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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连云港市作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首批试点城市,积极探索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路径。我市战
略环评实施以来,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战略环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影响了战略环评的成效。本文在分析研究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战略环评
实施成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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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cities for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ianyungang actively
explor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under the new normal.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city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hich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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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为首个开展战略环评的地级市并

评的地级市并逐步落实战略环评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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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交汇点,经

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原则,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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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战略环境评价成果转化应用,明确

进了地方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

面临海陆空间发展有限、大气和水环境

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持续发展。但战略环评的执行过程中,

容量不足、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等多重

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实行

还面临机制不完善、协调联动不紧密、

制约,导致我市环境保护压力骤增,生态

建设项目差异化的环境管控要求。

环评意识不够强等方面的问题,对战略

环境承载能力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制约

环评的实施效果造成一定影响。本文全

逐渐显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2 战略环评实施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面梳理了连云港市战略环评实施实施情

护之间矛盾突出。

2.1优化生态空间布局,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

况及取得的成效,提出了战略环评实施

为积极探索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路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战略环

径,提高环境保护参与宏观决策的科学

一是有效保护生态空间。划定了远

评实施的对策及建议,以期提升连云港

性、针对性,促进地方经济与资源环境的

期生态红线保护范围目标,2030年,全市

市战略环评的实施成效,更好地推动连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市积极探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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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海域由原来的

一是制定全市化工产业负面清单。

展过程中,仅仅把战略环评作为一项参

841.85平方公里调增至2058.09平方公

出台《基于空间控制单元的环境准入制

考,没有作为一项制度去严格执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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