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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ctually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acting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ccompanied by urban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intens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system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ve been changed and produced some 

problems which can’t be reconciled by itself. In this paper, the region of Northeast China is 

chosen as a case study, which is very typical in human-land interaction. Starting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fi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intensity and the ways that  the various 

stages of urbanization acting on th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aper point out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nd make a view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types of 

problem have evolved one by one, which is original usurp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valid 

destruction, market-driven,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conclusion, the particularity and replacement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Northeast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wa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complying with intrinsic mechanism. 

Keywords  Urbanization Proces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 types; Occurrence 

Mechanism; Northeast China 

摘  要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及其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的不断加深，资源环境系统发生改

变，并产生资源环境系统自身无法调和的问题。本文以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东北地区

的整个城市化进程入手，依据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将东北地区城市化划分为 5 个特征明

显的阶段。根据城市化各阶段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及方式的不同，指出相应的资源环境问

题类型，并且认为资源环境问题的类型随着城市化进程遵循着原始侵夺型-国家开发型-无

效破坏型-市场主导型-资源约束型的演变规律。东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类型的特殊性和更

替性同其自身资源环境系统的特点及区域开发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

有内在的发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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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的发展有赖于资源环境保障，城市化发展的整

个过程实际就是城市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

境的作用方式和力度不断转变和演化，两者之间的问题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在

城市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需要以消耗大量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来保证

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城市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上升，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集

中爆发，这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方创琳，2009；翟金良、何岩、邓伟，

2003）。同时，城市化发展的不同形式也使得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更加复杂多变，解决难

度加大（诸大建，2011）。因此，对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之间问题的解决不应是“出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简单线性思维，应该具有防患意识，通过寻找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

的规律，研究资源环境问题发生类型和机理，建立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

（翟金良，2007）。 

中国东北作为开发历史较晚且资源丰富的地区，具有东、中、西三大自然环境区域，

拥有沿海——沿边——内陆的区位系统，城市网络发育相对成熟，经济发展水平梯次明

显，城市类型结构多样，城市化的演变过程阶段明显，并且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具有

阶段性，这些区域特征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乃至整个世界人口、资源和环境结合最为密切

的区域之一（谢辉、程晓凌、张雷等，2006）。同时，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恰恰从近现代开

始，在发展的初期就受到工业化的深刻影响，工业化、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更为

激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我国其它地区的特征和问题。因此，将东北地区作

为典型区域进行城市化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晰的得出两者的相互作用规律，

从而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 

 

2  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 

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总体来看符合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规律，但是东北地区城

市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却同我国其它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别，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城

市化发展规律。从整个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来看，根据时代背景和发展特点的不

同，可以划分为 5 个阶段，分别为入侵时期的快速起步阶段、国家战略下的快速发展阶

段、政治动乱期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兴发展阶段以及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相

对缓慢发展阶段（卢守亭，2010），各个阶段的城市化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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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北地区不同阶段的城市化率 

 1875-1949 1950-1957 1958-1978 1979-1990 1991-2009 

期末城市化率 21.43% 34.48% 
1958-1965 1966-1978 

47.44% 53.01% 
38.57% 35.41% 

城市化年均增长率 0.21 1.63 0.58 -0.26 1.09 0.29 

 

2.1  入侵时期的快速起步阶段（1840-1949） 

东北地区在清末以前实行着严格的“封禁”政策，人口以游牧民族为主，数量少，区

域发展原始并落后。但是随着清朝国力的衰竭，东北地区逐步“释禁”，开始了大规模的

区域开发活动，特别是外国势力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时期的侵略式发展（李琛、谢

辉，2006），促使东北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并且奠定了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发展基础，

出现了如鞍山、 抚顺、 沈阳、长春、哈尔滨、本溪、齐齐哈尔等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近代

城市，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的历史城市。到解放前期，东北地区城市化率达到

21.4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0.8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当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2.2  国家战略下的快速发展阶段（1950-1957）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57 年，成为东北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 1953-

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 154 个项目，有 54 项布局在东北，东北

地区投资额所占比重高达 37.3%。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东北地区工业化进程快速发

展，奠定了东北地区重化工业基地的地位。同时工业化极大的带动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城市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城市化率由 1949 年的 21.43%提高到 1957 年的

34.48%，年均增长率达到 1.68%。 

 

2.3  政治动乱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8） 

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政治的不稳定，造成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和后退，城市化发展受政

治因素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不稳定的曲折发展态势。1958-1965 期间，城市化发展呈现出

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特点，这主要是 1958-1960 年的 “大跃进”造成了城市化的超常发

展，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又导致人口的反城市化，城市化先升后降，城市化发展波动剧

烈。1966-1976 为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建设被政治斗争所取

代，导致我国绝大部分建设事业的停滞不前，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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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到严重影响，并出现后退停滞现象。特别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广

大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及“三线”建设政策对城市化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城市

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城市化率降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东北的城市化率呈现出曲折发展

的特点，但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城市化的整体发展速度，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2.4  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兴发展阶段（1979-1990）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东北地区依靠良好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再次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 1983 年国务院为适应城

乡经济发展的需求，适当的放宽建制镇的标准，使新建市镇的数量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城

镇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出现了在经济结构未有突破情况下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乡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和数量，出现了第一批农村人口进城

务工潮。总而言之，以上诸多要素共同促使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进入新的增长期，同时这

一阶段东北地区仍然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地区。 

 

2.5  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相对缓慢发展阶段（1991-今）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经济发展，我国其它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快速的完成了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任务，经济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而东北地区作为我

国计划经济最为彻底的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重

重困难，经济改革和发展步履维艰，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开始逐步减慢，并且逐步低于全国

城市化平均增长速度。比如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的 10 年间，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京津冀地区提高 7 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提高 20 个百分点左

右，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到 5 个百分点；并且在 2000 年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总体

水平也已经开始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到目前为止，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没有

恢复到以往的水平，仍然处于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王晓峰，2008）。 

 

3  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问题的类型及演变过程 

尽管东北地区在整个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当中都对资源环境进行着快速的消耗，但是城

市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各城市化发展阶段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却不尽相同，导致在城市化

发展的各阶段资源环境问题的诱因和表现形式也不同。从而伴随着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

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类型也逐步演变，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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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川、方创琳，2003）。从东北地区整个城市化进程来看，根据资源环境问题不同的

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 5 类，即原始侵夺型、国家开发型、无效破坏型、市场主导型和约束

型（谷树忠、曹小奇、张亮等，2011）（见图 1），五类资源环境问题随着东北地区城市

化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进行演变，同时也对东北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反作用。 

 

图 1  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类型演变 

 

3.1  原始侵入型 

     东北地区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早期移民和外国侵略势力在近乎原始的自然环境之

中，不计后果的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掠夺式开采，破坏原始环境，进而在建设新城镇过程中

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它是人类扰动自然环境产生的最为直接的问题。这类资源环境问题

的产生标志着原始自然环境向人工自然环境的转变，同时它是对自然环境本身影响力度最

大的一类问题，包括原始物种的灭绝，湿地、河湖消失等生态问题。但是，这类问题对城

市化的影响强度却十分有限，因为在资源环境破坏的初始时期，资源环境破坏量还没有超

过资源环境本身的承载力，问题的影响程度只处在对资源环境本身的影响阶段，不足以构

成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但却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也成为日后众多资源环境问题爆发的根

源。 

 

3.2  国家开发型 

     以国家行为为主导的工业项目建设与资源大规模开采，以获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为目的，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环境时所产生的资源环境破坏问题。在国家严格计划部署

之下，举全国之力进行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快速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初期就以最大限度利用为准则，进行矿山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开采、森林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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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不对资源进行分类和集约处理。这样一方面造成资源本身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对资

源产区的环境造成极大破坏，部分开采强度大的地区出现滑坡、地面塌陷、水土流失等灾

害问题，开采强度小的区域虽然暂时没有出现重大资源环境问题，但是问题却日益积累，

逐步出现，并成为当今问题的根源。 

 

3.3  无效破坏型 

     在错误的政治纲领指导下，经济发展违反一般规律，造成的资源本身的巨大浪费和环

境无端恶化，但是却没有获得经济和城镇化的实际发展，相反却出现一定的倒退，因此这

时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一种无效破坏。尤其是许多问题的出现违反基本科学常识，比如农业

学大寨和大炼钢铁等行为，形成的危害却比一般问题更大。政治口号或政治方针高于一切

的时代，资源环境问题被视而不见。草场退化、河流断流等生态环境问题发生，彻底改变

了原有的生态环境系统，并造成永远不可恢复的结果。 

 

3.4  市场主导型 

市场经济制度下，供需原则成为资源环境开发的主要准则，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开始

以市场为主导。市场上需求量大的资源，就会进行更大的投入，开发强度也会增大，反之

亦然。但是，总体来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更加高效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极大的促进了经济

的整体快速发展，因而整个资源环境的损耗速度也大大加快，大量资源环境问题集中爆

发，尤其是工业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等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许多城市进入重度

污染状态，产生对城市化的遏制作用，并迫使城市发展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治理。 

 

3.5  资源约束型 

资源的日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累积效应对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约束力逐步

增强，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问题集中爆发，迫使城市不得不对其进行治理和改造，资源环

境约束问题成为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的资源输出也逐步转

变为资源的输入，尤其是城市化发展中所需要的主要资源逐步短缺，比如水资源、石油资

源、钢铁资源等。东北地区原先的资源主产地大量的转变成资源枯竭型城市，历史欠账问

题导致资源型城市快速的衰退，面临艰难的转型任务。于是，在各类因素的综合作用之

下，受制于资源约束力的增强，在城市化本应该能够更加快速发展的时刻，东北地区城市

化却出现了相对缓慢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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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北地区资源环境问题发生机理 

 

4.1  资源丰富期时的高强度开发利用 

东北地区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为其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物质

保障，成为东北地区发展的源动力。东北的许多城市都深深印有“资源”的烙印，例如国

家确定的资源型城市共有 118 个，而东北三省就有 30 个，占到了总数的 1/3之多。在东北

地区开发的初期，面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外部环境，开始进行了资源环境的大规模

开发和使用。在这个过程之中，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东北地区资源大量的无约束开发利

用，它们包括解放前的日俄资源掠夺、解放初期东北工业基地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无

偿向国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支持。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直接造成了原有良好环境的严重破

坏，许多不可逆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后续发展的严重阻碍。 

4.1.1  解放前期日俄资源掠夺 

东北地区是我国开发时期较晚的一个地区，从远古一直到清朝的前期都保持着相对稳

定的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系统按照原始的生态环境演变轨迹进行。但是随着清朝统治后期

国力的衰弱，关外长期封禁政策的逐步开放，东北地区的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始逐步被

改变。自清朝后期至新中国成立，沙俄、日本成为我国东北地区资源过度开采的掠夺者，

长期得到保护的原始森林和矿产资源被大量消耗和掠夺。尤其是日本实际占领东北地区的

时间较长，对东北的资源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勘查，进行了长期的掠夺式开采。可以说，原

始或半原始状态的东北地区在开发的初期就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式资源开采是导致东北地区

环境快速恶化的主要原因，成为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钱正英，2007）。 

 
表 2  帝国主义资源掠夺导致的森林覆盖率变化 

 木材占东北地区总量比例 森林覆盖率 

辽宁省 
“九一八”前 35% 35% 

20 世纪 30 年代末 1% 13% 

黑龙江省 
20 世纪初 - 约 70% 

解放前 - 44% 

 

4.1.2  新中国发展初期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对资源环境的快速消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对地区的资源环境影响越来越大。“一五”时期，国家提出重点打造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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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逐步展开。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之下，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

中专毕业生从其他省份迁入东北地区进行经济建设，东北人口快速增长。同时，配合国家

大规模工业化项目建设，东北城市也快速发展，城市数量和规模都急剧增加，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成倍增长。东北地区的森林、湿地和草原等自然风貌逐渐发生不可逆转的破坏。以

哈大铁路沿线的开发为例，各规模城镇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其沿线土地进行了大规模

开发，当时让人们引以为豪的是“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但其结果却是原始生态环

境系统不可逆转的改变，单松嫩草原面积就由 1963 年的 300 万公顷减少到 1978 年的 230

万公顷，并且产草量由每公顷 4500 公斤下降到 3000 公斤左右。草原、森林和湿地面积锐

减，河流断流等生态环境问题给未来造成了极大的生态损失，其结果至今仍然起到破坏性

作用（李辉，2009）。 

4.1.3  无偿向国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支持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物资具有绝对的划拨权利，东北地区虽然建立起发达的

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其经济发展所得到的成就却远远不足其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因为东

北地区在建国初期承担着我国资源基地、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的作用，大量“原字号”

物资（原油、原木和原粮）被无偿运往全国其它省区，满足当地的经济建设活动。在资源

充足的前提之下，大量资源的外运对东北地区本身的影响被忽视，但是随着日后资源的逐

步枯竭，许多前期被忽略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这也是造成目前东北地区许多资源型城市

转型困难的原因之一。 

表 3  东北地区对国家物质及财政的贡献情况 

黑龙江省 煤炭 木材 原油 粮食 上缴财政 

1953-1987 3.06 亿吨 2.69 亿 m³ 7.25 亿吨 6475 万吨 467.3 亿元 

辽宁省 生铁 有色金属 钢材 纯碱 水泥 

1952-1988 6113 万吨 383 万吨 7949 万吨 1178 万吨 5508 万吨 

吉林省一汽 汽车 上缴利税 吉林化工厂 上缴利税 

1956-1987 128 万辆 61.6 亿元 1958-1985 92.4 亿元 

 

4.2  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严重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地区依托良好的资源与环境基础，雄厚的工业基础，开始重新加

快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快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大量新兴城镇的

崛起，并且小城镇成为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方面，城镇人口增长的大部分是小城镇

人口。大城市和小城镇同时进入发展的快速轨道之后，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达到更加高

的程度。土地资源、林地资源和水资源都进入了快速消耗期（韩旭，2010）。在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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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定更加加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相对于文革期间的资源环

境的无效破坏，这一时期的资源环境属于有效破坏，毕竟换取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资源

环境破坏的强度使资源环境本身无法承受与自我消化，开始出现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比

如沈阳市在这段时期空气污染十分严重，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以资源环境

换取城市化增长的代价已经显现。 

 

4.3  市场经济初期的资源相对枯竭 

20 世界 9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成

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区域，城市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而东北地区传统的工业生产方

式不能有效的与市场经济进行融合，导致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城市化相对减缓。传统的

资源型产业是以粗放式的开采和简单加工为主，而这些产业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属于低附

加值产业，虽然消耗资源量大，但是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却比较低，因此东北地区资源环境

的消耗产生了相对被低估的产值。同时，资源的相对枯竭使得东北大量的资源型城市面临

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开始由单一生态问题转向多元的经济社会综

合问题，整治的难度加大，遗留至今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仍然是现今和以后一个重要的

研究课题。可见，东北地区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并没有出现更为快速的经

济发展，反而所出现的原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不适应问题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相对落

后，资源相对枯竭问题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减小，原先被经济快速发展所掩盖的资源

环境问题逐步暴露，同时作用于经济发展，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顿

期。 

 

4.4  区域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 

进入 21 世纪以来，区域发展方式转型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主旋律，要求经济发展要

从以往的粗犷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源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再也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因

此资源环境开始对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

耗要具有一个量度，如果大于这个量度，则将会出现资源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如果小于这

个量度，则会协调发展，因此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成为现今城市化发展首先应该解决的问

题。 

同时，经过 200 多年的资源开采和环境破坏，东北地区各类资源已经面临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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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尤其是矿产资源、水资源、黑土地资源减少十分迅速（见表 4），这说明资源环境

本身的承载能力也在不断的减小。一方面是地区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需求量的不断增

加，另一方面是资源环境自身承载能力的减小，最终的结果将会使得资源环境对于城市化

发展的约束性越来越强，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表 4  2000 年东北资源状况 

 耕地面积（万 hm
2
） 森林面积(万 hm

2
) 水资源(亿 m³) 

能源资源 

（万吨标煤） 

辽宁 4174.8 5617.1 403 34.8 

吉林 5578.4 9197.5 445 233.1 

黑龙江 11773 22730.7 998.4 1878.6 

合计 21526.2 37545.3 1846.4 2146.5 

 

5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解决路径 

 

5.1  建立城市化的资源环境预警机制并规避风险 

合理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同资源环境的供给水平应该呈现协调状态，而城市化过程中的

资源环境效应对水土资源供给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只有处于合理阈值范围之内，才

对城市化不具有负面的影响作用。因此通过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消耗关系和城市化

的资源环境效应评估，找到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合理阈值将至关重要，它一方面关系

到城市化合理发展速度的设定，另一方面也成为判断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否过快的标准，当

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超过这一阈值时，将会对城市化的发展提出预警，避免产生更严重

的问题，同时将更大的城市化带来的资源环境风险及时规避。 

 

5.2  准确介入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演变过程 

在资源环境问题演变的不同阶段中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该选择不同的策略，存在

问题发生前的预防阶段、问题发生中的治理阶段和问题发生后的弥补阶段。问题发生前的

预防阶段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阶段，但是往往由于问题尚未发生，

不能引起足够重视而轻易丧失。一般能够引起重视的阶段是问题发生中的治理和问题发生

后的弥补，但是这两个阶段已经丧失问题最佳解决时机，从而需要耗费更多的财力和物力

来解决，但是也存在介入时机不同而解决效果不同的相互关系。所以，在研究城市化进程

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演变机理的基础上，准确介入资源环境问题的演变过程，通过相关规划

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力图在最佳时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陈爽、刘云霞、彭立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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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尽快完成区域发展方式转型 

区域发展方式转型实际是对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而采取的应对策

略，实际已经错过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解决时机，但是尽快完成区域发展方式转型，仍

然将会对问题的解决及问题发生后的弥补产生积极作用。通过主动设立城市化发展对资源

环境消耗的量度，预设合理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完成区域城市化发展方式的转型，从而避

免资源环境进一步恶化对城市化发展造成的约束，避免城市化发展中的被动性。 

 

6  结语 

城市化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水土资源）短缺及环境恶化已经成为目前约束我国城市化

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但从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实践中证明，城市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促动作用十分巨大，我国仍然有必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破解资源环

境约束城市化的瓶颈，建立城市化发展同资源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长效发展机制尤为关

键。机制的建立首先需要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长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寻找两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理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其演变研究成为机制建

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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