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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全新的国土空间体系,是我国的重大策略。但是长期不合理的国土开发利用项目,导致目前
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着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系统逐渐退化、资源环境严重超载的问题。因此本文
结合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自然资源部门职能的调整以及生态修复问题,浅谈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
生态修复的主要内容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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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Xuanyi Wang
Xi'an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It is a major strategy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brand new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However, due to the
long-term unreasonable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rojects, many cities in China are currently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over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gradual degradation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serious
overload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adjus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department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strategies of urb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and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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