0.038 0.132 0.081

建成区比例 + 0.037 0.011 0.004 0.018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0.041 0.033 0.075 0.05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50 0.078 0.067 0.065

空气质量优良率 + 0.037 0.024 0.030 0.030

单位 GDP电耗 原 0.038 0.035 0.049 0.041

说明院 野原冶 和 野垣冶 分别表示指标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

朱乾隆等院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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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加权 TOPSIS模型 评价模型中袁 常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尧 灰色关联度模型尧 模糊隶属模型尧 综合
指数法等咱12原14暂遥 本研究利用加权 TOPSIS模型分别计算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和
成渝五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评分遥 鉴于各指标单位尧 性质和涉及领域的差异袁
首先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遥

正向指标院 Y ij=渊xij-xijmin冤/渊xijmax-xijmin冤曰 渊1冤
负向指标院 Y ij=渊xijmax-xij冤/渊xijmax-xijmin冤遥 渊2冤

式渊1冤和式渊2冤中院 Y ij表示原始数据 xij规范化后的值曰 xij表示第 i年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曰 xijmax和 xijmin分
别表示原始数据中各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遥 其次袁 计算各指标距离正负理想解的加权距离遥

Sj
+=

m

j = 1
移 wj渊Y ij-Y ij

+冤蓘 蓡 2 渊i=1,2,噎,n袁 j=1,2,噎,m冤曰 渊3冤

Sj
-=

m

j = 1
移 wj渊Y ij-Y ij

-冤蓘 蓡 2 渊i=1,2,噎,n袁 j=1,2,噎,m冤遥 渊4冤
式渊3冤和式渊4冤中院 Sj

+为指标 j 距离评价指标正理想解 Y ij
+的加权距离曰 Sj

-为指标 j 距离评价指标负理想解
Y ij

-的加权距离曰 wj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曰 n为评价年份数曰 m为评价指标数遥 最后袁 测算各城市群评价
结果与最优方案的贴近程度遥

Tj=Sj
-/渊Sj

++Sj
-冤遥 渊5冤

式渊5冤中院 Tj为各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得分袁 分别用 f渊x冤和 g渊x冤表示遥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主要用于描述 2个及 2个以上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关系袁 通过分
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机理袁 可以确定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尧 相互促进的耦合关
系遥 鉴于此袁 本研究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遥

C= 咱f渊x冤g渊x冤暂/咱f渊x冤+g渊x冤暂2嗓 瑟 1/2曰 渊6冤
T=琢f渊x冤+茁g渊x冤曰 渊7冤

D= CT姨 遥 渊8冤
式渊6冤~渊8冤中院 C为系统耦合度袁 0臆C臆1袁 C越大则表示系统耦合度越好曰 T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综合协调指数袁 反映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整体协同的效应或贡献曰 D为土地集约
利用子系统与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协调度袁 0臆D臆1袁 D越大表示系统耦合协调效果越好曰 f渊x冤和 g渊x冤
分别表示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曰 琢和 茁表示待定系数袁 用于表示土地集
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程度袁 琢+茁=1袁 综合已有研究和相关政策咱5暂袁 选取 琢=茁=
0.5遥
2.2.3 相对发展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评价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 2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
水平遥 此外袁 本研究利用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相对发展度渊Ei冤袁 通过比较 Ei大小袁 进一步探究制约 2个
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遥

Ei越f渊x冤/g渊x冤遥 渊9冤
2.2.4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 综合已有研究咱15原16暂袁 将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类
型进行划分遥 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分为严重失调发展尧 中度失调发展等 5个类型袁 并参考相对发展度 Ei

大小袁 判断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的耦合协调状态渊表 2冤遥
3 实证分析

3.1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分均呈上升趋势袁 可见在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导
下袁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正稳步提高渊图 1A冤遥 近年来袁 上海尧 天津尧 重庆尧 安徽尧 江苏尧 浙江尧 江
西尧 广东尧 湖北尧 湖南尧 河北尧 成都等省渊市冤皆出台了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和规划袁 严格控制城市
建设用地规模袁 促进存量建设用地优化利用遥 部分地区将单位 GDP建设用地下降率尧 单位 GDP和固定
资产新增用地消耗率等纳入节约集约用地和城市发展水平评价中袁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大幅提高遥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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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
Table 2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发展类型 相对发展度 Ei 耦合协调状态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严重失调发展

0臆D＜0.3 严重失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严重失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严重失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中度失调发展

0.3臆D＜0.4 中度失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中度失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中度失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低度失调发展

0.4臆D＜0.5 低度失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低度失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低度失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基本协调发展

0.5臆D＜0.6 基本协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基本协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基本协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0.6臆D＜0.7 初级协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初级协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0.7臆D＜0.8 中级协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中级协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Ei＜0.9 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良好协调发展

0.8臆D臆1.0 良好协调发展 0.9臆Ei臆1.1 两者同步良好协调发展

1.1＜Ei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良好协调发展

五大城市群 2007原2016 年土地集约
利用综合评分均值来看袁 珠江三角
洲城市群高于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袁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相
对较低遥 通过指标对比发现袁 珠江
三角洲尧 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城镇化率尧 二三产业增加值建设
用地占用尧 地均 GDP和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等较高遥
由图 1B可知院 2007原2016年五

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均

处上升阶段袁 2016年达各城市群最
高值遥 其中袁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生
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最高袁 2007原
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均值
为 0.527曰 京津冀尧 长江三角洲尧 长
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评分差异较小遥 2012年起各城
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增速出

现差异院 珠江三角洲和成渝城市群
依旧保持平稳增速曰 长江中游城市
群增长趋势放缓袁 逐渐低于京津冀
城市群曰 京津冀尧 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生态环境综合评分呈较快增长趋势袁 2012原2016年增幅分别为 60.78%和 48.90%遥 近年来袁 各省市通
过构筑生态屏障尧 保护生态系统尧 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尧 改善生态环境监管等多个角度袁 提高地区生态文
明建设水平袁 保护生态环境遥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袁 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袁 导
致水资源严重短缺袁 大气污染严重袁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遥 随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袁 在京津冀城市群大幅
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袁 使得生态环境得以改善遥
3.2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从耦合协调类型来看袁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整体由中
度失调向低度失调尧 基本协调转变袁 表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袁 土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与生态文明建设子系
统皆不断优化袁 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遥 2007原2009年袁 长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耦合协调度

朱乾隆等院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

图 1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渊A冤和生态文明建设渊B冤综合评分
Figure 1 Comprehensive score of land intensive use渊A冤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渊B冤 in five 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7 to 2016

A. 土地集约利用 B. 生态文明建设

年份 年份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京津冀 长江中游 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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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376袁 0.385和 0.376袁 处于中度失调水平曰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
高袁 且珠江三角洲耦合协调度均值为 0.413袁 已达低度失调水平遥 2010原2013年袁 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由低度失调向基本协调转变袁 而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耦合度仍为低度协调遥
2014原2016年袁 五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均达基本协调水平袁 各城市群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尧
长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尧 成渝遥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袁 2016年耦合协调度为 0.605袁 达到
初级协调水平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状态较好遥 2007原2016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耦合
协调度变化较大院 经历中度失调要低度失调要基本协调要初级协调 4个阶段袁 其中袁 2007原2010年珠江
三角洲城市化水平较高袁 城市常住人口激增加剧了建设用地扩张袁 城市土地利用仍处于粗放状态袁 导致
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曰 2011年起袁 随着土地利用方式不断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袁 珠江三角洲城
市群耦合协调度向初级协调转变遥
通过比较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发展程度袁 进一步探究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

素遥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发展度整体由一方滞后趋于两者同步发
展遥 其中袁 2007原2012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滞后袁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处于失
调状态袁 原因在于该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袁 城市化进程加快袁 对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
高袁 但多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袁 单位 GDP能耗较高和工业废气尧 废水排放严重制约了生态安全水平遥
相比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袁 2007原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较为滞后袁 生态环境问
题突出尧 生态系统脆弱成为约束其发展的主要因素遥 近年来袁 随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袁 污染治理及
环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袁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袁 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愈发同步遥 而
2007原2011年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滞后袁 城市土地利用为外延式无序扩张袁
缺乏对城市内部土地的深层次开发遥
4 结论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交互耦合关系袁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有效评价两者
的协调发展水平遥 从贡献因子来看袁 土地利用效率尧 生态文明压力和生态文明治理对两者协调发展影响
较大遥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均呈上升趋势袁 表明在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袁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渐提高遥 综合评分均值表明院 珠江三角洲尧 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高于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遥 2007原2016年五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
合协调度整体由中度失调向基本协调转变袁 整体处于基本协调水平袁 耦合协调度均值从小到大依次为珠
江三角洲尧 长江三角洲尧 京津冀尧 长江中游尧 成渝遥 长江三角洲尧 珠江三角洲尧 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
分别由生态文明建设滞后或土地集约利用滞后转化为二者同步发展曰 京津冀城市群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
依旧相对滞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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