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可持续发展已经从理念、理论的探讨转变为指导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和实践。2015 年，

联合国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未来 15 年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国
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通过发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
施方案、评估报告等措施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 年 4 月中国发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同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别方案》，12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的通知》。这一
系列响应措施展现了中国推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意愿和积极行动。

建设包容、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全球城

市共同的发展主题。深圳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香港接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也是中国
政府支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中国高新技术、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

意文化等多个领域占有重要地位。2018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以“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深圳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引下，制定印发了《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和《深圳市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 年）》，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通过实施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健康深圳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大工程”，健全创新服务

支撑和多元人才支撑“两大体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

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下简称“SDGs”）本地化积累
实践经验，并向国际社会分享超大型城市落实 SDGs 的经验和措施。

科学评估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不仅是对已经取得的成效、经验进行回顾，更是发现问题，寻求

科学解决方案的途径。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系列评估报告，《深圳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中国首个城

市层面的评估报告，本报告基于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5P 理念，即 People（人类）、Prosperity（繁

荣）、Planet（地球）、Peace（和平）、Partnership（伙伴关系），提出了能够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
适用于中国城市 SDGs 实施进展的定量评估方法，构建了具有全面性、普适性、前瞻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该体系覆盖了 SDGs 的全部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评估指标 115 个，其中可量化指标 52 个。针对

可量化指标，分别开展了相对于 2000 年基线值实施进展的定量评估和相对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施差距的定量评估，并针对所有指标的实施进展进行了综合评估。主要结论如下：

1. 深圳市落实 SDGs 总体进展良好，相对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完成度为 91.53%，高于预

期水平。基于 5P 理念，其中“地球”相关指标已经完成 100%，“人类”、“繁荣”、“和平”、“伙
伴关系”相关指标分别完成 79.12%、84.73%、99.43%、94.34%。

2. 深圳市在 52 个可量化的指标中，已经有 28 个指标提前实现 2030 年目标，如“国家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比例”、“孕产妇死亡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单位 GDP 能耗等”，但在市政服务方面，
由于人口增速较快，深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实现 2030 年目标虽然进展良好，但相对较慢。

3. 深圳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远高于亚太区平均水平，体现了深圳市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引领性和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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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摘要：本章介绍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形成背景，梳理了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框架及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特征：（1）关注问题由发展问题演变为可持续

发展问题；（2）覆盖领域由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 8 个领域增加至到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领域；（3）参与主体从发展中国家拓展到所有国家。
另外，本章还讨论了落实 SDGs 目标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克服 SDGs 指标的碎

片化问题；寻找综合性指标反映议题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问题；开发适合于评估
地方政府及非国家行为体实施 SDGs 的评估方法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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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DGs 的形成及主要目标
1.1.1《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形成背景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顺应时代变迁、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人类对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

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寂静的春天》，1972 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

人类环境大会，环境问题被正式纳入国际发展议程。在此后 40 多年的漫长探索中，全球可持续发展已经从单纯的理念转变
为指导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和实践。2015 年，联合国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绘制出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蓝图、路径和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已经悄然转变为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

•
•

第 16 项目标涉及制度建设，为社会公正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 17 项目标涉及执行手段和伙伴关系，意在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各项目标的落实。

相比千年发展目标（MDGs），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指标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拓展。对 MDGs 和

SDGs 体系进行了比较与解读，可以看出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变化。第一，尽管两者均强调消除贫困，但前者多针
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而后者则关注所有国家发展权益的保障和发展能力的提升；第二，两者均重视全球环境安全，但

前者较为宽泛，后者则较为具体明确地指向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享资源，大气、海洋和生物多样性；第三，两者均涉
及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手段，但前者注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性，后者更注重南北双向互动、各方的主观能动性

和责任担当；第四，发展权益的提升和维护需要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保障，尤其是水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而这一点，

在 MDGs 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第五，MDGs 中很少涉及发展权益和可持续力保障和提升的驱动力，包括经济增长、就业、
工业化、城市化、生产、消费和分配等，而 SDGs 中得到系统体现。

2010 年 联 合 国 大 会 授 权 启 动 了 后 千 年 发 展 目 标（Post-MDG） 和 2015 年 后 发 展 议 程（Post 2015 Development

Agenda）的咨询和讨论。2012 年“里约 +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决定建立开放工作组（Open Working Group,

千年目标 (MDGs，2001-2015)

OWG）就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展开谈判，后千年目标的咨询和讨论与之合并推进。
经过近 3 年的准备，2015 年 9 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通过了成果文件《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1. 消除全球范围所有形式的贫困；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 年 1 月 1 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是一部指导未来 15 年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掀开新的篇章。

成果文件包含序言、宣言，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执行手段和全球伙伴关系，跟踪和审查几个部分。序言中明

确提出了人类（People）、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以及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 5P 愿景，
代表全世界表达了消除贫困饥饿、阻止地球退化、共享繁荣生活、创建和平公正包容社会，以及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以

1.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人类

（People）

确保实现“一个都不落下”的决心。宣言部分重申了共同原则和承诺，概述了新议程制定和实施的基本考虑。

1.1.2 SDGs17 个目标，169 个指标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16-2030)

2. 普及小学教育；

3.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5. 改善产妇保健；
6. 对抗艾滋病病毒

2. 针对所有人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充足营养，促
进可持续农业；

3. 针对所有人在各年龄段都享有健康生活；

4. 针对所有人提供公平、全面的素质教育以及终生学习
的机会；

5. 在任何地方实现性别平等，赋予妇女和女性权利；
6. 保障所有人的水和卫生条件；

7. 确保所有人可以获得用得起、可持续和可靠的现代能
源服务

地球

（Planet）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13. 促进各层次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4. 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产资源、大洋和海洋；
15. 保护和恢复陆地生态系统，停止所有生物多样性
的损失

8. 促进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所有人的
繁荣

（Prosperity）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是各国政府经过两年多艰苦谈判取得的成果，

为全世界所瞩目。它包括 17 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内容上可以分为 5 组，对应 5P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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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项目标涉及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性别平等、享有水、环境卫生和能源服务等，主

•

第 8-12 项目标涉及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就业，可持续工业化和创新，减少不平等，建设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可

•

第 13-15 项目标涉及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资源和陆地生态系统，强调环境可持续性。

要体现保障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持续的消费和生产等，重点在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

和平

（Peace）

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体面就业；
8.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9. 促进可持续的工业化；

10. 减少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1. 建立包容、安全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居；
12. 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式

16. 促进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获取公正

的机会、在所有层面建设高效、负责和包容性的制度；

17. 强化执行手段和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表 1-1 转型发展的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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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DGs 的关键特征
1.2.1 千年发展目标中吸取的经验

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来看，尽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认可，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和绩效却十分有限。南北发展鸿

沟没有得到缩减，反而在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利用落后的、廉价低效的工业技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因而，
不消除贫困，污染问题就得不到根治。在世纪之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为联合国议程的主题。

目标的碎片化。由于 SDGs 所设置目标较多，它们所能发挥的效用，存在被弱化的风险。这就需要在执行中，更加具

体地结合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识别重点发展领域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保障 SDGs 高效实施。

对系统性地解决互联问题强调不足。目前的 17 个目标之间关联性还有待提升。强化关联性的方式包括解决跨部门、

跨主题以及城市 - 农村联接问题，以及更全面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SDGs 目标、指标与地方政府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关联相对困难。城市及地方政府、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对 SDGs 的落实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SDGs 的 169 个指标中，可直接用于城市或城市层面有统计体系的目标不足一半，对在城市层
面落实和评估 SDGs 构成挑战。

2000 年 9 月，联合国首脑会议发布旨在明确新世纪发展导向的《千年宣言》，随后进一步明确并细化了到 2015 年的“千

年发展目标 (MDGs)”，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千年发展目标涵盖 8 大领域，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病毒、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
进发展等内容。

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为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同样

到了急需高度关注的程度。发展中国家按照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寻求发展，引发和加剧了全球资源枯竭、生态不安全和环境
不可持续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南北矛盾，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15 年后的

发展目标，显然不能只关注发展，而是要可持续发展；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也需要可持续生产与消费，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1.2.2 普遍适用性
2012 年里约峰会通过的政治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强调，“SDGs 应该是 ... 在考虑到各国家不同的实际国情、能力

以及发展程度，以及尊重国家政策和优先次序的前提下，在本质上具有全球性，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这就意味着，可
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

一个也不落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否促使每位个体脱离或者一直远离贫困以及获得发展机会是普适性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连贯性，也是一项普适性原则。一个国家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和总体目标，如果依赖于其他国家
的政策或者行动，就有可能出现政策的不连贯从而产生不确定性。未来减少这种不连续性而引致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框架体系中有所体现，让外部协作也成为目标的一部分。

完整性。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有其完整性。2012 年里约会议的政治决议明确要求所设立总体目标，以一种平衡的方

式，推进可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以及所有目标的平衡进展。

1.2.3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值得关注和完善的地方
与只有 8 个领域的联合国千年目标（MDGs）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不仅要消除贫困，还要共享繁荣；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合作，还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手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SDGs
增加了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和消费等经济增长导向的发展性领域和指标，直接指向人的发展的驱动力和环境可
持续的压力，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也关注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同时，目前的重点领域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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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摘要：本章介绍了 SDGs 全球执行框架，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联合国

领导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可持续发

展局推动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前者主要是各国政府参与的政

治进程，后者则主要包括企业等市场主体，自愿承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目前，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已经开始。联合国统

计委员会负责开发全球层面的监测指标体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等机构发布了全球、区域层面的实施进展评估报告。欧美等先进城市也开展

了城市层面的 SDGs 实施进展评估。然而，目前各种评估报告的方法学还很不统一，
有待进一步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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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执行框架
2.1.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了人类（People）、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以

及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 5P 愿景，代表全世界表达了消除贫困饥饿、阻止地球退化、共享繁荣生活、创建和平公正
包容社会，以及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以确保实现“一个都不落下”的决心。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
的成就之上，承接了千年发展目标未尽的目标，致力于进一步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新目标又全面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

首先，制定者“扩面”，新议程的制定改变了自上而下的小范围政治磋商的模式，不仅各成员国参与谈判，还动员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参与，呼吁所有国家，包括穷国、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采取行动，促进繁荣并保护地球；其次，适用对

象“扩容”，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所有国家，内容覆盖全面；第三，发展理念的更新，强调以人为本、“一个也不落下”，

覆盖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最后，拾遗补缺，重在落实，吸取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教训，
弥补不足，强调执行手段、跟进和审查，以促进目标的落实。

2.1.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各国责任与全球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也引起全球范围社会各界就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无疑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15 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峰会上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使人们以超越国界和短期利益的眼光，为长远大计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
世界各国再也不能各自为政、不相为谋。联合国将坚定地为成员国在这一宏大而崭新的领域提供支持。

“里约 +20”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已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成为联合国领导

全球可持续发展政治进程的主要平台，为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政治领导。同时这一平台通过分享经验和

实地成功案例为各国提供问题解决指导，也为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推进后续行动的开展以及实施成果的审
查提供建议 1。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伙伴关系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全球减贫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千年发展目标在这一方面并未完成；二是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一刀切”的任务指标需

要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个性化的实施方案增加了效果的不确定性；三是资金保障问题仍是主要障碍之一，多渠道的国际
融资意义重大；最后，相关发展数据的采集分析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层面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为各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路径。政府、民间社会和私

营部门等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为实现新议程的各项具体目标贡献力量。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贯穿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制定、执行和成果审查的全部阶段。在制定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除政府间谈判之外，企业、地方政府、
科学家团体、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均积极参与其中。联合国发展组在全球自下而上开展了更大范围的咨询和讨论，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国别咨询，并就 11 个领域开展专题咨询。全球超过 130 万人通过包括互联网等各种方式参与讨论，形成
了《一百万个声音：我们憧憬的世界》的报告，表达全世界民众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期待 2。

2015 年 9 月 2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可持续发展局（启动了开放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在线平台，鼓励

1. 监测和进展：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monitoring-and-progress-hlpf/
2. UN Development Group (2013) “A Million Voices: The World We Want”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want2015.org/million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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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利益相关者建立伙伴关系，自愿承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并分享经验和信息。

2.2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的监测与评估
2.2.1 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指标体系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以来，联合国系统制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质性

进展，其中，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是有效推进和审查实施进展的关键措施。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6 届会议核
准成立了跨部门机构和专家组（IAEG-SDGs）负责开发全球层面的监测指标。在制订指标框架过程中，各国国家统计部门
发挥主导作用，以确保国家自主权；专家组采取公开透明的工作方式，吸收了各国统计部门的代表以及区域、国际组织和
机构作为观察员参与到监测进程中 3。

在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被用来监测和审查新议程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的进展。2016 年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 4。各国政府也将建立各自的国
家衡量指标，协助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进展。

2.2.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愿国别评估
自愿国别评估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落实和评估工作的一部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84 段指出，在可

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举行的定期评估应当是国家主导的自愿行为，通过所有国家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等
方式，为各方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平台 5。自愿国别评估使各国可以分享经验，包括成功的实例、应对的挑战和失败的教训，

从而加快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自愿国别评估旨在跟踪各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 17 个目标和具体指
标的实施进展，同时识别问题和挑战，并通过国际合作促进 SDGs 在各国的实施。SDGs 进展评估应是实质性的，以数据为
基础，对所有人开放，做到包容、普遍参与和透明，尤其要重点关注最贫困、最脆弱和落在最后面的群体。

2.2.3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83 段）赋予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跟进和评估的作用。同时高级别政治论坛还将参考《全

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为进一步推进项目目标的实施提供策略导向。《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旨在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
（Science-policy interface）成为帮助决策者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以实证为基础的工具。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采取“文献评估”的模式，围绕具有政策相关性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汇总评估 6。因而报

告并不与其它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最新报告或评估形成竞争或重叠关系。该报告从全球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全球五大区域的

不同情况及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报告内容还吸收了各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包括联合国系统、科学界、
各级政府及其政策顾问、主要国际评估系统等提供的相关素材。《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自 2014 发布第一本，到 2019 年
已经连续发布 6 本报告，为国际社会了解 SDGs 实施情况提供参考。

3. 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DG Indicators，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
4. UN General Assembly (2018). Global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rgets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S/71/313.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A/RES/71/313
5.《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 A/RES/70/1,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70-1.shtml
6.《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各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2015 年 6 月 30 日，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
news/sustainable/gsdr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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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球、区域及国家可持续发展路线图
及实施进展

先表态，提议基于负责与透明的原则，成立欧洲可持续发展论坛 (Europ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作为支持各

域性的政府间论坛，在相互介绍和学习彼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高效推进 SDGs 在各国、各地区的实施。

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各有侧重。瑞典发布了《瑞典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置国家议程的思考》介绍了落实 SDGs 的行动及规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通力协作。亚太、欧洲、非洲、拉美以及西亚地区相继召开了区

2.3.1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进展
自 2015 年至今，各国家、地区在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蓝图下，采取了积极行动来落实各个目标。2019 年，联合

国发布了 2019 年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来评估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2019 年度报告系统的梳理了全球

在 SDG17 个目标及各个子目标中的实施进展。报告显示，在一些目标及具体落实举措上，全球从 2015 年以来已经取得了
长足进步。例如全球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 2000 年的 980 万，减少到 2017 年的 540 万，死亡率降低了 49%7。在免

疫接种，电力供给，清洁能源生产，海洋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政策推进上，全球 71 个国家及欧盟各国

共出台 303 个政策工具来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pg.15)。186 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为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
极承诺。然而，在诸多进程上，全球各国并未走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2017 年全球有 8.21 亿人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比

2015 年增加了 3700 万人 8，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损失和生态环境退化，在过去的数年中加速恶化，已将全球推近危机边缘。
这些巨大的差距，需要全球在未来的 10 年中通过具有雄心的积极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2020 年 1

月 22 日，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9，呼吁全球加快可持续解决方案，增强全球领导力，积极推动政
策和地方治理机制的转型，呼吁各个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应对未来 10 年的全球挑战。

2.3.2 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及实施进展
亚太地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区域。亚太地区人口总量占全球 2/3，是联合国 5 个区域委员会中代表性

最为广泛的区域。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时进展也决定了全球“一个都不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2.3.3 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实施进程
欧盟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形成的重要推动力。该议程通过之后，欧盟也率

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并对欧盟实施推进 SDGs 工作进行监督。从欧盟成员国来看，各国在推进可
并且积极地组织了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一系列合作机制和平台的建立，

为促进瑞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11。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执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2019 年 6 月，欧盟发布了《欧盟可持续发展进程报告 2019》13。报告显示欧盟在减少贫困（SDG1），公共健康（SDG3），
可持续的住区（SDG11）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欧盟就业的大幅提升（SDG8）是支持各成员国在各个领域取得成
就的基础。然而欧盟在自然资源消费，清洁能源供给，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以及保护陆地生物多样性
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议程的落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欧盟国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正与调整内部和外部政策。欧盟 2030 年

议程的后续落实大致可分为四个要素，即国别与地区战略和政策规划对接，国别与地区指标对接与修正，后续落实与评估
机制建设，整体有效的治理体系。应该说，目前在这几个方面欧盟内部都存在着推进的障碍。

2.3.4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进程
中国于 2016 年提交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以下简称《国别方案》）14。《国别方案》回

顾了中国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中国推进落实工作
的指导思想、总体原则和实施路径，并详细阐述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落实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的具体
方案。《国别方案》还将根据形势发展适时更新。

《国别方案》指出，中国政府将从战略对接、制度保障、社会动员、资源投入、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监督评估等七

2018 年，亚太经社会在基线报告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旨在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亚太

个方面入手，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展中国家，小国岛屿发展中国家，冲突局势国家和冲突后国家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国家。2019 年发布了最新的亚太地区

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地区实施进程。路线图特别强调了支持实施发展中国家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
SDGs 进程报告《Regional Road 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rogress Report 2019》10 指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需要加速发展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按照目前的进展，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到 2030 年，无法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在清洁水源和卫生（目标 6），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
标 8）和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目标 12）三个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

7. 联合国 ,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2019, 纽约 . Pg.6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9/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19_Chinnese.pdf
8. ibid, pg. 5. 联合国 ,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2019, 纽约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9/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19_Chinese.pdf
9. 联合国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秘书长就“21 世纪的四大威胁”发出警告 , 2020nian 1 月 22 日，https://news.un.org/zh/
story/2020/01/1049671
10. ESCAP, Regional Road 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DGS Progress
Report 2019, 2019,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Regional_Road_Map_SDG_in_A-P_Progress_Report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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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略对接旨在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国内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机结合，在落实国际议程和国内战略进程中
2. 制度保障旨在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机制体制和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支撑。

3. 公众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解、认同和参与，是持续、有效推进落实工作的关键。

4. 资源投入旨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发挥体制、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提供资源保障。

11. Government of Sweden (2017). Sweden and the 2030 Agenda: Report to the UN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2017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6033Sweden.pdf
1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 Overview of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in an EU context -2019 edition）(https://
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catalogues/-/KS-02-19-166
14.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016 年 9 月，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3/5118514/files/4e6d1fe6be1942c5b
7c116e317d5b6a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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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不高，区域、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仍然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
6.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大程度兼顾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不断深化

国际发展合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保障。

7. 监督评估旨在推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准确定位各项工作的成绩、挑战和不足，优化政策选择，形成

最佳实践。

2.3.5 城市层面可持续发展进程
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领域。城市是人口、经济、能源和资源消费及生产以及各项公共事业集聚的中心。

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决定全球是否能按期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美国的一些城市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San Jose , CA），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Baltimore ,MD）和纽约州的

纽约市（New York City ,NY）等城市率先开始探索在城市中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这些城市
通过咨询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等来确定优先事项，制定发展战略，同时使其城市的整体规划和数据监测系统与 SDGs 全面衔

接；通过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和城市投资发展策略确保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城市 SDGs 实施评估指数也可以
刺激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支持的地方层面行动。2017 年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发布了首个美国城市 SDGs 指数 (U.S. Cities SDGs Index)15。该指数根据各个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表现，
对美国 100 个人口最多的城市进行排名，旨在帮助城市领导人解决影响其城市的众多可持续发展挑战。该指数涵盖了美国

100 个人口最多的城市，涵盖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16 个目标。结果显示，所有美国城市，即使是那些位于指数顶
端的城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2019 年，可持续发展解决网络发布了新的一期报告（The 2019

US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16。报告显示洁净供水和卫生是各个城市普遍取得较好进展的目标，而各城

市在实现可负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还有很大的障碍。总体而言美国各个城市在 SDGs17 个目标中，性别平等，收入均等，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要在 2030 年全面实现 SDGs 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城市层面 SDGs 实施进展评估可以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开展行动。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帮助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分析不

同指标的实施进展和差距，明确优先考虑政策和投资领域，从而均衡的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这一指数还
能够作为宣传工具，通过主流媒体和城市层面的传播，激励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落实 SDGs 的行动。

15. Prakash, M., Teksoz, K., Espey, J., Sachs, J., Shank, M., and Schmidt-Traub, G., The U.S.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ex
2017: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Urban America.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16. Lynch, A., LoPresti, A., Fox, C. (2019): The 2019 US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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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包容性、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全球

城市共同的发展主题。2018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深圳作为首批入选城市，以“创
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重点针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等问题，集成应用污水处理、

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修复、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健康深圳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工程，
为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效应。同时，深圳正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争当可持续发展先

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
本章摘要：深圳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引下，全面对

标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了深圳市不同阶段（2020 年、2025 年、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过部署和实施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健

康深圳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四大工程”和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多元人才支

撑体系“两大体系”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推动 SDGs 落地和实施，取得了良
好的进展。通过总结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其它城市提供
借鉴和参考。

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为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

深圳市作为经济和人口同时快速发展的移民型超大城市，在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然面临

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结构严重“倒挂”，教育和优质医疗等公共资源总量供给不足，区域

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压力日益加大等，这些挑战已经成为制约深圳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
深圳市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引下，印发《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全面对标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部署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让 SDGs 在中国的超大型城市落地、实施，并引领城市均衡
和高质量发展。

3.1 深圳市 SDGs 实施的目标
3.1.1 2020 年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探索形成深圳市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

统解决方案，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典范城市，为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深圳经验、贡献
深圳智慧。到 2020 年的主要发展目标如下：（1）创新生态体系更加完善；（2）民生幸福城市质量更高；（3）现代化城
市更加安全便捷；（4）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3.1.2 2025 年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成为可持续发展国际先进城市，绿色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持续强化，

新兴产业主引擎作用更加突出，安全高效的城市运行体系不断优化，市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到 2025 年的主要发
展目标如下：（1）富有活力的创新之都；（2）均衡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3）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4）开放包容的
国际化城市。

3.1.3 2030 年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可持续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形成一系列可以向全球推广复制的可

持续发展经验，努力为中国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卓越贡献。到 2030 年的主要发展目标如下：（1）链

接世界的新兴全球城市；（2）蓬勃包容的国际创新城市；（3）繁荣公正的活力共享城市；（4）宜居协调的绿色家园城市。

16

17

3.2 深圳市 SDGs 实施的重点任务与工程
3.2.1 资源高效利用
深圳市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推动城市空间紧凑集约利用、水资源和能源高效集约利用、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深

圳质量”，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城市发展长远重大战略。

项目
经济转型发展
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

对产业发展提高要求，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低端制造产业；加快布局若干高新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约高效利用政策，严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国土空间“三线”，强力推进查违拆违，
加大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实施力度，加快旧工业区升级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深圳市主动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颁布“营商环境改革 20 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四个千亿”

计划等，积极营造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更加高效透明
的政务环境、更美丽更宜居的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国土空间提质增效

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
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质量强市活动的实施意见

加快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用地面积 1021.1 公顷；完成更新单元规划审批 58 项，涉及拆除用地面积 402.3 公顷；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 98 项（不含补充合同），累计供应用地面积 303.3 公顷，涉及城市更新土地出让合同金额

274.7 亿元；制定出台《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

通过营造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更加高效
透明的政务环境、更美丽更宜居的绿色发展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

全面提升深圳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质量水平，推动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的跨越，全面提升深
圳市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城市功能，赢得竞争主动权，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低碳
发展、和谐发展。

表 3-1 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行动

量实施情况的考核评价。统筹全市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 , 实施重大工程设备质量监理制度 , 组织重大质量事故调查 , 监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

积极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着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努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攀升，

配套类违法建筑的处理办法》《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管理规定》等政策。

提出“深圳质量”战略。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 促进相关领域质量全面提升。组织开展深圳质

管产品防伪工作。组织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风险监控和伤害监测工作。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确限制发展产业和鼓励发展行业，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拆除消化各类违建 2735.55 万平方米，全市完成城市更新计划审批 99 项（含计划调整 11 项），涉及拆除

保障和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

加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切实推进“加快国土空间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十大专项行动，研究制定土地集

《深圳市投资导向目录》、《深圳市产业导向目录》、《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等，明

2018 年，拆除消化各类违建 2123.46 万平方米；2019 年，拆除消化各类违建 2881.15 万平方米；2020 年，

促进绿色转型发展。早在 1995 年发布的《深圳市投资导向目录》中就已经明确“耗水多、耗能多、污染大、劳动密

集型的生产项目”为限制开发项目，随后的《深圳市产业导向目录》、《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不断

主要内容和成效

3.2.2 生态环境治理

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方面，深圳市着力突破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瓶颈制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水环境、

大气环境、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表 3-2）。

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全市主要河流水质持续好转。充分发挥志愿者河长作为民间重要治水力量，

成立中国志愿者河长学院（深圳）暨院士工作站。

大气环境保护方面，实施“深圳蓝”可持续行动，建成国内首个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覆盖所有街道的网格化空气监测

体系，2020 年深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第六。

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和配套实施方案，

印发《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 年）》。

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推进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工程，统筹推进森林精准提升、世界著名花城、特色主题公园、绿化品

质提升、自然教育和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出台全国首个城市 GEP 核算技术规范，在全市推

广城市 GEP 核算体系。深圳目前已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0 个，分别为 2017 年全国首批的盐田区，2018 年第二

批的罗湖区、坪山区和大鹏新区，2019 年第三批的福田区，2020 年第四批的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光明区。

深圳在率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全域创建基础上荣获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获此殊荣
的副省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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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水环境治理

主要内容和成效
146 个黑臭水体已得到治理，2018-2020 年新增污水管网 3418 公里。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2018-2020
年完成 13186 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十三五期间，新扩建 7 座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 30 座水质净化厂，新
增集中式污水处理能力 145 万吨 / 日。

大气环境保护

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与建设

多层次全民医保制度体系，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加快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打造健康产业高地。深化院校、院企、院所和医工等合作，畅通医研企协同创新链条，聚焦前沿医疗技术、生物医药

制造业和“互联网 +”健康产业，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高端品牌国际化医疗机构，形成多元
化办医格局。

落实工业扬尘治理 7 个 100% 等减排新举措，试行推广国 VI 标准车用燃油，累计淘汰老旧车约 20 万辆，建

成国内首个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覆盖所有街道的网格化空气监测体系，PM2.5 浓度由 2004 年 70 微克 / 立方
米下降到 2020 年的 19 微克 / 立方米，空气优良率创近年新高。

获批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编制实施《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 年）》《深圳市海岸带保
护与利用规划》，稳步推进海岸带修复试点，初步划定了陆海衔接的生态保护红线。

截至 2020 年底，深圳已经建成各类公园 1206 个，这 1206 个公园构成了深圳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全市
现有自然公园 33 个，城市公园 181 个，社区公园 992 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3.38%，全市森林覆盖率
40.68%，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表 3-2 与创新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行动

项目
全面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体系

主要内容和成效
发布深圳市民健康公约 20 条、公共卫生安全守则 10 条，全国首创售卖酒精和碳酸饮料特制标识；启动 11

个公共卫生专项强化行动，实施国民营养和艾滋病、慢性病、精神病、职业病等专项防治项目；实施二年级
小学生免费窝沟封闭、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项目、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免费筛查等民生实事项目。

全市规划建设 17 家区域医疗中心，17 家基层医疗集团，实现了每个行政区至少有 1 家区域医疗中心、1 家

基层医疗集团，每个社区有 1 家社康机构；7 家医院跻身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累计引进高层次医学

团队 303 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到 29 项，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134 元；设立 15 个重大疾病防治中
心、15 个医防融合专家小组。

健全健康保障制度

打造健康产业高地

在财政、医保、价格、人事薪酬、绩效考核等方面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以公立医院章程为核心，完善公立医院制度规范体系；推广基层医疗集团“总额管理、结余留用、超支自付”

医保基金管理改革；率先实施药品 GPO 集团采购改革，成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首批“4+7”试点城市，
先行先试国际前沿药械。

截至 2020 年底，深圳布局建设有深圳湾实验室、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等 6 个与医学科学相关的重

大设施平台；有 77 家相关新型研发机构，研发方向主要涉及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等生物医药产业
应用领域。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健康服务，支持高端、品牌、国际化医院发展。

表 3-3 与创新健康深圳建设相关的行动

3.2.3 健康深圳建设
在健康深圳建设方面，深圳市以提高市民健康水平为核心，着力倡导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健全健康保障，发展

健康产业，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市民健康（表 3-3）。

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推进健康领域立法，将每年 8 月份定为“深圳健康活动月”，发布居民健康白皮书，建立市民健

康管理积分机制，制定和实施更严格的控烟政策，促进形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社会氛围，构建全民
健康新格局。

优化健康服务体系。打造以“区域医疗中心 + 基层医疗集团”为主体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高水平医院建设，

夯实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为基础的居民健康管理平台，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初步形成“预防保健、临床诊疗、
健康管理”一体化、闭环管理的重大疾病防治模式。

3.2.4 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方面，深圳市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服务专业化、城市管理信息化、安全监管精

准化和应急管理科学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表 3-4）。

推进社会服务专业化。深圳市共有社会组织 1.3 万多家，专业社工 8700 余人，在心理健康、矫治安帮、法律援助、

纠纷调处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

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率先在全国一线城市建立了集人口、法人、房屋、空间地理信息于一体的动态社会治理大数据库。
推进安全监管精准化。建立自然灾害联合会商机制，定期精准分析研判灾害趋势，提前部署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做到

早研判、早发现、早处置。推动落实三防工作“汛前全面查、汛期经常查、临灾拉网查”的隐患排查机制，深入开展森林
防火“五清”大排查行动，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导致次生事故风险。

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颁布实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关于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工作方案》，大力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涌现出不少社会责任建设典型企业。

健全健康保障制度。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形成，基层医疗集团“两融合一协同”制度获国

家发改委推荐，成为首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级示范市，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获中央深改委点赞；基本形成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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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和成效

项目
社会服务专业化建设
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设

深圳市现有社会组织 1.3 万多家，专业社工 8515 人。截至 2020 年，全市拥有注册志愿者 208 万，占常住人
口的 15.5%，团体志愿组织 1.4 万个，建有 230 个社区志愿服务 U 站、1050 个各级党群服务中心。

项目
实施重大科技攻关
“登峰计划”

率先在全国一线城市建立了集人口、法人、房屋、空间地理信息于一体的动态社会治理大数据库。深圳市公
安局先后推出 13 个警务信息化平台，在治安防范、社会管理、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关于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
列的工作方案》。

创新人才引进与培育

全面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表 3-5）。

居全国城市首位，在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创新能力排名第一。

物理、化学等学科领域，聚焦基础学科领域创新人才培养，首批立项 101 个博士启动项目，40 个优青项目，
20 个杰青项目，构建从博士（后）到优秀青年、杰出青年的人才成长全周期支持机制。截至 2020 年底，全

市累计认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1.78 万人；累计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约 16 万人，获硕士以上学位的占 80% 以上，
在深全职院士增加到 61 人。

打造创新载体“核心枢
纽”，实施原始创新“补
短板”计划

发挥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累计投入资金 7.83 亿元。2020 年，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60046 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17 年稳

围绕产业链“补链”
“强链”，突出对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团队的支持，完成 28 个团队的引进立项工作。按照数学、

表 3-4 与创新社会治理相关的行动

3.2.5 创新支撑服务体系

主要内容和成效

创客载体建设

推进鹏城实验室建设和深圳湾实验室建设，推动建设十大基础研究机构，建成无线通信接入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华为）、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光启）等 5 家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增各类创新
载体 189 家。获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国家科技奖 16 项、中国专利金奖 4 项。

累计资助建设创客空间 195 个，孵化器 111 个，创客服务平台 75 个，资助力度超 5 亿元。

表 3-5 与创新相关的行动

持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出台深圳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办法，成立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出台《深圳经

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和市“深港创新圈”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确立并执行每年不低于 30% 的财政科技专项资
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面向全市 11 所高校建立基础研究经费稳定支持计划，支持高等院校聚焦基础和应用基础
研究，自主布局、自由选题。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针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性不强等突出问题，聚焦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等

核心关键元器件，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圳路径，组织实施 8 批 87 个重点技术攻关项目，资助金额 7.83 亿元，
平均单个项目支持强度 900 万。落实“链长制”部署，聚焦石墨烯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明确未来三年重点任务、实施路
径、责任部门和进度安排，提出“强链”发展所需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项目，推进石墨烯产业“强链、补链、连链、延

链”。围绕产业链“补链”“强链”，突出对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团队的支持，完成 28 个团队的引进立项工作。按照数学、
物理、化学等学科领域，聚焦基础学科领域创新人才培养，首批立项 101 个博士启动项目，40 个优青项目，20 个杰青项目，
构建从博士（后）到优秀青年、杰出青年的人才成长全周期支持机制。

打造创新载体“核心枢纽”，实施原始创新“补短板”计划，聚焦大装置、高平台、前沿领域，实施重大基础科研专项，

加快推进鹏城实验室建设和深圳湾实验室建设，推动建设十大基础研究机构。
搭建“双创”平台，加强创客载体建设。

3.2.6 多元人才支撑体系

在多元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方面，深圳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端党政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为重点，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中心和集聚高地（表 3-6）。

构建多元化的卓越人才体系，出台“鹏城英才计划”，全方位加大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全要素构建世界一流

人才发展生态体系。

促进各类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加快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高水平大学二期建设。制定《深圳市推进高水平高质量普

通高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动高中学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出台《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外国人才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项目
构建多元化的卓越
人才体系

项目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主要内容和成效
出台深圳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办法，成立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在全国率先实施国内外同行专家主
审制；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和市“深港创新圈”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出台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改革 20 条，赋予高校、科研院所更大的科技经费管理自主权。

促进各类教育优质
特色发展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主要内容和成效
出台“鹏城英才计划”，全市认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近 1.3 万人，各类人才总量达 548 万人。2018 年深圳
市新设立 7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

教育事业超常规发展，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 24.4 万个、幼儿园学位 11.6 万个，高校数量增至 15 所，4 所高
校入选省高水平大学行列，高等教育处于历史最快发展期，2 所高职学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职
业教育成为全国样板。

出台《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18 年，深圳市共有 26 人办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全国率先实施城市多层次住房供应保障制度改革，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9.65 万套，供应 4.6 万套。

表 3-6 与人才发展相关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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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 5P 的深圳市 SDGs 实施政策梳理
5P 是 People（人类）、Planet（地球）、Prosperity（繁荣）、Peace（和平）、Partnership（伙伴关系）的简称。

它是联合国在《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文中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

政策

《深圳市教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

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Partnership 意味着强调全球团结的精神，通过振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来实现可持续

《深圳市高等教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

发展的各种目标。

展目标体系，分析深圳市落实 SDGs 制定的政策和开展的行动以及行动绩效。

“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高等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旨在提升医疗、教
育等社会福利水平的发展规划（表 3-7）。

《深圳市卫生与健康“十三五”规划》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全面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建立更高质量

开放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开放灵活的终身
教育体系。

提升，初步形成结构合理、支撑有力、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完善高水平大学服务平

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南方重要

能力；扩大高校开放合作。

充满活力的具有深圳特色的国际化开放
的高等教育中心。

台；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增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

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并通过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实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采取气候变化行动等措施

等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圳市主要实施了包括《深圳节能环保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14-2020 年）》、《深

圳市循环经济“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计划（2015-2020）》和《深
圳市水务科技创新规划（2016-2020 年）》等在内的六个规划（表 3-8）。

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打造健康深圳，建设国际化医疗中心，让市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政策

《深圳市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是为了基本构建起创新型开放式现代化城市教育体系，探索教育发展新路径，

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教育国际化先锋城市、创新人才培养前沿城市、高水平学习型城市和人力资源强市。

《深圳市高等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促进高校类型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

更加适应，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与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地位更加匹配，初步形成结构合理、支撑有力、充满活力的具
有深圳特色的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目标
建立更高质量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
打造健康深圳，建设国际化医疗中心，

让市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深圳节能环保产业振兴发展
规划（2014-2020 年）》

《深圳市循环经济“十三五”
规划》

行动和措施
健康深圳建设工程；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程；家庭
医生服务拓展工程；优生健康惠民工程；资源扩容

提升工程；名校名院集聚工程；名医名科荟萃工程；
精准医疗示范工程。

目标
到 2020 年，总产值超过 3000 亿元，成
为中国重要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和创新
中心。

规划》

发展高效节能产业；发展先进环保产业；发展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发展节能环保服务业。

加快转型升级，构建工业循环体系；推进绿色服务，

成效明显。

循环体系；实施创新驱动，构建循环经济支撑体系。

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实现水务基础设施从基本保障向国际化、
《深圳市水务发展“十三五”

行动和措施

在资源产出效率全国领先；资源综合利

品质化、一体化保障提升，水务管理从

粗放式向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提升。
全面建成防汛安全可靠、供水水质优良、
河流环境友好、水务管理高效、与国际
先进城市相匹配的现代水务综合保障体
系，打造全国水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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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发展；构建国际一流的

在“地球”方面，深圳市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 SDGs 相关指标。通过发布一系规划文件，基本明确了生态文

在人类发展方面，为了让市民能够在尊严和平等以及健康的环境中发挥其潜力，深圳市实施了《深圳市卫生与健康

规划》

全市高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有较大幅度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多样特色发展；推动高等

3.3.2 与“地球”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3.3.1 与“人类”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深圳市卫生与健康“十三五”

育现代化 , 基本建成教育国际化先锋城

行动和措施

表 3-7 与“人类”相关政策的目标及行动措施

深圳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不少相关政策和措施，通过基于 5P 的政策梳理，有助于更好的对标 2030 年可持续发

政策

系，探索教育发展新路径，率先实现教
习型城市和人力资源强市。

发挥其潜力；Planet 意味着保护地球不受退化，包括通过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可持续管理其自然资源和就气候变化采取紧
和技术进步并自然和谐相处；Peace 意味着促进没有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构建起创新型开放式现代化城市教育体
市、创新人才培养前沿城市、高水平学

种归类划分。其中，People 意味着消除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穷和饥饿，并确保所有人都能在尊严和平等以及健康的环境中
急行动，以便它能够支持今世后代的需要；Prosperity 意味着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繁荣和充实的生活，并确保经济、社会

目标

构建服务业循环体系；引导绿色消费，构建社会

完善排水管网、提高雨污分流率；新改建污水处
理厂、提高出水标准；开展河流治理、消除黑臭
水体；防洪达标建设、消除内涝灾害；推行低影
响开发、建设海绵城市；节水防污减污、控制污
染排放；开展清障行动、实现河畅管清；依靠科
技创新、实现跨越治水；形成治水合力、推动治
水提速；强化组织保障、营造治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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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目标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

政策

《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计划
（2015-2020）》

《深圳市水务科技创新规划
（2016-2020 年）》

目标

（1）一年初见成效；（2）三年消除黑涝；
（3）五年基本达标。

领 和 支 撑 的 经 济 体 系 和 发 展 模 式。 到

2025 年，新经济发展国际领先，科技和

行动和措施

产业竞争力居全球前列。主要产业进入
《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流域统筹，系统治理；统一标准，一体推进；雨

中心总体方案》

污分流，正本清源；分片实施，联网提效； 集散

结合，提标扩容；海绵城市，立体治水；以水定地，

科技创新平合、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强化科技管
理，构建完善的水务科技创新体系。

创新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推广；
水务科技管理。

《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三五”
规划》

3.3.3 与“繁荣”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了包括《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总体方案》、《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三五”
规划》、《深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十三五”规划》等在内的四个规划（表 3-9）。

“十三五”规划》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基础设施
显著完善；创新型产业高度集聚；多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形成符
合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

建成更具辐射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建成更具竞争力的国际物流枢纽
城市；建成更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公交
都市；建成更具创新引领作用的品质交
通城市。

在“繁荣”方面，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繁荣和充实的生活，并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深圳市实施

行动和措施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人才特区；加强科技
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科技服务民生；深化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开展重大科技攻关；促进高
教提质增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体
系；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产业发展

质量；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金融中心；构建全链

条的一流创新服务体系；加快打造国际创客中心；
打造国际创新资源集聚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打造粤港澳协同创新共同体。

作的战略力量。

“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

新中心，创新能级跃居世界城市前列，

的创新枢纽和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

《深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

目标

到 2030 年，全面建成国际科技产业创

国战略支点，以及辐射全国、面向全球

表 3-8 与“地球”相关政策的目标及行动措施

政策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策源地。

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控污增容；引智借力，开放创新； 清淤治违，畅
通河渠；防抢结合，公众参与。

到 2020 年，聚集科技创新资源、完善

全球价值链高端，成为世界新技术、新

行动和措施

充分发挥规划在空间统筹与用地保障上
的综合协调作用，推进湾区经济，提振

东部发展，保障产业空间，加强民生服务，
提升国际化水平。

形成枢纽城市新格局；促进东中西均衡发展；提

供高水平交通服务；打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构建高效通达的区域交通网络；打造轨道主体的
现代化公交都市；优化道路网功能结构；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建设高品质宜行城市；提升综合运
输服务水平。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东西协同发展；加强土
地综合利用，提高空间保障能力；稳定产业用地
规模，引导产业盒里布局；加快公共设施建设，
提升城市服务质量；统筹交通设施布局，保障交
通有序发展；夯实基础设施支撑系统，提升承载
能力；加强生态空间保护，强化陆海统筹整治。

表 3-9 与“繁荣”相关政策的目标及行动措施

其中，《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建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力支撑现代化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建设。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基础设施显著完善、创新型产业高度集聚、多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以及形成符合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总体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到 2030 年，
全面建成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创新能级跃居世界城市前列，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支点，以及

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创新枢纽和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战略力量。《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
标是建成更具辐射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成更具竞争力的国际物流枢纽城市；建成更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公交

都市；建成更具创新引领作用的品质交通城市。《深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规

划在空间统筹与用地保障上的综合协调作用，推进湾区经济，提振东部发展，保障产业空间，加强民生服务，提升国际化
水平。

3.3.4 与“和平”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在“和平”方面，为了促进没有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深圳市实施了包括《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十三五”规划》在内的四个规划（表 3-10）。

其中，《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公共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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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服务体系。巩固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人才保障智力支撑，助推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化
人事制度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积极参与收入分配改革，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完善与建设更高质量的民生幸福城市相适应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建立完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完善与超大城市人口发展相适应的民政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发展与深圳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

的民政领域社会服务业；努力提升民政工作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民政服务设施现代化水平。《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
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以风险管理为先导，推进应急管理关口前移，强化风险评估与管控，强化应急
准备，努力构建符合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定位的应急管理体系，维护城市公共安全。《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十三五”规划》

3.3.5

与“伙伴关系”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在“伙伴关系”方面，深圳市与国外政府、国际 NGO、国内政府、国内 NGO 等组织在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均有开展合作（表

3-11）。

的主要目标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优化住房保障的建设、管理、准入、分配、退出和协调机制，深入实施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加大各类人才安居力度，人才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融合发展，努力建成“住有所居”的全国住房

合作方

制度改革创新示范城市。
政策

目标
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公共就业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行动和措施

创业服务体系；巩固社会保障制度覆盖

就业；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现

保障智力支撑，助推创新型城市建设；

业单位用人机制；积极参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

面，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人才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积极参与收入分配改革，保持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提供人才保障；创新机关事
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法治人社”，增强依

《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相适应的民政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发展

加快建立现代社工制度；提升专项社会事务管理

社会服务业；努力提升民政工作法治化、

and liveable graden
community）

会与德国环境部
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推进社

与深圳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民政领域

urban development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

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建立完善与超大城市人口发展

SUC（sustainable

主要行动

循环经济、绿色低碳、水环境治理

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

等领域

列问题，深入开展交流讨论。

及投资贸易、文化旅游、高等教育

标准化、信息化和民政服务设施现代化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论坛

以风险管理为先导，推进应急管理关口前
《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
设“十三五”规划》

移，强化风险评估与管控，强化应急准备，
努力构建符合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定位的应
急管理体系，维护城市公共安全。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优化住房
《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
“十三五”规划》

保障的建设、管理、准入、分配、退出
和协调机制，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
略，加大各类人才安居力度，人才住房
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融合发展，努
力建成“住有所居”的全国住房制度改
革创新示范城市。

高度重视预防准备，提高应急保障水平和风险管
控能力；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和信息发布水平；依靠智能化规范化，增强应急
决策指挥和协调联动能力；加快法制体系建设，
强化公共安全执法监督力度和水平；加强应急文
化建设，全面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积极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通过六类十五种
渠道加大房源筹集力度；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周边配套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合理布局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轨道交通沿线
优先建设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基本住房保障
申请实行收入财产限额制。

表 3-10 与“和平”相关政策的目标及行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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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

深圳市人居环境研究
会和深圳市奇信铭筑
人居环境有限公司

机制”、
“作为 SUC 研究院合作伙伴”

发与引进等各领域开展合作。

市”。

支持深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建设低
碳交通体系；《深圳市交通排放监
测平台建设与应用》

共商深圳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建设的研讨会

组建国际化的高规格的可持续发展
智库

2018 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城市更
新研讨会

委员、深圳市各区政

府、深汕合作区承办，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
协会、深圳开放创新
实验室协办

持续建筑与气候应对、绿色技术研

在交通运行评估、典型工况建立、
排放因子测算、排放核算建模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建立
了国内第一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深化国际合作，广泛探讨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向全世
界讲好特区建设及开放创新的深圳
故事。

在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保障等
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在城市更新经验与借鉴、城市更新
与智能化、城市更新中生态保护与
领域展开讨论。

绿色可持续商业创意训练营

可持续发展“全面伙伴城

国际合作：非政府组织合作。

城市交通排放监测平台。

修复、城市更新与建筑文化等多个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深圳科技创新

友城关系。

国际合作：深圳成为 SUC

水平。

完善基层应急体制，积极推动公共安全责任落实；

国际合作：深圳海牙缔结

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高效利用、可

入 SUC5+10 全球可持续城市合作

区治理精细化现代化；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
服务水平；夯实民政事业发展基础。

理、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等一系

Partnership

“参编 SUC 可持续标准”、“加

法行政能力；建设“智慧人社”，创新管理服务方式。

建立完善与建设更高质量的民生幸福城
市相适应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建立完

荷兰

合作项目

召集深圳优秀青年人才及创客代
表，深入探讨针对深圳可持续发展
现状形成创新有效的解决方案，进

一步加快推动深圳建设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深圳乃至

国际合作：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合作。

国际合作：国际可持续城
市发展研究专家。

国内合作：非政府组织合作。

省内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合作。

全球发展贡献智慧。

表 3-11 与“伙伴关系”相关的政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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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深圳市从一个最初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缺乏传统资源优势的城市，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的先锋城市、经济、社会多个

领域国家级示范试点城市和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凝练，为其他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参考。

3.4.1 明确顶层设计，强化执行机制

深圳市较早把可持续理念贯穿于城市的发展思路与规划中，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发展。通过编制《深圳市可

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深圳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 年）》等文件，明确
了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保障机制，建立了市属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为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深

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年为 2030 年，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年保持一

致。规划目标以分阶段的方式呈现，基本与每个五年规划期对接，这样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置入不同时期的五年规划中（五

深圳高度市场化环境的长期熏陶，加上移民城市的特点，使深圳逐渐形成了务实、诚信、敢为人先、相互包容的城市文化。

这样的城市文化润物细无声地支持深圳市务实前行，开拓创新。包容、多元、自由、平等、法治这些现代公民社会价值观

成为深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深圳经济社会和谐、均衡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些价值观，也客观上为深圳市民提供了更加平等、
自由的创新、创业和工作环境，以及生活环境，成为聚集人力资源的重要原因。

3.4.5 开放合作，共享发展红利
深圳作为最前沿、最开放的城市，始终立足全球合作（Partnership）与竞争，以国际化标准来寻求自身发展的目标定位、

拓展发展空间。为促进国际合作，深圳市成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目前已经建立的国际友城和友好交流城市达 65 个。

每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会议的层次和规模也在不断提升。开放是生产要素尤其是高品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也是聚
集优质生产要素的基础；合作可以促进分享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成本。深圳市通过持续拓展开放合作，快速缩小了与先进

水平的技术差距；而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后，也是通过开放合作，分享深圳的发展经验，与中国和其他
城市共享发展红利。

年规划指标具有更强的法律约束力），保证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目标有效实施的连续性。因此，编制《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确立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保障机制，为深圳市顺利推进 SDGs 实施，实现良好进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4.2 创新引领转型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依靠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发展是深圳市成为世界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的成功经验。深圳市早在

1990 年代就做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限制“三来一补”等低附加值企业决定。同时，进一步确立科教兴市的战略，在资源

配置方面向科技教育行业倾斜，切实推动深圳科学技术进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2000 年前后，投资热点

开始从“珠三角”转向“长三角”，外资进入深圳减缓，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深圳没有降低投资标准争抢外资而是从提供
优惠条件转向营造创新环境，出台了《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鼓励本土企业
掌握核心技术，培育核心竞争力，从而赢得市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3.4.3 坚持基本生态控制线，优美环境也是生产力

深圳市 2005 年率先在国内建立起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制度，在深圳 1952.8 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划定了 974 平方

公里土地，约占全市陆地总面积的一半作为生态控制线管理区。《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要求，除了重大道路

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和公园绿地以外，禁止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此外，为提高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还在市区内设置了很多带状城市公园和廊道，并通过市区绿道相连提升绿地生态服务功能。基本生

态控制线的划定以及高水平的绿地覆盖率管制要求，对于建设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生态功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
深圳的蓝天白云已经成为吸引项目投资及高素质人才落户的重要因素，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是城市经济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创新引擎。

3.4.4 多元包容，构建平等、自由的生产生活环境
37. 潘家华 .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再思考 [N]. 人民日报 ,2015-06-29(022).

30

31

本章摘要：联合国发布的评估指标体系更适用于国家层面的评估，城市层

面的评估方法需要基于联合国指标体系再次开发与评估城市数据基础相适应的
方法学。本章在比较和借鉴联合国报告和其他先进城市评估报告基础上，开发

了基于 5P 的、能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适用于中国城市的定量评估 SDG

实施进展的方法学。该方法学建立了包含 115 个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其中
有 52 个定量计算指标；明确了评估时间为 2000-2030 年，并对所有指标进行

相对 2000 年的实施进展评估和相对 2030 年的实施差距评估；用定量计算和
图形方式，客观描述和展现评估指标以及总体目标的实现进展。

32

33

城市是人类创造文明和财富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世界范围内大部份经济、社会活动。对城市 SDGs 实施进展情况进行

评估，既是促进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实现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价值。SDGs 169 个指标与城市层面所具有的统计指标间对接并不完美，有超过一半的 SDGs 指标在城市层面缺乏数

据支持。因此，城市层面的评估不能直接套用全球 SDGs 进展评估方法，需构建全新的城市 SGDs 实施进展评估方法。本

章将基于 5P 理念，即以人为中心、全球环境安全、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公正和谐、合作共赢等，构建评估城市 SGDs 实施
进展情况的方法学和指标体系。

4.1 建立城市 SDG 实施进展评估方法学的
必要性
城市是实现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创造文明和财富的主要载体，代表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方向，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全球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基
本上以每 50 年翻番的速度在增长，1850 年为 6.4%、1900 年为 13.6%、1950 年为 28.2%、1960 年为 33.56%，到 2008
年为 50.46%，首次超过 50%，截至 2016 年年底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 54.30%，据估计 2050 年将进
一步增长到 68%。随着世界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城市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起的作用将越发明显。建设包容、安全、有

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已成为 2015 年联合国发布的《转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的一项重要目标。

大量城市问题的突显迫切要求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有效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所限，

也产生了很多特有的城市问题。20 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都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对生态环境和
公众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快速扩张所面临的城市病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如
何让城市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让城市居民生活更加幸福，让城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
关注的重大问题。

城市 SDGs 进展评估不能直接套用全球 SDGs 评估方法

自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及指

标体系层出不穷。但由于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理解差异，在评估方法、指标选择、权重确定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也很难形成全球公认的或者被普遍应用的方法学。2015 年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后续发布的包含 232 个指标的
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建立标准体系，推进评估方法的统一和评估结果的可比性。但全球 SDGs 进展评估方法直接套用到城市

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数据不配套，SDGs 目前的指标多针对国家层面，城市层面缺乏相应统计数据，无法开

4.2 基于 5P 理念的城市 SDGs 进展评估理论
4.2.1 传统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及其缺陷
综合指数评估方法：可比性较弱

综合指标评估方法是传统可持续发展评估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可持续发展寻求的是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

因此，常用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也是基于 3E 目标的评估体系，即通过选择一些的相关指标，对一个城市的经济（Economy）
效率、社会公平（Equality）、环境（Environment）三大目标（3E）的具体实现情况进行评估。其中，经济效率，指的

是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微观经济层面则是利润或收益最大化；社会公平，不仅指当代各社会群体、
同一社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平，而且包括代际公平；环境可持续，则被界定为满足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有研究

以 3E 评估框架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更多维度的评估体系，也有研究将 3E 概括
为资源环境投入和经济社会产出、可持续发展状态因素和动力因素等更少维度的评估体系，但总体上还是以 3E 框架为主。

这些综合所有指标的评估体系的评估结论则往往因为测度的主观差异而不可比。包含多项目标的指标体系需要通过构建加
权的方式进行降维以求得一个复合指标综合反映个项进展，即通过将目标作无量纲化处理，使目标值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从而实现多目标管理。综合指数评估方法，由于指标选择、加权降维等都比较困难避免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不同团队间
的研究结果可比性不甚理想。

货币价值评估方法：适用性较差

货币价值评估，就是通过转化为市场货币对一个城市不同发展时期的总体价值进行评估，即对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

等基本要素进行货币化市场价值核算，各要素价值加总后就可以得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总体状况。传统经济学假设所有行为
决策主体都是理性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造成了环境影响的外部化，
资源价值的定价扭曲，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修正现有市场经济价值对城市的整体可持续状况进行有效评估。例如，可以
根据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的市场投入评估生态环境损失，可以根据消费者对社会公平、社会公正需求的显性偏好评估社会

发展的潜在经济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统一测度理念，世界银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展环境改进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中国政府也在 2004 年启动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货币价值评估方法克服了测度多元目标的困难，但是该方法未能获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适用范围并不大。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伦理价值基础，一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一个物种的消失，其市场价值评估缺乏伦理基础；
二是缺乏科学信息，如土壤重金属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危害性有多大，目前研究获得的信息尚不足以支撑市场选择；
三是要素选择和评估方法过于复杂，由于对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分类不同，各要素的货币化测算方法不同，整体评估也就存
在较大差异。

传统评估方法的理论缺陷：工业文明发展范式

事实上，现有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无论是综合指数评估方法还是货币价值评估方法，均源于古典经济学效用价值论，

展评估；其次，在目标的选取方面，以评估国家实施进展为目标的指标，也未必适合在城市层面应用，比如可再生能源占

即功利主义伦理价值观，是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应用，过于注重当前的经济增长，弱化了环

前主要关注国家层面实施进展的 SDGs 指标体系中列出。因此需要根据城市特点，构建基于 SDGs 指标体系的，适合评估

元论，把自然看作无生命状态的客观实体，将自然资源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消费物品，保护生态和环境是为了作为消费物

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等，城市层面很难控制和调整这些指标的实施；与之相对的，城市层面需要考虑的目标，也未必在目
城市 SDGs 实施进展的创新方法学。

境可持续和代际公平目标。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一是坚持以人类为能动主体的一
品的生态与环境的永续供给，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赢、共荣的内在统一性；二是由于信息不足、认知差异和局限性，
未来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有效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不涉及当代人需求满足或效用价值低廉的生态环境“物品”，

不论子孙后代是否需要，都被视为没有价值而不采取保护措施，危害了环境可持续。因此，不论是基于 3E 的传统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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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评估方法，还是生态环境价值货币化评估方法，其定位与落脚点均在发展，又主要以经济增长来测度发展，从而导致了
评估理论体系构建中环境可持续和代际公平目标趋于弱化，现实中环境可持续性挑战愈发严峻。

4.2.2 基于 5P 理念的城市 SDGs 评估理论
理论基础：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工业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虽经过了几十年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探索，但依旧困境重重。摆脱目前的理论

和谐）和执行（提升伙伴关系）这两个实施要素。如果说社会公正和谐更多的是国内或区域内部的治理目标的话，那么提

升伙伴关系所强调的更多的是国际层面或跨区域层面的治理架构支撑。如果说 3E 是各自较为独立的发展目标，那么 5P 就
是一个相互协同关系，新增的保障和执行就是基本前提和重要支撑，各要素之间互相促进。

从要素内涵来看，5P 的内涵比 3E 更为丰富，政策指示性也更强。其中，人类维度，除了强调传统的社会公平外，更

加突出每个人，目标是“一个不落下”；地球维度，除了传统的资源环境外，更加突出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性；经济维度，
除了传统的总体繁荣外，更加突出是所有人的繁荣，更加侧重绿色繁荣。

和方法困境，需要实现发展范式的转型，超越工业文明范式，探索生态文明范式，聚焦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实现理论认知、
研究方法和决策实践的全面提升。中国在“生态文明”上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对于全球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环境已不再被视为没有价值，而是

被当成社会福利和生产力的重要组分。中国关于“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阐述了

Green-GDP

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体现了辩证统一的思想，明确认可并重视自然价值。

伦理认知

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突出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

而不是功利主义地改造和破坏自然。当然，生态文明范式并非要完全抛弃工业文明范式的运行机制，而是要在其中加入生

3E

SDGs-17G

SDGs-5P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

自然价值论

自然价值论

工业文明范式下的环境

工业文明范式下的可持

学理论

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

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

外部性理论、资源经济

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生

续发展理论

持续发展理论

态文明的内容，其伦理价值基础不再是功利主义，而是对自然和人的尊重，寻求的是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在促进物质生

目标函数

经济利润最大化

社会福祉最大化

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需要寻求社会和生态公正、保障生态安全，而不是简单的需求导向的社会公平；需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环境的

制度设计

多保护资本，少关注

多保护资本，少关注

多关注人和自然

多关注人和自然

评估维度

1维

3维

17 维

5维

产和财富积累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因此，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评估理论，
货币化或资产收益最大化。

理论框架：全新的 5P 评估体系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5P 理念的形成与引领是一项重要创新，是对传统的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人和自然

的超越。其中：

人类（People），并非单指个体的人或单个的族类，也非泛指的民众或群体，而是指人人，每个人，“一个都不落下”，

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与饥饿，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
的潜能。

地球（Planet），指的是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环境，不仅仅涉及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资源耗竭，

更强调人类共有和未来的生存基础，包括气候变化、海洋环境、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就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构建全球环境安全，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有效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确保

人和自然

表 4-1 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论的比较

4.3 基于 5P 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构建
4.3.1 指标选择的原则

城市 SDGs 实施进度的评估就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收集评估指标的状态信息，

全球气候安全。

基于评估计算方法对城市的 SDGs 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分析。因此，指标选择尤为关键，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会针对评估体

经济转型发展，持续繁荣，让所有的人都过上繁荣和充实的生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技术进步。

的城市适用的指标，（2）五年规划或各类城市规划中的发展指标，（3）尚未进入统计序列但对于城市发展具有前瞻性、

繁荣（Prosperity）, 不是指简单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资产的富集，而是可持续的、共同富裕的绿色繁荣，就是要促进
和平（Peace），并不是与“战争”相对应的简单概念，而是包括地区和平稳定在内的社会包容与和谐，就是要促进

社会公正和谐，创建没有恐惧与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性社会，实现不同文化、种族、制度的相互包容，人与人、人与
社会间的相互包容。

伙伴关系（Partnership），并非简单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更加强调国际治理体系中国家之间，国家和非国家

行为体等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安排，就是要通过必要的手段提升合作关系，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密切合作，提升所有个体的
参与程度，尤其是要注重满足最贫困最脆弱群体的需求。
理论创新：突破了对可持续发展的传统理解。

从要素构成来看，基于 5P 理念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显然超越了传统可持续发展的 3E 认知范畴，增加了保障（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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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目标及构成要素特点明确指标选择的指导思想。本研究指标选择将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1）SDGs 232 个指标中
指引性的指标。

包含 SDGs 指标中城市适用的指标

SDGs 共有 232 个具体评估指标。由于 SDGs 是针对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评估指标，有些指标在城市层面

并不适用，因此，基于 5P 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中将 SDGs 中不适合城市层面评估考核的指标进行剔除。

五年规划或各类城市规划中的发展指标

规划引领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中国通过连续实施若干个“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不仅指引

了城市发展路径，也积累了评估城市发展的数据基础。各个城市五年规划纲要的数据一般具有连续性，可以比较好的

评估相关领域的动态演化趋势。五年规划纲要之外，城市建设各个领域在不同职能部门的推动下，也会开展各种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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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如空间形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这些指标会因为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作重点任务的

差异，有选择性的进入五年规划纲要，即便没有进入五年规划纲要的指标，也具有统计基础，可以纳入本课题指标体
系以平衡展示各方面工作。

前瞻性指标

5P

有一些指标目前并没有进入统计序列，但能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实质，能反映指标间的关联性，解决问

SDG 目标

目标一：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

题的系统性以及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引领性，这样的指标，本研究也将基于数据基础适当纳入。如脱钩指数可以综合反

式的贫穷

映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消费的弹性，虽然该指数没有时间序列的统计，但基于其他相关指标也能进行匡算，可以

指标名称
城市人口平均年龄

PPL-G01000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PPL-C010102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

纳入评估指标体系；景观破碎度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空间规划、功能分区等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程度，虽然缺乏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

历史数据统计基础，但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数据获得评估数值。这些指标的选择往往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蕴含了对某个领域或某项工作的特别关注或重视，通过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值可以实现对城市发展相关领域工作的规划

PPL-C010103
PPL-C010202
PPL-C010101
PPL-C010201

居民可支配收入

PPL-T020101

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PPL-C02020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PPL-C020101

农林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PPL-T020001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PPL-C020102

养老床位数

PPL-C030108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

PPL-C030109

预期寿命

PPL-G030001

每万人医生数

PPL-C030101

每万人病床数

PPL-T030801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PPL-C030102

婴儿死亡率

PPL-C030201

重点癌症早诊率

PPL-C030106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PPL-C030107

疫苗接种率

PPL-C030105

孕妇死亡率

PPL-C030103

PLANET

每十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PPL-C030104

生师比（普通小学）

PPL-C040101

PLANET

生师比（普通中学）

PPL-C040102

有组织学习（小学入学正规年龄的一年前）
的参与率

PPL-C040201

和指引。

目标二：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
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4.3.2 基于 5P 理念的城市 SDGs 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 5P 评估理念和上述指标选择方法，本研究建立了涵盖人类、繁荣、环境、社会和伙伴关系 5 个维度的，共计

115 个指标（图 4-1）的 SDGs 实施进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中人类（People）维度包括 44 个指标、地球（Planet）维度包

括 13 个指标，繁荣（Prosperity）维度包括 48 个指标，和平（Peace）维度包括 5 个指标，伙伴关系（Partnership）维
度包括 5 个指标，具体指标含义参见表 4-2。

PEOPLE
目标三：确保各年龄段人群的健
康生活方式，促进他们的福祉

PEOPLE
PROSPERITY

市民化程度

PARTNERSHIP

目标四：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
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

图 4-1 基于 5P 理念的城市 SDGs 评估指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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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编号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PPL-T040302

PPL-T040001
PPL-C040103
PPL-C040104
PPL-T0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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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SDG 目标

目标五：实现性别平等，增强
所有妇女和儿童的权能

指标名称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推行和监
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歧视

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占比
城市市领导女性占比
单位 GDP 水耗

目标六：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
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PEOPLE

目标七：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
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

PPL-C060202

单位 GDP 能耗

PPL-T070301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PPL-C070102

人均用电量

PPL-C070103

人均供气量

PPL-C070104

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

PPL-C070101

城镇登记失业率

PST-C080201

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
生态足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

单位 GDP 碳排放

战略型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目标九：建造具有地域灾害能
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基友包容
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排水管道长度重
城市客运
城市货运

工业产值占比
研发经费占比

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
科技进步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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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目标十一：建设包容、安全、有
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
人类住区

民间社会直接参与的城市规划架构

每十万人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
响的人数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城市是否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需求一体化
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PST-C08050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
目标十二：确保采用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模式

PST-T090001

PST-C090102
PST-C090103
PST-T090101

PST-T090002

目标十三：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
候变化及其影响

PST-C110101
PST-T110001

PST-C110201
PST-T110201

PST-C110107
PST-C110108
PST-C110109
PST-C110104
PST-T110601

PST-C110105
PST-C110102
PST-C110106
PST-C110202
PST-C110110
PST-C110203
PST-T110602

PST-C110103
PST-C120102
PST-C120201
PST-T120201

PST-C120101

单位 GDP 能耗

PST-T120202

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PST-C120202

事项或目标纳入城市政策

城市是否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

PLANET

PST-T100202

动计划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

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机构

PST-C090201

PST-C090203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城市行

单位 GDP 水耗

PST-C090104

PST-C090101

公交出行分担率

城市是否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

PST-C080103

PST-T09020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比率

PST-T080401

PST-C090202

住房负担率

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PST-C080102

PST-C080104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公共服务支出比例

PST-T080301

全员劳动生产率

的一部分

PROSPERITY

PST-T100101

无障碍设施普及率

PST-C080101

PST-T080101

最底层 40% 人口人均收入

城乡收入之比

城市路网密度

PST-T080801

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

PST-T100201

PM2.5 年均浓度

PPL-C060101

指标编号

泰尔指数

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

PPL-C060102

用水紧张程度

指标名称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PPL-C050103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旅游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间的不平等

PPL-C050103

PPL-C06020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SDG 目标
目标十：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PPL-C050102

PPL-T060201

人均 GDP

5P

PPL-C05010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目标八：促进持久、包容和可

指标编号

警内容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

PST-T120203

PLN-C130201
PLN-C130101

城市是否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PLN-C130102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PLN-G130001

GDP 碳强度

PLN-G1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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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SDG 目标

PLN-C140102

海洋健康指数

PLN-T140202

保护区面积占海洋区域的比例

PLN-C140101

景观破碎度

PLN-T150101

森林覆盖率

PLN-C150101

人均绿地面积

PLN-G150001

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的比例

PLN-C150201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PEC-C160201

目标十六：创建和平、包容的社

政府政务公开

PEC-T160601

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清廉指数

PEC-T160501

政府基本支出占初始核定预算的比例

PEC-C160101

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PEC-T160101

政府负债率

PTS-C170201

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PTS-C170102

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

PTS-C170101

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PTS-C170103

政府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

PTS-C170104

目标十五：保护、恢复和促进可
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
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
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

PARTNERSHIP

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目标十七：加强执行手段，重振
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4.3.3 城市 SDGs 各指标进展评估方法
（1）指标实施进展评估方法

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评估包括实施进展评估和目标差距评估两个方面。实施进展评估（图 4-2），指的是目前实施情

况与评估起始点之间在不同评估指标上的差别，表现为针对评估起始时间如某个特定年份的发展变化；目标差距评估（图

4-3），指的是目前进展情况与目标时间点之间在不同评估指标上的差别，表现为针对评估目标时间如 2030 年的发展差距。

进展评估可以从历史维度看出在哪些方面发展比较快，取得的成就较大；而差距评估则可以反映哪些指标和工作改进空间
更大，是未来需要高度关注和大力推进的领域。

2030 年目标值
指标值

海洋酸度

2030 年目标值
指标值

PLN-T140201

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PEACE

指标编号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 一、二类 ) 比例

目标十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

PLANET

指标名称

趋势

历史

2000

实施进展

2020

图 4-2 实施进展评估示意图

2030

2000

实施进展评估公式如下 :

实施进展

趋势

历史

2020

2030

图 4-3 目标差距评估示意图

目标差距评估公式如下：
（4.1）

（4.2）

其 中，PAIi 表 示 城 市 指 标 i 的 实 施 进 展 百 分 比，

其中，TGAi 表示城市指标 i 的目标差距百分比，

的值，TG2030
i 表示城市指标的 2030 年目标值。

的值，TGi2030 表示城市指标的 2030 年目标值。

IVi

、IVi

2000

2020

分别表示 2000 年、2020 年城市指标 i

IVi2000、IV2020
i 分别表示 2000 年、2020 年城市指标 i

（2）综合评估指数的构建
5P 复合指标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得深入发展，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主观赋权方法，

也有熵权法、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等客观赋权方法。主观赋权评估法，即采用定性的方法，由专家根据经验进行主观
判断而得到权数，然后再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常用的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环比倍乘评分法、序相关分析法等。其
中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是实际应用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可以将复杂问题层次化，将定性问题定量化。客观赋
权法，即根据历史数据研究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或指标与评估结果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综合评估，主要包括熵权法、主成分

分析法、变异系数法、Topsis 方法等。其中熵权法应用最为广泛，这种赋权法所使用的数据是决策矩阵，所确定的属性权
重反映了属性值的离散程度。客观赋权法根据指标的历史信息来确定权重，可以尽量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权重结果具有

很强的客观性。主客观结合的方法是针对主观权重确定方法和客观权重确定方法的优缺点，提出的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
权方法。

综合比较各种权重确定方法的优劣，并考虑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可对比性，本研究采用等权重的赋权法。参照全球人

类发展指数、全球 SDG 等评估体系构建方法，采用等权重的赋权方式。确定权重后，即可计算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在每个
P 以及整体实施进展与差距的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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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KI 为 5P 层面第 k 个维度下第 i 个指标的权重，PAIKI 为 5P 层面第 k 个维度下第 i 个指标的实施进展百分比，

PAIK 为 5P 层面第 k 个维度的实施进展百分比， PAI 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综合评估值，最高为 1，最低为 0，
得分值越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

5P 关键指标

基于 5P 的城市 SDGs 进展评估指标体系中，每个 P 都包含了众多指标，虽然每个指标都代表了一个方面的工作，是

平衡落实 SDGs 的一个支点，但这些指标的代表性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存在差异，一些指标在特定的时间段（发展阶段）和

特定知识背景（认知）下会被认为其代表性、重要性高于其他指标。为了识别这些关键指标，本文采用德尔菲法，也称专
家调查法对每个 P 下面的关键指标进行打分、筛选，并对这些指标的实施进展和差距进行评估，进一步识别未来的重点行
动领域。

4.3.4 评估指标 2030 目标值的设定
评估指标 2030 年目标值是指未来各个指标应达到的水平和程度。各个指标有了目标值，才能让具有实施进展和实施

差距的考核有依据，也才能评估落实 SDGs 的整体实现进展。评估指标 2030 目标值确定有以下方式：

第一，SDGs 目标中已明确的目标值

在 232 个 SDGs 指标中，只有少数指标具有特定目标值。例如 : 目标 1：结束贫困意味着贫困率为 0%，与消除

所有贫困相一致。这些指标的 2030 目标值将根据 SDGs 指标描述确定。

第二，SDGs 目标中未明确的目标值

对于 SDGs 中未明确的指标，评估指标 2030 目标值将由以下几个方法来确定：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一些城市如深圳市已经发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规划，其中一些

指标已经具有 2030 年发展的目标值，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已经经过研究确定的评估指标 2030 目标值。

各类城市发展规划。我国的很多城市除了 5 年规划刚要之外，也会开展一些社会、经济、环境等领域的专项规划，

尤其是不同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一般也会提出一些预估或者目标值。这些目标值也是基于当地发展水平和发展趋
势推到得到，可以作为或以它们为基础继续推导计算 2030 评估指标目标值。

世界城市 Top5 平均值。对于一些缺乏科学基础进行推算预估 2030 目标值的指标，可以采用全球城市中在该指

标领域发展的最好的 5 个城市的平均值作为该评估指标 2030 年目标值。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op5。主要考虑某些指标全球数据难以获取，经合组织成员国在数据收集、统计方面相对

全面，且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基本可以代表全球在绝大多数领域最先进的水平。因此，在全球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况下，
可以经合组织 Top5 数据代替全球 Top5 数据作为评估指标 2030 年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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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四章评估方法学，本章基于目前可以收集和整理的数据，对深圳市 2030 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

标进行了描述和计算，并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展进行了综合评估。

5.1 指标描述
本章摘要：通过系统的数据处理并依据第四章评估方法学，本章对每一个指

标计算方法、数据来源、不同年份的计算结果进行了详细描述。基于评估指标的
计算结果，对深圳市实施 SDG 总体进展以及在 5P 即“人类”、
“繁荣”、
“地球”、
“和
平”、“伙伴关系”等 5 个领域的指标实现进展进行了评估。结论显示，深圳市

实施 SDG 总体进展优秀，“地球”相关指标已实现 2030 年目标，社会和经济指

标实现进展相对靠后，但这些指标的相对 2000 年基期值也同样实现了大幅进展，
其实现程度超过预期 17。

“人类”相关指标

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10101

指标描述： 总人口中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
2000 年： 0
2020 年： 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指标编号： PPL-C010102

指标描述： 总人口中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比率
2000 年： 19.13%
2020 年： 91.60%

2030 目标： 0

数据来源：深圳市民政局提供数据

计算公式：PPBNPL=PBNP/TP*100%
PPBNPL：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
PBNP：国家
TP：总人口

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标编号： PPL-T020101

指标描述： 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
入和转移净收入的总和
2000 年： 20905.68 元
2020 年： 64878 元

2030 目标： 100%

数据来源：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第

七次人口普查、《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1.3

RCSS：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PBMI：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TP：总人口

每十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30104

指标描述： 一定时期内，因道路交通所致死亡的人数
占每十万人口的比例
2000 年： 8.66/10 万

2020 年： 2.20/10 万人

2030 目标： 100000 元

2030 目标： 2.1/10 万

计算公式：DIR=WI+NOI+NPI+NTI
DIR：居民可支配收入
WI：工资性收入
NOI：经营净收入
NPI：财产净收入
NTI：转移净收入

计算公式：RMRT=(NDRT/TP）*100000
RMRT：每十万人因道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NDRT：因道路交通所致死亡人数
TP：总人口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深圳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可持续发展
规划

数据来源： 深圳市公安局提供数据

17. 预期实施目标定义为 67%，因为 2020 年位于 2000 年到 2030 年时间区间的 67% 的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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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

指标编号： PPL-G030001

指标描述： 假若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年数

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
年数

2000 年： 75.49
2020 年： 81.25

2030 目标： 83.73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深圳市卫
生统计年鉴和卫生事业规划、深圳市可持续发展
规划

每万人病床数

指标编号： PPL-T030801

指标描述： 每万人口所配备的病床数
2000 年： 15.0

2020 年： 35.82

2030 目标： 58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深圳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提供数据

计算公式：NHB=HB/(TP/10000)
NDP: 每万人医生数
HB：病床数
TP：总人口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30102

指标描述： 规定年份出生的儿童在年满 5 岁前，活产
儿童的死亡比率
2000 年： 7.48‰

2020 年： 1.87‰

2030 目标： 3‰

数据来源： 中国卫免生疫健规康划委信提息供管数理据系统

计算公式：MRCUFY=NDCUFYO/NLB*1000‰
MRCUFY：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NDCUFYO：五岁以下死亡儿童人数
NLB：活产儿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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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医生数

指标编号： PPL-C030101

指标描述： 每万人口中属于医生的人口
2000 年： 11

2020 年： 25.12

2030 目标： 32.8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深圳市第七次人口普查、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数据

计算公式：NDP=DP/(TP/10000)
NDP: 每万人医生数
DP：医生的人口
TP：总人口

孕妇死亡率（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30103

指标描述： 每十万例活产中孕产妇的死亡数为孕产妇
死亡率。从妊娠开始到产后 42 天内，因
各种原因 ( 除意外事故外 ) 造成的孕产妇
死亡均计在内。
2000 年： 28.36/10 万
2020 年： 4.79/10 万

2030 目标： 6/10 万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市卫生健康委提供
数据

计算公式：MMR=NMD/(NLB/100000)
MMR：孕妇死亡率
NMD：孕妇死亡人数
NLB：同期活产数

生师比（普通中学）（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40102

指标描述： 普通中学中学生和教师人数之比
2000 年： 16.13
2020 年： 12.44

2030 目标： 6.78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 Top5 的
均值

计算公式：TSRJ=NTJ/NSJ
TSRJ：普通中学生师比
NTJ：普通中学学生数量
NSJ：普通中学教师数量

婴儿死亡率（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30201

指标描述： 婴儿出生后不满周岁死亡人数同出生人数
的比率
2000 年： 5.99‰
2020 年： 1.1‰

2030 目标： 2.75‰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深圳市卫
生健康委提供、结合深圳实际情况预测

计算公式：IMR=NM/NLB*1000‰
IMR：婴儿死亡率
NM：婴儿死亡人数
NLB：婴儿出生人数

疫苗接种率

指标编号： PPL-C030105

指标描述： 在疫苗的预防接种中，实际接种人数占应
该接种人数的比例
2000 年： 96.54%
2020 年： 99.67%

2030 目标： 98.0%

数据来源： 深圳市卫生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深圳市卫
生统计年鉴和卫生事业规划、深圳市可持续发展
规划

计算公式：VCR=AVP/NVSA*100%
VCR：疫苗接种率
AVP：实际疫苗接种人数
NVSA：应该接种人数

15 岁上人口文盲率（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40103

指标描述： 15 岁以上文盲人口数与 15 岁以上总人口
数的比率
2000 年： 1.24%
2020 年： 0.54%

2030 目标： 0.38%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局、人口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局《国
际统计年鉴 2018》全球 Top5 均值

计算公式：IR=NI/FTP*100%
IR：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NI：15 岁以上人口文盲数
FTP：15 岁以上总人口

有组织学习 ( 小学入学正规年龄
一年前的参与率）

指标编号： PPL-C040201

指标描述： 3-5 岁儿童中入园的比例
2000 年： 66.1%
2020 年： 100%

2030 目标： 100%

数据来源： 深圳市教育局

计算公式：GARPTY=NCK/NC*100%
GARPTY：有组织学习（小学入学正规年龄的一年前）
的参与率
NCK：在幼儿园的儿童人数
NC：3-5 岁的儿童人数

生师比（普通小学）（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40101

指标描述： 普通小学中学生和教师人数之比
2000 年： 30.3

2020 年： 17.92

2030 目标： 9.39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深圳市教育局、世界银行数据
库国家 Top5 的均值

计算公式：TSRP=NTP/NSP
TSRP: 普通小学生师比
NTP：普通小学学生数量
NSP ：普通小学教师数量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指标编号： PPL-T040301

指标描述： 地区生产总值中教育经费支出的占比
2000 年： 1.82%
2020 年： 2.66%

2030 目标： 8.53%

数据来源： 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
国家 Top5 的 均值

计算公式：PEE=EE/GDP*100%
PEE：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
EE：教育经费支出
GDP：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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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受教育年限

指标编号： PPL-C040104

指标描述： 一定时期内接受学历教育年数总和的平均数
2000 年： 9.77

2020 年： 11.86

2030 目标： 13.4

数据来源： 深圳市产业发展与人口结构的演变与影响、深圳
市第七次人口普查、UNDP 数据库

计算公式：ALE=( ∑ DEPi *EPi)/TP
ALE：平均受教育年限
DEPi：不同学历人口的教育年限
EPi：不同学历人口
TP：总人口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指标编号： PPL-C060101

指标描述： 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量占污水
排放总量的比重
2000 年： 20.2%
2020 年： 98.11%

2030 目标： 98%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深圳市水务局、深圳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7-2030）

计算公式：CTRSTP=STC/TDS*100%
CTRSTP：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STC：污水处理量
TDS：污水排放总量

单位 GDP 水耗（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60102

指标描述： 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的水资源量
2000 年： 56.06 立方米 / 万元
2020 年： 8.41 立方米 / 万元

2030 目标： 5.56 立方米 / 万元

数据来源： 深圳市水资源公报、市水务局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

计算公式：WCP=NWC/GDP
WCP：单位 GDP 水耗
NWC：水资源消耗总量
GDP：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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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占比

指标编号： PPL-C050102

指标描述： 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的占比
2000 年： 17.1%

2020 年： 26.86%

2030 目标： 30.9%

数据来源：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选联
任工委提供数据

计算公式：RFNPCP=FNPCP/NPCP*100%
RFNPCP：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占比
FNPCP：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人数
NPCP：城市人大代表大会总人数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指标编号： PPL-C060201

指标描述： 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 III 类水体比例，
为省考断面环境水质良好水体比例
2000 年： 28.6%
2020 年： 28.6%

2030 目标： 54.5%

数据来源：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计算公式：WBRGEWQ=NAWB/TSW*100%
WBRGEWQ：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NAWB：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 III 类水体

TSW：地表水体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
推行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歧视

指标编号： PPL-C05010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推行和监
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歧视（1 为“是”，
0 为“否”）
2000 年： 1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48 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深圳市妇

女发展规划 2001—2010》、《深圳市儿童发展

规划 2001—2010》、《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
促进条例》等

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

单位 GDP 能耗（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PL-C070101

指标描述： 总人口中能获得电力的人口占比
2000 年： 100%
2020 年： 100%

指标编号： PPL-C070101

指标描述： 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能源量
2000 年： 0.593 吨标准煤 / 万元
2020 年： 0.191 吨标准煤 / 万元

2030 目标： 100%

数据来源： 据“广东 2007 年解决 2.1 万户农村无电人口用电

问题”推测、“我国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亚太可持续报告 2019

计算公式：PPAE=NPAE/TP*100%
PPAE：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
NPAE：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数量
TP：总人口

2030 目标： 0.23 吨标准煤 / 万元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局、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 Top5 的
均值

计算公式：ECP=NEC/GDP
ECP：单位 GDP 能耗
NEC：能源消耗总量
GDP：地区生产总值

“繁荣”相关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ST-C080201

指标描述： 一定时期满足全部就业条件的就业人口中仍
未有工作的劳动力的比率
2000 年： 2.45%
2020 年： 2.49%

2030 目标： 3%

数据来源：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计算公式：UER=UEP/（UEP+EP） *100%
UER：城镇登记失业率
UEP：失业人数
EP：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指标编号： PST-T080301

指标描述： 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2000 年： 49.3%
2020 年： 62.1%

2030 目标： 62%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

计算公式：PAVTI=AVTI/GDP*100%
PAVTI：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AVTI：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 GDP

指标编号： PST-C080101

指标描述： 地区生产总值与总人口的比值
2000 年： 33276 元

2020 年： 157575 元

2030 目标： 200000 元

数据来源： 深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第

七次人口普查、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计算公式：PCGDP=GDP/TP
PCGDP：人均 GDP
GDP：地区生产总值
TP：总人口

城市路网密度

指标编号： PST-T110201

指标描述： 道路网总里程占区域面积的比例
2000 年： 1.84km/ 平方千米
2020 年： 8.56km/ 平方千米

2030 目标： 8.0km/ 平方千米
数据来源：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计算公式：URND=TMRN/RA
URND：城市路网密度
TMRN：道路网的总里程
RA：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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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
（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ST-T080401

指标描述： 能源消费的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
2000 年： 0.83
2020 年： 0.05

2030 目标： 0

数据来源： 深圳市工业能耗指引、Tapio 论文

计算公式：DIECEG=(% ∆ EC)/(% ∆ GDP)
DIECEG：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
% ∆ EC：能源消费量变化率
% ∆ GDP：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指标编号： PST-T090001

指标描述： 每万人口中所拥有发明专利数
2000 年： 0 件

2020 年： 117.3 件 / 万人

2030 目标： 99.5 件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深圳市市场监督局

计算公式：RNPO=NPO/(TP/10000)
RNPO：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NPO：发明专利拥有数量
TP：总人口

泰尔指数（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ST-T100201

指标描述： 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
不平等度）的指标
2000 年： 0.078
2020 年： 0.07

2030 目标： 0.008

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根据指标公式计算所得、全球 top5

研发经费占比

指标编号： PST-C090101

指标描述： 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 ＆ D）活动的经费
占 GDP 的比重
2000 年： 2.89%
2020 年： 3.90%

2030 目标： 4.80%

数据来源： 深圳市 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统计公报、深圳
市科技创新委、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指标编号： PST-C110201

指标描述：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
2000 年： 38 微克 / 立方米
2020 年： 19 微克 / 立方米

2030 目标： 15 微克 / 立方米

数据来源： 深 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深 圳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
（2017-2030）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指标编号： PST-C11010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1 为“是”，0
为“否”）
2000 年： 1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深圳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深圳市级应

急 预 案》、《 深 圳 市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体 系 建 设
“十三五”规划》等

计算公式：PRD=ERD/GDP*100%
PRD：研发经费占比
ERD：研发经费
GDP：地区生产总值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ST-C110203

指标描述： 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例
2000 年： 0.034%
2020 年： 0.0125%

2030 目标： 0.0152%

数据来源： 深圳市 2000 年以来气象灾害及其风险评估、
《2005-2014 年深圳市气象灾害情况统计分析
报告》

计算公式：PDEL=DEL/GDP*100%
DEL：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DEL：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GDP：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

指标编号： PST-T110001

指标描述： 每单位建成区所产生的 GDP
2000 年： 6.71 亿 / 平方公里

2020 年： 29.02 亿 / 平方公里

2030 目标： 44.19 亿 / 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 深圳统计局、深圳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全球城市 top5

计算公式：UBAO=GDP/BA
UBAO：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
GDP：地区生产总值
BA：建成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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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年均浓度（逆向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指标编号： PST-T110601

指标描述： 在建成区的各类绿地面积占建成区面积比率
2000 年： 45%

2020 年： 43.4%

2030 目标： 45.5%

数据来源： 深圳市城市和综合执法局

计算公式：GRBUA=GSA/BA
GRBUA：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GSA：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BA：建成区面积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编号： PST-C120201

指标描述： 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数量占生活垃圾产生总
量的百分比
2000 年： 90%
2020 年： 100%

2030 目标： 100%

数据来源： 深圳市环境状况公报、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
法局

计算公式：HTRDW=NMWTH/TDWP*100%
HTRDW：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NMWTH：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数量

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指标编号： PST-C110102

城市居民于工作日高峰期间在出行方式中选
择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
通、出租车等）的出行量占机动化出行总量
的比率
2000 年： 51%

指标描述：

2020 年： 60.5%

2030 目标： 75%

数据来源：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计算公式：BTSR=TNTPT/TNT*100%
BTSR：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TNTPT：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出行量
TNT：高峰期间居民机动化出行总量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作为
一个单独的战略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的一部分
指标编号： PST-T08010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
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
的一部分（1 为“是”，0 为“否”）
2000 年： 1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深圳市进一步
促进就业若干措施》、《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等

TDWP：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53

城市是否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民间社
会直接参与的城市规划架构

城市是否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需求一体化的城市
和区域发展计划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
民间社会直接参与的城市规划架构（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需求一体化
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1 为“是”，0 为
“否”）

指标编号： PST-C110202

为“是”，0 为“否”）

2000 年： 1

指标编号： PST-C110103

2000 年： 1

2020 年： 1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深圳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35 年）编制公众参与工作坊》、
文献（深圳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等

指标编号： PLN-C150201

指标描述： 自然保护区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2000 年： 0.47%

2020 年： 11.43%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 深 圳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1996——

2000）》、《深圳十三五规划纲要》、《深
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等

数据来源：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计算公式：PNRLA=NR/LA*100%
PNRLA：自然保护区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NR：自然保护区面积

2000 年： 1

数据来源： 深圳市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

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等

导小组办公室

“地球”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计算公式：PPAMA=PA/MA*100%
PAMA：保护区面积占海洋区域的比例
PA：保护区面积
MA：海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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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

指标编号： PLN-C150101

指标描述：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2000 年： 47.4%

2020 年： 39.39%

2030 目标： 37.36%

数据来源： 深圳市环境状况公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计算公式：FCR=FA/LA*100%
PFCR：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FA：森林面积
LA：陆地面积

指标编号： PLN-C13010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
警内容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1 为
“是”，0 为“否”）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介绍》、《深

城市是否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内容
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

2000 年： 0

2020 年： 1

2030 目标： 1

2030 目标： 72.7%

培训会、碳市场排放交易所等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机构（1
为“是”，0 为“否”）

2020 年： 1

2020 年： 72.7%

数据来源： 深圳市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指标编号： PLN-C130201

2000 年： 1

2000 年： 50%

2030 目标： 1

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
相关机构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城市行
动计划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
事项或目标纳入城市政策（1 为“是”，0
为“否”）

指标描述： 近岸海域中水质达到一、二类标准的比例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1
为“是”，0 为“否”）
2000 年： 0

LA：陆地面积

指标编号： PST-C120101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 一、二类 ) 比例

指标编号： PLN-C130102

2020 年： 1

2030 目标： 9.84%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城市行动计划
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事项或目标纳
入城市政策

指标编号： PLN-T140201

城市是否建全设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
变化能力建设

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比例

2030 目标： 1

数据来源： 《 深 圳 市 低 碳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2011—
2020）》、 深圳市发改委与哈工大（深圳）合
作立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等

“和平”相关指标
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逆向指标）

指标编号： PEC-T160101

指标描述： 在一定时期内每十万人口中刑事案件立案的
件数
2000 年： 982.02
2020 年： 522.87

2030 目标： 520.25

数据来源： 深圳市公安局

计算公式：NCCPOHT=（NCCEC/TP）*100000
NCCPOHT：每十万人的刑事案件立案数
NCCEC：刑事案件立案数
TP：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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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相关指标
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

从基于 5P 的指标评估结果来看，2000-2020 年深圳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完成情况较好，所有目标总体实现比

例为 91.53%。人类、繁荣、地球、和平、伙伴关系等 5 个维度复合指数完成度均超过 2030 年目标值的 79%，其中基于地
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指标编号： PTS-C170101

指标描述： 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1
为“是”，0 为“否”）
2000 年： 0
2020 年： 1

指标编号： PTS-C170102

指标描述： 总人口中能使用因特网的人口占比

球的指标已经完成目标，人类、繁荣、和平、伙伴关系分别完成 79.12%、84.73%、99.43%、94.34%。

（2）2030 SDGS 目标实施差距评估——关键指标

2000 年： 33%

2020 年： 87.1%

2030 目标： 1

2030 目标： 94%

数据来源：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推进深圳市

数据来源： 《通信世界》——深圳互联网市场发展快、

《2017 深圳市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领

《We Are Social&Hootsuite：2018 全球数字报告》

导小组的通知》、深圳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

计算公式：PPUI=NPUI/TP*100%
PPUI：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NPUI：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数量
TP：总人口

5.2 实施进展评估结果

使⽤因特⽹的⼈⼝⽐例
每⼗万刑事案件⽴案数（逆向指标）

平均受教育年限

城市⼈⼤代表⼤会中⼥性占⽐
40%
近岸海域⽔质优良(⼀、⼆类)⽐例

20%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例
（逆向指标）

污⽔处理⼚集中处理率

单位GDP⽔耗（逆向指标）

⽣活垃圾⽆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PM2.5年均浓度（逆向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逆向指标）

单位建成区GDP产出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重
泰尔指数（逆向指标）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脱钩指数
（逆向指标）

体评估和分项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5.2.1 总体评估

图 5-2 2000-2030 年关键指标的实现进展评估

（1）2030 SDGs 目标实施差距评估——5P 复合指标

关键指标实现程度良好，整体进度达到 89.87%

people

2000 年已达目标的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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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占陆地⾯积⽐例

基于研究方法学和数据计算结果，对深圳市可持续发展实施进展和面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差距进行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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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100%
居⺠可⽀配收⼊

2020 年实现目标的指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比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等。

完成进展达 90% 以上的指标包括：单位 GDP 水耗、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十万人刑

事案件立案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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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进展相对较慢的指标有：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泰尔指数等，这些指标完

成度均低于 67%。

图 5-1 深圳市 5P 复合指标的评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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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例
（逆向指标）
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

100%

能获得电⼒的⼈⼜⽐例
单位GDP⽔耗（逆向指标）

“人类”指标实现程度良好 , 整体进展达到 79.12%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2000 年已达目标的指标：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推

居民可⽀配收⼊
80%

行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歧视等。

预期寿命

60%
环境⽔质良好的⽔体⽐例

每万⼈医⽣数
请输⼊⽂
本

40%
城市⼈⼤代表⼤会中⼥性占⽐

每万⼈病床数
20%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五岁以下⼉童死亡率（逆向指标）

污⽔处理⼚集中处理率

2020 年实现目标的指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疫苗接种率、有组织学习 ( 小学入学正规

年龄的一年前 ) 的参与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单位 GDP 能耗等。

完成进展达 90% 以上的指标包括：单位 GDP 水耗、每十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等。

实现进展相对较慢的指标有 :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每万人病床数、居民可支配收入、生师比（普通中学）、生

师比（普通小学）、平均受教育年限、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每万人医生数等指标，这些指标完成度均低于 67%。

婴⼉死亡率（逆向指标）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
推⾏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性别歧视

孕妇死亡率（逆向指标）

有组织学习(⼩学⼊学正规年龄的⼀年前)的参与率

疫苗接种率

教育经费⽀出占 GDP ⽐例
15 岁以上⼈⼜⽂盲率（逆向指标）

5.2.3 “繁荣”指标的评估

每⼗万⼈因交通事故死亡⼈数（逆向指标）
⽣师⽐
（普通中学）
（逆向指标）

⽣师⽐（普通⼩学）（逆向指标）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产城市⾏动计划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向指标）
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产作为优先事项
100%
或⽬标纳⼊城市政策
⽣活垃圾⽆害化处理率

5.2.2 “人类”指标的评估

80%

⼈均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重

60%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例
（逆向指标）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脱钩指数（逆向指标）
40%

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例
（逆向指标）
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100%
能获得电⼒的⼈⼝⽐例
居⺠可⽀配收⼊
80%
单位GDP⽔耗（逆向指标）
预期寿命
60%
请输⼊⽂
环境⽔质良好的⽔体⽐例
每万⼈医⽣数
本
40%
污⽔处理⼚集中处理率

每万⼈病床数

20%

城市是否执⾏⼈⼝预测和资源需求
⼀体化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

研发经费占⽐

城市是否已设⽴以⺠主⽅式定期运作的、
⺠间社会直接参与的城市规划架构

每万⼈发明专利拥有量

⾼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分担率

五岁以下⼉童死亡率（逆向指标）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
推⾏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性别歧视

婴⼉死亡率（逆向指标）

平均受教育年限

泰尔指数（逆向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路⽹密度

城市⼈⼤代表⼤会中⼥性占⽐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的⻘年
就业战略、作为⼀个单独的战略
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的⼀部分

20%

PM2.5年均浓度（逆向指标）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单位建成区GDP产出

图 5-5 2000-2030 年繁荣指标的实现进展评估

孕妇死亡率（逆向指标）
每⼗万⼈因交通事故死亡⼈数（逆向指标）

有组织学习(⼩学⼊学正规年龄的⼀年前)的参与率
教育经费⽀出占 GDP ⽐例

⽣师⽐
15 岁以上⼈⼝⽂盲率（逆向指标）（普通中学）
（逆向指标）

疫苗接种率
⽣师⽐（普通⼩学）（逆向指标）

图 5-3 2000-2030 年人类指标的实现进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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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指标实现了相对快速、均衡的进展，整体进展达到 84.73%

2000 年已达目标的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城市是否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民间社会直接参与城市规划和管理架构，城市是否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需求一体
化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国家行动计划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事项或目标等。

2020 年实现目标的指标：城市路网密度、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

完成进展达 90% 以上的指标包括：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

实现进展相对较慢的指标 : 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研发经费占比、泰尔指数

“地球”指标总体实施情况较好，整体进度达到 100%
2000 年已达目标的指标：森林覆盖率。

2020 年实现目标的指标：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机构，城市是否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城市

是否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内容纳入学校课程，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
的比例等。

5.2.5 “和平”指标的评估

等，这些指标完成度均低于 67%。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产城市⾏动计划
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产作为优先事项
或⽬标纳⼊城市政策

99.43%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向指标）
100%

⽣活垃圾⽆害化处理率

⼈均GDP

60%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的青年就业战略、
作为⼀个单独的战略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的⼀部分

20%

城市是否已设⽴以民主⽅式定期运作的、
民间社会直接参与的城市规划架构

每万⼈发明专利拥有量

⾼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分担率

研发经费占⽐

PM2.5年均浓度（逆向指标）

城市路⽹密度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图 5-6 2000-2030 年“繁荣”指标的实施差距评估

5.2.4 “地球”指标的评估

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比例

80%
60%
40%

城市是否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
内容容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

0%

森林覆盖率

（逆向指标）

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从 2000 年的 982.02 件下降到 2020 年的 522.87 件，实现了 2030 年目标的 99.43%，仅有 0.57%

的差距。

5.2.6 “伙伴关系”指标的评估
进展
88.69%

差距
11.31%

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

100.00%

图 5-9 2000-2030 年“伙伴关系”指标的实施进展与差距评估

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机构
100%

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立案数

“和平”指标总体实施较好，整体进度达到 99.43%

泰尔指数（逆向指标）

单位建成区GDP产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57%

图 5-8 2000-2030 年“和平”指标的实施进展与差距评估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重

40%
城市是否执⾏⼈⼜预测和资源需求
⼀体化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

差距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逆向指标）

80%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例（逆向指标）

进展

伙伴关系指标完成较好，整体进展达到 94.34%

已达到目标的指标：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

完成进展达 85% 以上的指标：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该指标从 2000 年的 33% 增加到 2020 年的 87.1%，完成

2030 年目标的 88.69%。
城市是否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

图 5-7 2000-2030 年“地球”指标的实施进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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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摘要：本章对评估结论进行了归纳和提炼，主要结论包括：深圳市

5P 复合指标总体进展优秀，SDGs 完成度已经达到 91.53%；52 个评估指标中
有 28 个指标已经完成 2030 年目标，有 77% 的指标实现进度高于 67% 的预期
水平；关键指标的完成度也达到 89.87%，并且有 79% 的指标高于预期。这些
成绩为深圳市全面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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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 4 章研究方法学和第 5 章数据测算结果，本报告对深圳市可持续发展实施进展和面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施差距进行了总体评估和分项评估，评估结论与启示如下：

6.1 5P 复合指标总体进展优良，高于预期水

相对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5P 复合指标实现情况从高到低排序为地球（Planet）、和平（Peace）、伙伴关系

（Partnership）、繁荣（Prosperity）、人类（People），分别为 100%、99.43%、94.34%、84.73%、79.12%；5P 指标
总体完成度为 91.53%，高于预期水平。

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目标一

居民可支配收入

目标二
疫苗接种率

每万人医生数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

孕妇死亡率

生师比 （普通小学）

生师比 （普通中学）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有组织学习（小学入学年
龄前）的参与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

城市是否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推行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
歧视

单位 GDP 水耗
单位 GDP 能耗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每万人病床数

每十万人因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

城市人大代表大会中女性
占比

目标三

目标四
目标五
目标六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

目标七

Prosperity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 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
钩指数

城市是否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作为一个单独的战
略或作为城市就业战略的一部分
研发经费占比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城市是否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内容纳入小学、
中学和大学课程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
森林覆盖率

100%

城市是否全面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建设

Peace

67%-100%

目标十四

目标十六

Partnership

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目标十三

目标十五

自然保护区占陆地面积比例

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城市是否制定有可持续发展
协调政策机制

People

预期寿命

城市是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
相关机构

Planet

33%-67%

0-33%

目标十七
0

图 6-1 深圳市 SDGs 指示板

6.2 54% 的指标已实现 2030 年目标，
77% 实施进度高于预期

在所有评估指标中（图 6-2），54% 的指标已实现 2030 年目标，23% 的指标完成了 67%-100%（不包括 100%），

两项相加一共有 77% 的指标实现程度高于 67%；目前尚有 23% 的指标完成度在 0-67% 之间。

与亚太地区 SDGs 目标实施进展相比（亚太区评估报告认为目前进展缓慢，“2030 年 SDGs 目标均无法实现”），深

圳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总体良好，54% 的指标已经完成，仅有 23% 的目标实施进展低于 67%。

深圳属于快速发展的超大型城市，具有大量内陆移民涌入，对住房、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的社会资源

需求快速增加。深圳市在经济社会高速扩张情况下，落实 SDGs 方面能取得 91.53% 的实施进展，一方面体现了深圳市对
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一方面也体现了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管理和执行机制的高效和可持续性。

目标八

目标九

泰尔指数

目标十

城市是否制定灾害应急预案

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高峰期间公共交通占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

城市是否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
需求一体化城市区域发展计划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

城市是否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城市行动计划或已将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事项或目标纳入城市政策

PM2.5 年均浓度

城市路网密度

城市是否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民间社会直接
参与城市规划架构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目标十一

目标十二

图 6-2 5P 所有指标的实施进展评估结果

注：逆向指标已经过处理，可以显示该指标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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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键指标总体完成度为 89.87%，
79% 的指标高于预期

基于 5P 中每个 P 的维度，通过专家论证确定了每个 P 下面的关键指标。最终确定的 19 个评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施进展的关键指标，其中“人类指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大代表大
会中女性占比、单位 GDP 水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繁荣指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数、泰尔指数、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PM2.5 年均浓度、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例；“地球”指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 一、二类 ) 比例、自然保护区占陆
地面积比例；“和平”指标：每十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伙伴关系”指标：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等。

总体来看，基于 5P 的关键指标实现情况较好，总体完成度为 89.87%。其中，“地球”相关指标已经实现 2030 年

SDGs 目标，“和平”相关指标完成度为 99.43%，“伙伴关系”相关指标完成度为 88.69%，“繁荣”相关指标完成度为
82.55%，“人类”相关指标完成度为 78.70%。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泰尔指数（逆向指标）

图 6-3 5P 关键指标的实施进展评估结果

在 19 个指标中（图 6-3），37% 的指标实现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42% 的指标完成了 67%-100%（不包括

100%），21% 的指标进度在 0-67%。对比全部指标的评估结果，发现关键指标 79% 的指标实现程度高于 67%。关键指标
中单位建成区 GDP 产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执行进展相对缓慢。

对于执行进展相对缓慢的关键指标，需要在未来的落实 SDGs 进程中高度关注，针对不同目标制定专项规划，科学调

整和制定 2030 年目标，建立高效的执行机制和监督、保障体系推进专项规划和目标的实现，促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全面、高质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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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资源高效利用案例：
生活垃圾分类“深圳模式”
7.1.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章摘要：本章从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健康深圳建设、社会治理

现代化、包容开放国际合作和创新发展等方面介绍了深圳市积极落实 2030 年可

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在观念、商业、文化、科学、生产力、社会发展等的进程中，城市起着枢纽的作用。城市在最佳状态运行时，人们能

持续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经验，具体包括生活垃圾分类“深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得到提高。到 2030 年，城市人口预计增加到 50 亿，因此要应对城市化的挑战，高效的城市规划和管理

区构建城市 GEP 核算体系、深圳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

然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以何种方式在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的同时，而不造成土地匮

圳模式”、福田凤塘河口红树林修复工程、“深圳蓝”成为深圳靓丽名片、盐田

方法不可或缺。

系构建、智慧福田、华大基因“老挝 - 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创新成为深

乏和资源紧缺。城市常面临的挑战包括拥堵、缺乏资金提供基本服务、住房短缺、基础设施的下降和空气污染的增加。

目标 7、目标 9、目标 11、目标 12、目标 15、目标 17。深圳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及减少污染和贫困的方式解决，例如增加城市废物收集服务。我们期望的未来蓝图中，是这样的城市：它能为所有人提供

圳发展动力不竭的基因和密码等 9 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分别对应 SDGs 目标 3、
发展议程的举措可以为其他城市推进落实 SDGs 提供借鉴。

快速城市化所面临的挑战，如固体废物的安全清除和管理，可通过既能让城市不断繁荣和发展，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

机会，并使大家都能获得基本服务、能源、住房、运输和更多服务。

7.1.2 背景
深圳不到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超过 20000 吨，严重威胁着城市发展。深圳市委、市政府一直

高度重视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紧密围绕“三化四分”，积极探索实践符合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路径，努力创建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城市范例。

2000 年，深圳作为全国首批 8 个试点城市之一，开始实施废电池、废纸和废塑料的分类与回收，初步形成分类理念。

2011 年以来，深圳开始以家庭厨余垃圾单独收集及小型设施分散处理为重点探索垃圾分类回收，但由于杂质多、能耗大、

臭气难控制、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46 处小型设施陆续关停。自 2015 年 8 月 1 日颁布施行《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

管理办法》、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以来，深圳以大分流细分类为推进策略，以源头充分减量、前端分流分类、末端综合
利用为战略思想，构建集分流分类、宣传督导、责任落实为一体的垃圾分类“深圳模式”。

7.1.3 行动

建设“三大体系”（分流分类体系、宣传督导体系和责任落实体系），实现“两个目标”（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水平

和居民分类参与水平）。

1. 建立分流分类体系。针对生活垃圾的不同特性，深圳采取“大分流细分类”的管理策略，对量大且集中的餐厨垃圾、

绿化垃圾、果蔬垃圾实行大分流收运处理；对家庭产生的有害垃圾、玻金塑纸、厨余垃圾、废旧家具、年花年桔和废旧织
物进行细分类，建立了全域覆盖的九大类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理系统。

2. 宣传督导全面覆盖。实施蒲公英计划，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公众教育；全面推进学校垃圾分类教育实践，创建 741

所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学校；联合千家餐饮酒楼打造“光盘有礼先锋联盟”，广泛培育“光盘行动”新风尚；携手 17 家

NGO 成立公益服务联盟，着力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新格局。编制国内首部《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发放超过 500

万份，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 14 万余场；组织发动党员干部、志愿者、热心居民、物业管理人员，深入住宅区定时定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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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居民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全面推广“集中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导”的垃圾分类模式，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现场
督导，将垃圾分类与社区治理、基层党建有机结合，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3. 责任落实措施有力。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对各区政府年度绩效、民生实事、治污保洁、生态文明等方面考核，将垃

圾分类要求纳入物业管理合同范本和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准、“低碳节约型单位”创建考核体系等。切实压实物业服务企

业在住宅区开展垃圾分类的责任，集贸市场开展果蔬垃圾分类的责任，餐饮企业进行餐厨垃圾分类的责任，机关企事业单

位开展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收运、处理企业分类收运和处理的责任，区、街道、社区落实辖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

7.2 资源高效利用案例：
打造全域式立体化“公园之区”
7.2.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社区。

7.2.2 背景

2017 年，我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号召，全面落实中央、省和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部署，

提出“做好山水文章、建设公园之区”，并作为民生实事写入区委区政府工作报告，旨在充分发挥光明区特色生态优势，
依托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绿色建筑示范区等平台，加快推进城市绿地和公园等建设，保护好光明的绿水青山，增进广
大群众的绿色福祉。

7.1.4 绩效

图 7-1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

7.2.3 行动

1. 继续加强公园管理。一是加强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制定光明区公园管理指引，完善公园安保人员配置标准，明确园

1. 分流分类成效显著，促进生活垃圾减量。目前深圳全市每天分流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约 17000 吨，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 41.1%，有效减少进入焚烧、填埋处理设施的垃圾总量。合理的分类体系有效提升垃圾焚烧的效率，保障排放标准达

到优于欧盟 2010/75/EU 标准的深圳标准。在中国国家住建部对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中，深圳一直名列前茅。
2. 分类规范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居民家庭参与水平大幅提升。全市 5500 多个住宅区全面实现“集中分类投放＋定时

定点督导”垃圾分类模式，其中，盐田区 2012 年正式启动垃圾减量分类试点工作，创新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处理，形成居
民厨余垃圾及公共餐饮垃圾一体化处理的“盐田模式”，先后荣获“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容园貌绿化管养、环卫保洁及公园建设施维护标准，规范公园停车管理，督促各责任单位按照特级（精品）、一级、二级

管养等级分类分级管养；二是根据近年来人工费、材料费涨幅，结合光明区实际，科学调整园林绿化管养单价标准，确保
园林绿化管养效果；三是强化考核机制，严格按照《光明区园林绿化管养考核方案》对各管养标段进行考核，并形成各街

道评分排名，根据考核扣分情况对管养服务企业扣款，促进各管养责任单位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四是逐步完善提升公园，
结合周边居民、游客实际需求完善配套设施，例如自动贩售机等便民服务点，书吧、驿站等文化设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更加注重人文关怀。

2. 逐步完善公园功能设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公园的空间，增加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儿童活

动区等场地，结合园路规划配置健身道、郊野径等文体设施，改善功能单一的现状，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具多样性的公园服务。
3. 发掘公园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公园文化季、国庆节特色游园、迎春花市等活动，打造高品质公园文化品牌，比如欢

乐田园的千亩花田、红木小镇的迎春花市嘉年华等活动，提升全区公园文化魅力。

4.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强化专业队伍力量。为缓解光明区园林绿化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压力、完善行业监管制度并提供

相应技术支持，建议成立光明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负责重点区域重大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和招投标管

理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建议成立光明区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对光明区范围内的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受委托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承担园林绿化施工企业资质审核等事务性工作。

图 7-2 深圳市盐田能源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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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绩效
光明区山水资源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山、水、田、林、湖生态资源，有深圳最大的水库—光明湖水库，有深圳最长

的河流—茅洲河，还有 6 万亩的山地林地四面环绕城区，素有深圳“绿肺”之美誉。目前，光明区正在加快建设“四城两区”，
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深圳北部中心。公园之区建设是有效提升我区的人居环境质量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通过公
园之区建设，光明区打造了“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体系，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美环境，吸引高端
人才和产业进驻光明、常驻光明。

2016 年初，光明区原有公园 68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8 平方米；2016 年光明区大力开展城市品质提升建设，截至

2017 年建设公园 54 个，公园数量增加到 122 个；2018 年新建公园 28 个，全区公园总数达到 150 个，总面积 1000 万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92 平方米。

2019 年，光明区依托“山水田林湖”生态优势，加速推进公园之区建设，全年建设公园 63 个，面积 360 万平方米，

截至 2019 年底全区公园总数达 213 个，总面积 1360 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1.76 平方米。

截至 2020 年底，光明区持续发力、稳步推进公园之区建设，新建公园 47 个，公园总数达 260 个，总面积达 2030 万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升至 30.85 平方米，位于全市前列。

7.2.5 展望

7.3 生态环境治理案例：
福田凤塘河口红树林修复工程
7.3.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

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森林占地球表面 30.7%，其作用除了保障粮食安全和提供防护外，还对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同

时它也是原住民的家园。通过保护森林，我们能够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并提高土地生产力。

目前，每年森林面积减少 1300 万公顷，而旱地不断退化则导致 360 万公顷的土地荒漠化。尽管目前有 15% 的土地得

到保护，但生物多样性仍然遭受威胁。由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引起的毁林和荒漠化，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并影响
到千百万正在与贫困作斗争的人们的生活和生计。

全世界正在努力对森林进行管理，抗击荒漠化。目前有两项国际协定正在实施，以公平的方式促进资源利用。此外，

还提供支持生物多样性的金融投资。

7.3.2 背景
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始建于 1984 年 10 月，1988 年 5 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 367.64 公顷，是中国面积

1. 继续加强公园管理。一是加强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制定光明区公园管理指引，完善公园安保人员配置标准，明确园

最小的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地处城市中心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国内外生态专家称为

养等级分类分级进行管养；二是根据近年来人工费、材料费涨幅，结合光明区实际，科学调整园林绿化管养单价标准，确

球黑脸琵鹭（濒危保护动物红皮书内物种）同步调查结果显示，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内共有黑脸琵鹭 383 只，约占全球

容园貌绿化管养、环卫保洁及园建设施维护标准、规范公园停车管理，督促各责任单位按照特级（精品）、一级、二级管
保园林绿化管养效果；三是强化考核机制，严格按照《光明区园林绿化管养考核方案》对各管养标段进行考核，并形成各
街道评分排名，根据考核扣分情况对管养服务企业进行扣款，促进各管养责任单位形成“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四是逐

步完善提升公园，结合周边居民、游客实际需求完善配套设施，例如自动贩售机等便民服务点，书吧、驿站等文化设施，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人文关怀。

2. 逐步完善公园功能设施。因地制宜，结合周边居民需求及公园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公园的空间，增加足球场、篮球场、

羽毛球场、门球场、儿童活动区等体育场地，结合园路规划配置健身道、郊野径等文体设施，改善功能单一的现状，为广
大市民提供更具多样性的公园服务。

3. 发掘公园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公园文化季、国庆节特色游园、迎春花市等活动，打造高品质公园文化品牌，比如欢

乐田园的千亩花田、红木小镇的迎春花市嘉年华等活动，提升我区公园文化魅力。

4.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强化专业队伍力量。为缓解光明区园林绿化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压力、完善行业监管制度并提供

相应技术支持，建议成立光明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负责重点区域重大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和招投标管

理的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建议成立光明区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对光明区范围内的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受委托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承担园林绿化施工企业资质审核的事务性工作。

海上“绿色瑰宝”。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红树植物 9 科 16 种，鸟类 194 种，其中 23 种为珍稀濒危物种。2019 年全
总数的 8.6%。

在城市化进程中，福田红树林的原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凤塘河作为穿越保护区中心的河流，其硬质化河岸及水体污

染问题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河口水流缓慢，潮水顶托；区内野生红树林与人工鱼塘杂乱共存；边防巡逻道贯穿保护区，
阻断了潮汐及底栖生物的通道，造成了严重生态阻隔；人类活动的侵蚀使野生红树林面积大大减少，造成保护区圣物多样
性减少，红树林虫害频发，外来物种入侵。为修复城市化对红树林保护区的影响，深圳于 2006 年启动了福田红树林生态
修复项目。

7.3.3 行动
红树林修复项目由巡逻道改造、红树林修复、河口水质净化和河道整治及附属构筑物工程四个子项组成，

立项投资 2.5 亿人民币。工程建设以“海陆交错带的生态修复”为主题，主要包括径流污染控制、湿地生境改

造及植被修复等三方面，构建红树林—水体（含水生植被）及红树植物—半红树植物 / 植被—隔离植被带大格局，
达到修复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最终目的。

1. 径流污染控制。建设凤塘河水质净化工程，日处理污水 5 万吨，消除保护区的水环境污染。通过污水截

排及处理系统，对排入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截留并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则模拟了自然净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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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部分采用以蚝壳为填料的生态生化处理工艺，尾水通过人工植物塘的最终净化，回归天然红树林湿地及河
道，从根本上改善和保护水体环境。

2. 河口生境改造。原区域内存在多种形式的“生态阻隔”，如“三面光”型河堤、穿越湿地的车行巡逻道

及铁丝网、不够完善的基围系统等。因此，须采用一定的工程措施对生境进行改造，如：以木栈桥取代巡逻道
混凝土路面，栈桥下为生物穿行通道；在基围、外海堤间设置过水涵及闸门，留出生物通道；对原基围间堤埂
进行清杂（清除垃圾及外来物种）及培土、培海泥。

3. 植物修复。修复红树林湿地植被，其中包括陆生的灌草群落、水生植物及红树林、半红树林。种植红

树、半红树以及原保护区乡土植被 140 公顷，其中绿化面积 272838 平方米；种植红树 207001 株；种植半红

树 43233 株；种植乔木 15414 株；种植灌木 47125 株；种植水生植物 54735 丛；种植其它植被 51151 平方米。

7.3.4 绩效
通过实施福田区凤塘河口红树林修复示范工程的截污和治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河口水质和空气质量显著提高。修

复工程清理了保护区内养殖鱼塘近千亩，回收蚝田 1200 亩，终止运营占地 12000 平方米的码头和保护区旁 22000 平米的

养殖场，回收保护区用地 150 公顷。迁移了从东西和南北方向贯穿保护区内的边防巡逻道 2.5 公里，并改造了成生态路面，

建设过水涵洞和连通管 30 个，消除了对潮汐和底栖生物的生态阻隔。拆除了凤塘河（包含下沙支流）的混凝土护岸，改造
成遍布红树的生态型护岸，大大降低了对鸟类及生物的影响，给鸟类提供多样化的栖息生境，并营造了高低错落的水面。
以保护区总体规划为基础，对河口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建立完整的湿地生物群落，并实现了区域内的生态可持续性。据深
圳观鸟协会监测，工程实施四年以来，保护区内最珍贵的黑脸琵鹭数量增加了 153 只。

7.4 生态环境治理案例：
“深圳蓝”成为深圳靓丽名片
7.4.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提高气候适应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助新的经济机遇和就业机会，聚焦能源替代、提高

能源效率以及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通过建立低碳经济体系、低碳生产体系和低碳消费体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障
气候安全。

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排放大国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深圳以及部分中国城市也提出

了城市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等目标，以及相应的减排路径。岸电建设和使用就是交通领域实现低排放发展的一项行动措施，
通过引导、支持停靠轮船使用电力替代燃油直排，达到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目的，为改善环境和降低运输行业碳排
放做出贡献。

7.4.2 背景
深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提高市民绿色福利的重要工作来抓。近年来，
“深圳蓝”

屡屡刷屏，在 2021 年央视“六五”环境日《绿色答卷》系列节目将深圳市作为拍摄地，称深圳是“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

7.4.3 行动
1. 最早开展源解析、率先建立完善监测网络，推进科学治污、精准治污

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 PM2.5 源分析，揭示 PM2.5 等细颗粒物污染成因及来源；构建世界先进的空天地一体化大气观

测网，率先建成“一街一站”标准化、智能化空气质量自动观测网；率先新建大气光化学污染观测网，弥补光化学污染监
测空白；建设全球最高平安金融中心高空站，评估高空大气区域传输对本地大气复合污染影响；建成全国首个大气监测超
级站，为开展臭氧和 PM2.5 等空气重点污染物源解析研究提供科研数据支撑。

2. 最早实施电厂低氮燃烧改造，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世界领先

通过海水脱硫、低氮燃烧器改造 + 烟气脱硝技术对全市唯一的燃煤电厂进行改造，SO2 和 NOx 排放量下降超 90%，

NOx 排放浓度稳定在 20 毫克 / 立方米；完成全市燃气电厂所有 17 台机组脱硝改造或低氮燃烧器升级改造，NOx 排放稳定
低于 15 毫克 / 立方米，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最早全市域禁燃高污染燃料，最早完成全市域高污染锅炉天然气改造。

3. 最早立法推进机动车污染防治，新能源汽车推广走在世界前列

2004 年全国率先推出《深圳经济特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全国率先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最早全市域划为黄

标车限行区域、最早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全面推广使用国六标准燃油，实现“车”“油”标准同步提升。淘汰

74

75

老旧汽车近 22 万辆，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48 万辆，全国率先实现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 100% 纯电动化；推广新
能源物流车 8.6 万台，成为全球电动物流车最多的城市。

4. 最早建立 VOCs 治理标准体系推动源头治理，最大力度开展 VOCs 综合整治

制定系列地方标准，如《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技术规范》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低挥发性工业涂装涂料、第一个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的标准规范；《家具成品及原辅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对甲醛排放要求更严格，在苯、甲苯、

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方面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推进家具、建筑装饰装修、集装箱制造、汽车制造和维修、自
行车制造等重点行业生产线低挥发性改造；实施 VOCs 排放两倍削减量替代，禁止新、改、扩建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
溶剂型原辅料项目；460 家重点企业完成“一企一策”综合整治，1140 余家销号整治重点企业已全部完成淘汰或整改，建
成 7 家汽修喷涂“共享车间”。

5. 最早开展船舶排气污染治理，岸电使用率全国领先

2015 年 2 月，深圳市颁布《深圳港绿色公约》，成为国内首个倡导集装箱船舶靠泊转用低硫油的沿海港口；2016 年

10 月，提前要求船舶靠泊深圳港期间使用硫含量≤ 0.5%m/m 的燃油；2019 年 1 月起，全额补贴差价鼓励靠泊深圳港的
船舶进入珠三角水域排放控制区使用含硫量≤ 0.1%m/m 的燃油。建成岸电设施 18 套，覆盖 38 个大型深水泊位，全港集

装箱泊位岸电覆盖率超 80%，居全国沿海港口首位；2019 年远洋船舶岸电使用率达 6.2%，居全国首位，用电量居占全国
港口的 55%，居全国港口首位。推动国内首个海上国际 LNG 加注中心落户盐田。

6. 实施最严扬尘治理措施，共筑绿色工地

全面推进裸土、道路、工地扬尘治理。实施《深圳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房

屋拆除工程扬尘防治技术规范》，全市 2400 余家工地安装 TSP 系统在线监测。创新开展党建共建，让企业党组织成为“生

态堡垒”“绿色引擎”，福田区“共建生态堡垒同创绿色工地”成功入选全国“2020 民生示范工程”。开展道路扬尘监测，

每月通报，并纳入各街道卫生指数排名。全市 PM10 年均值从 2015 年的 49 微克 / 立方米，下降至 2020 年的 35 微克 / 立方米，
下降幅度达 29%。

7.4 生态环境治理案例：
盐田区构建城市 GEP 核算体系
7.5.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是指促进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建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以及让所有人有机会获得基本公共服

务、从事绿色和体面的工作和改善生活质量。它的落实有助于实现总体发展规划，减少未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以
及加强经济竞争力和减少贫困。

目前，自然资源的材料消费一直在增加。各国要持续解决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问题。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旨在实现“生产更多、更好、更节省”，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通过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

退化和污染，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收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也要求从生产到最终消费这个供应链中各行为体的系统参
与和合作，包括通过教育让消费者接受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通过标准和标签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信息等。

7.5.2

背景

深圳市盐田区经济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美，自然禀赋优越，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生态建设。2008 年，盐田区获评

华南地区首个国家生态区。2013 年，盐田区印发了《关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决定》（深盐发〔2013〕1 号），明

确了放弃片面追求 GDP，转向注重公众生态红利的执政思路。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的精神，
盐田区委区政府率先在《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期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 GEP 核算机制，并将其作为特色指标纳入生态

7.4.4 绩效
2020 年，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19 微克 / 立方米，连续两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值，达到有监

测数据以来最好水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55 天，占总有效天数的 97.0%，是自 2013 年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灰霾天

数下降至 3 天，为 1988 年以来最少。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2.5 浓度在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6 和第 4，综合环境空气
质量连续 8 年位居前 10，6 项参数指标连续 7 年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内容，以提高管理者和全社会对 GEP 的认识，重视 GEP 核算与管理运用，纠正单
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7.5.3

行动

1. 创新开展盐田区城市 GEP 核算体系研究。盐田区率先创新开展“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研究，在全国

率先建立与 GDP 相对应的，既体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又体现人类改善环境所做贡献的城市 GEP 核算体系，共设计

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 2 个，二级指标 11 个，三级指标 28 个。2015 年 1 月 21 日，盐田区在深圳市市民中心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盐田区“城市 GEP”研究成果，在全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

2. 建立“城市 GEP”与 GDP 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机制。对应于 GDP 关注经济系统运行状况，GEP 关注的是生

态系统的运行状况，就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讲，它们就像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切实转变“唯 GDP 论”的
政绩观，将城市 GEP 提升为与 GDP 同等重要的指挥棒，通过测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GEP 的变化，及时了解和评估生态
图 7-4 太子湾邮轮母港岸电系统岸船连接

图 7-5 2020 年深圳市空气质量级别天数

系统的发展状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双轨推动”示范机制。

3. 推动城市 GEP 进规划、进项目、进决策、进考核。一是将城市 GEP 相关内容纳入盐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

“十四五”规划及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期规划等调控指标体系，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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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盐田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中明确要求“推动政府投资项目开展项目 GEP 影响评价”，以成坑村旧改、半山
公园带、资源化利用环境园等项目为试点率先开展项目 GEP 影响评价研究，建立项目 GEP 影响评价方法体系，评估分析

建设项目对区域 GEP 的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并针对 GEP 损失制定补偿方案；三是全面把握城市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变化，
科学评价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状况，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四是将城市 GEP

具体指标和工作内容纳入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和单位绩效考核，充分发挥绿色指挥棒作用，激励各单位积极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

4. 开发建立城市 GEP 核算体系电算化模型。开发设计了盐田区城市 GEP 核算管理平台，建立城市 GEP 核算数据库和

GEP 模块电算化模型，完成 2013 至 2020 年盐田区‘城市 GEP’核算，实现了核算数据指标及权重参数的自动化处理，使
复杂的计算过程简便化，保证了计算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提高了区域 GEP 核算与管理数字化、可视化水平。

5. 编制完成全国首个城市 GEP 核算地方标准。编制完成《盐田区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标准》，明确

城市 GEP 核算指标、核算方法、核算因子、定价方法、数据获取方式等相关内容，该标准已于 2016 年通过市市场监管委

的深圳市地方标准立项，2017 年完成征求意见、修改完善、汇报评审等程序，于 2018 年底正式发布实施，为其他地区开
展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提供规范化模板。

6. 组织召开城市 GEP 高端论坛。2015 年 4 月 27 日，盐田区委、区政府联合市委改革办、市发改委、市人居环境委、

市统计局共同举办了以“城市 GEP 创新、融合、发展—美丽中国的盐田探索”为主题的高端论坛，数十位来自国家发改委、
国家环保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共同为盐田区城市
GEP 应用建言献策。

7.5.4

图 7-6 盐田城市 GEP 核算指标体系

绩效

1. 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盐田区率先探索建立能反映自然价值、生态效益的 GEP 核算体系，并在城

市 GEP 核算的基础上，对盐田区 GDP 与 GEP 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进行制度设计，编制完成城市 GEP 核算技术规范，
构建城市 GEP 核算与管理平台，实现城市 GEP 核算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模块化和电算化，确保“城市 GEP”运用“进
规划、进项目、进决策、进考核”，使研究层面的成果切实进入实际应用。

2. 探索绿色发展新思路。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第二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单位，盐田区

积极响应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提出以“新常态下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的“GEP+”绿色发展模式，强化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在协调社会各方利益诉求中的平衡功能，形成以“优先保护、严格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绿
色发展行动计划，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3. 显著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将城市 GEP 各类功能“价值化”，为“蓝天、绿地、清山、秀水”打上“价格标签”，

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极大的唤醒了全社会对城市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和重视。通过积极建设与城市

GEP 相关的民生项目，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截至目前，盐田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全覆盖，19 个社区 100% 建成
省级宜居社区，辖区居民生态文明意识和对环境提升满意率连续六年位居全市第一。

4.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田经验。盐田区城市 GEP 研究成果得到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并得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权威媒体的广

泛报道。国家统计局、广州市越秀区、武汉市蔡甸区等单位到盐田调研城市 GEP 的核算和管理应用工作。2015 年 12 月，“城
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及应用”项目荣获“2015 年度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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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生态环境治理案例：
深圳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
7.6.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是指促进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建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以及让所有人有机会获得基本公共服

务、从事绿色和体面的工作和改善生活质量。它的落实有助于实现总体发展规划，减少未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以
及加强经济竞争力和减少贫困。

目前，自然资源的材料消费一直在增加。各国要持续解决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问题。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旨在实现“生产更多、更好、更节省”，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通过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

退化和污染，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收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也要求从生产到最终消费这个供应链中各行为体的系统参
与和合作，包括通过教育让消费者接受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通过标准和标签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信息等。

7.6.2 背景
深圳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是深圳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措施，也是深圳大气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圳以大

运会为契机开展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工作。2011 年采用“车电分离、融资租赁、充维结合”模式推广新能源汽车 2011 辆，

全市配套建设快速充电站 81 座，私家车用慢速充电桩接近 3000 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充电网络。加快技术标准制定，

颁布实施《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技术规范》等标准，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充电设施地方性技术规范。2013 年至 2015 年，
深圳市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新能源汽车推广各项工作；印发《深
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和《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工作方案》等文件，出台《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技术规

的土地使用。同时进一步促进无线充电设施的研发使用；在应急期间或区域性缺桩区域，引入移动补电车，为电动公交大
巴提供多元化充电方式，充电设施的建设逐步由注重数量扩张向注重使用效率转变。

3.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自 2015 年以来，深圳市根据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精神，及时调整完善地方推广应用政策保障

体系。一是购置补贴向使用环节倾斜，自 2013 年起为乘用车使用者发放一次性充电补贴，2016 年起对新能源物流车根据

行驶里程给予充电补贴；对新能源公交车根据运营里程、服务质量等情况核拨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补贴；对纯电动出租车
根据减排效果、运营里程等给予超额减排奖励。二是 2016 年起调整对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方式，由按充电设备投资额补贴
向按充电设施功率补贴转变。三是调整小汽车增量指标配置方式，每年将 10 万辆小汽车增量指标中的 2 万辆指标用于新能

源汽车，对其实施免限行限购政策。四是设立“绿色物流区”。深圳创新在全市十个行政区域各设立“绿色物流区”，在
禁止轻型柴油货车通行的同时允许轻型电动货车在除深南大道外的其他道路行驶，给予更大的路权，示范引导使用新能源

物流车。五是淘汰老旧汽车。深圳市 2016 年起累计投入资金超 30 亿元，淘汰老旧车 20 万辆，配合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
引导车主更新为新能源车。同时，新能源乘用车在公共停车场停车实行首两小时免费的优惠政策，引导市民更多地购买新
能源汽车。

4. 创新推广应用模式。2016 年起，深圳市改变了三大公交企业原有“车电分离、融资租赁、充维结合”推广模式，

由各公交运营企业结合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商业化模式进行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其中，深圳巴士集团采用“整车购买，服

务外包”的经营模式，与整车厂、充电运营商分别签订整车购买合同并附带车辆运营期内的维保服务协议、充电基础设施
服务协议。东部公交和西部公汽采用“混合租赁（裸车融资租赁 +‘四电’经营租赁）”经营模式，整车厂将车辆以及配
套充电设施（按桩车比 1:2 配置）作为统一整体销售给第三方金融机构，并负责运营期内除车辆易损、易耗件以外的维修

及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公交公司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签订租赁合同，在租赁期内承租车辆及充电设施所有权归金融机构，租
赁期（8 年）满后，车辆及充电设施所有权归公交企业。

7.6.4 绩效
2009 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深圳市于 2017 年实现专营公

范 第 2 部分：充电站及充电桩设计规范》等 18 项地方技术标准。2016 年以来，深圳市不断完善扶持政策，探索推广应用

交车 100% 纯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专营公交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2018 年底基本实现巡游出租车纯电动化，成为国内一

财政支持政策》《深圳市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方案》《深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新能源汽车推

巡游出租车 100% 纯电动化。在货运物流领域，深圳新能源物流车累计共推广应用超过 7.2 万辆，成为全球新能源物流车

新技术、新模式，相继出台了《深圳市 2016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圳市 2017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广应用若干措施财政补贴申领工作指引》等政策法规。

7.6.3 行动
1. 实现公共交通纯电动化。深圳市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的节能环保优势、现有技术水平、组织实施难度等因素后，选

择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率先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出租车。为加大推广力度，市政府明确要求从 2012 年起更新、新增
公交大巴必须全部为纯电动汽车。2015 年以来，深圳市集中全力推广纯电动公交大巴、出租车。针对纯电动公交大巴制定
专项运营补贴政策，加快纯电动公交车的推广使用。

线城市中唯一实现巡游车行业全面纯电动化的城市，也是全球运营纯电动巡游车数量最大的城市。至 2020 年底，已实现
保有量最大的城市。。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同步快速建设，公共充电桩数量超过 9 万个，形成覆盖全市的充电服务网络；
建立电动汽车维护、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和电池管理等方面的标准体系，营造良好政策标准环境。

7.6.5 展望
预计到 2025 年，纯电动物流车保有量将达到 11.3 万辆。

为解决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圳市计划开展充电桩建设效益研究，将充电桩建设纳入到道路基础

2. 加大充电设施建设。为满足新能源汽车不断增加的需求，深圳市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2020 年

设施的配套建设，开展电动公路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全市统一的新能源汽车数据采集与监测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新能源汽

充电设施建设的补助力度。针对停车位资源严重短缺，慢充桩利用率偏低等现状，试点推广集约式柔性充电堆技术，以快

开展电池在使用、贮运、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监管研究，尤其是逐步建立以车辆生产厂为主要责任单位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全年完成充电桩重点投资项目 30 个，总投资约 5 亿元。深圳市新能源汽车财政扶持政策重点向充电设施建设倾斜，加大
慢一体化的充电设施建设逐步替代原有的快充、慢充电设施分类建设，提高快速充电设施比例和使用效率，减少充电设施

80

车技术，合理布局充电设施，提供解决交通拥堵的相关数据等；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实际状况进行调查摸底，
的回收利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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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生命健康案例：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
7.7.1

举办的社康机构集团化运作，为市民提供综合性、连续性、系统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各个区域的居民健康“守门人”。

区域医疗中心与基层医疗集团联网组团服务，加强医疗协作，建立学科联盟，强化人才技术援助，共享科研资源，发挥区
域医疗中心对基层医疗集团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各国在增加预期寿命和减少导致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的常见病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实现到 2030 年每十万

例活产死亡人数低于 70 人的目标，熟练接生护理水平仍待提高。

要实现到 2030 年将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还需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例如使用清

洁的烹饪燃料，和开展吸烟危害教育活动等。

同时还需做出更多努力，以消除多种疾病，并应对多种顽固和新出现的健康问题。这不仅可以为卫生系统提供更高效

的资金，改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提高医疗可及性，以及提供减少环境空气污染的更多技巧，还有助于在挽救数百万人
的生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7.7.2 背景
深圳市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遵循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和人社部提出的“构建

图 7-7 罗湖医院集团上门安装防跌倒扶手
二是推动基层医疗集团资源整合优化，强化集团化管理。各基层医疗集团通过制定集团章程，健全组织管理架构，明

以人为本的一体化卫生服务体系（PCIC）的改革建议，持续不断地完善“区域医疗中心 + 基层医疗集团”为主体的整合型

确集团各成员单位责任、权利和义务，完善人财物资源流通和运行机制，设置集中统一的管理中心、业务中心和检验检查、

康教育等为一体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康机构由政府投资、医院举办，促进医院与社康机构上下融合发展。

全科和专科协同服务的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现管理、服务、责任和利益共同体。全市推行统一的网络版社区健康服务信

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1996 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设立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为市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以及健
2015 年以来，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以行政区或若干个街道为服务网格，组建了 17 家由三级医院牵头，所属社康机构为

主体，以及社区医院、护理院、专业康复机共同组成的基层医疗集团，为市民提供综合性、连续性、系统的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以市属医院为龙头，组建 17 家区域医疗中心，承担急危重症救治、疑难复杂病例会诊、重大专病防治、人才培训和
重大医学科技攻坚等职能，并通过组建专科医疗联盟、双向转诊等方式，带动基层医疗集团提升能力和水平。整合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有力促进了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动了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升了深圳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能力与运行效率，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看好病、少负担。

7.7.3 行动
1. 调整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式、集团化和一体化运作。

一是组建“基层医疗集团 + 区域医疗中心”为主体的整合式体系构架。区域医疗中心以市属医院为构成主体，以提高

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水平、推动医教研防协同发展、辐射带动区域整体医学水平为目标，打造学科建设高地。基

层医疗集团以行政区或若干个街道为服务网格，以“院办院管”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管理体制为纽带，推动区属医院与其

医学影像、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平台，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形成医院与社康机构融合发展，医疗与预防融合发展，
息系统，实现全市居民实名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打通医院、社康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的信息交
换通道，推进集团各成员单位信息互联互通，加强集团内床位、号源、设备的统筹使用。

三是促进体系内各机构分工协作、上下联动，提供一体化服务。推行“优先预约转诊、优先诊疗、优先检查、优先住院”，

将全市公立医院的专家号源全部提前 1 天配置给社康机构使用，畅通医院社康双向转诊通道和费用结算流程，促进分级诊疗。
围绕影响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亟需服务，推动市属医院专家下社康提供诊疗和培训，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和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对基层医疗集团的指导，促进预防、诊疗、康复、健康促进服务有机整合、系统对接，实现医防融合。专门出台文件

落实社康机构举办医院的作用，促进双向转诊，社康机构的药品与举办医院实行一体化配送，实现“社康检查、医院诊断”。

2. 建立健全“强基层、促健康”的正向激励机制，形成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服务下沉的内生动力。

一是医保支付引导机制。以市医保经办机构核算与同一基层医疗集团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的符合规定的深圳医保参

保人作为服务对象（简称为签约参保人），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基层医疗集团签订医保费用总额管理协议，明确基层医疗集
团的服务内容，总额管理指标及结余留用的核算方法。签约后，深圳近 1000 万基本医疗保险二、三档参保人的门诊费用

以及与基层医疗集团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的医保参保人住院费用中需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按人头包干给基层医
疗集团，激励基层医疗集团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做强社康机构，做实家庭医生服务，完善双向转诊制度，让签约参保人得
病后首先找家庭医生、到社康机构首诊或到本院就诊，努力让签约参保人少生病、少住院、看好病、少负担。年度清算时，

若签约参保人约定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医保基金总额小于总额管理指标，结余部分扣除约定年度内已通过现行医疗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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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模式奖励给集团内外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金额后，从医保基金中支付给基层医疗集团。此外，深圳近 1000 万基本
医疗保险二、三档保人实行强制社区首诊；一档参保人到社康就诊由统筹基金报销 30%；对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实行社康
首诊打“5 折”、签约家庭医生打“2 折”的医保政策。

二是财政投入倾斜机制。对基层医疗集团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补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将社康机构的门诊补助最低标

准提高到 40 元 / 人次，高于举办医院标准，引导公立医院主动向社康机构分流普通门诊；设立专项资金，对三级医院副高
职称以上专家进驻社康机构坐诊给予财政补助，共设立专科医生工作室 690 多个，将社康机构开展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
助标准提高到每常住人口每年 134 元；财政提供经费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专科医生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三是差异化价格引导机制。社康机构坚持实行 10 元 / 人次的一般诊疗费制度（将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等打包收费，

其他收费标准比三级医院标准下调 20%；副高职称以上专家在社康机构开设工作室，诊查费混按照其所在医院的标准收取；
将家庭病床“建床费”提高到 100 元 / 床、家庭病床“巡诊费”提高到 77 元 / 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鼓励基层医疗集团
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四是人事薪酬激励机制。安排一次性最高 35 万元的生活补助，鼓励取得国家认可的住院医师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的毕业生到社康机构工作；按不低于基层医疗集团公立医院同级专科医生的薪酬核定社康机构全科医师薪酬，提高
社康机构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对基层医疗集团内取得副高以上职称且愿意长期扎根基层的全科医师，其岗位聘任可不受所
在单位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数量的限制，拓宽社康机构全科医生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是强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基层医疗集团绩效评价制度，重点考核集团运营、社康机构建设和服务提供、健康促进

效果等方面，考核结果纳入集团成员医院的绩效考核成绩，与医院财政补助、薪酬总额核定和院领导聘用等挂钩。将社康

机构规划建设完成率、社康机构诊疗量占比、每万人全科医生数、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等 7 项健康绩效指标纳
入各区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落实各区政府对于基层医疗集团建设、居民健康管理绩效的主体责任。

3.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市民健康。

一是不断做强社康机构。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立法明确，健全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为平台，以全科医生为

7.7.4

绩效

1. 医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2020 年底，深圳市建成医院 144 家，其中公立医院 56 家（含三级医院 49 家，三甲医院

18 家），社康机构 768 家，基本实现每个行政区至少有 1 家区域医疗中心、1 家基层医疗集团，每个社区有 1 家社康机构。
肿瘤、心血管等诊治水平提升显著，肿瘤医院住院患者来自市外占比达 40%。每万人全科医生数达 3.2 名，平均 2.34 万人
拥有 1 家社康机构。

2. 以慢性病为主的分级诊疗格局初步形成。2020 年，社康机构诊疗量同比上升 11.3%，以基层医疗集团为主体的基

层医疗服务体系承担了全市门诊总量的 74.9%。90.33% 以上的居民 10 分钟内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70% 的慢性病、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社康机构高血压、糖尿病诊疗人次占全市同病种门诊总量的比重提升至 84.7%、
76.9%。

3. 市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0 年，深圳市居民期望寿命提高到 83.53 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 44.87%，孕产

妇死亡率降低至 4.79/10 万，婴儿死亡率降低至 1.14‰，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清华城市健康指
数为评价指标，深圳市位于五大健康引领型城市之首。13 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目标，深圳提前完成 10 项。

4. 医疗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2020 年，全市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全国平均水平约

9.69％），药占比下降至 24.51%（全国平均 31.80%）；次均门诊费用 248.87 元，次均住院费用为 11353.35 元，低于全
国副省级城市的平均水平。全市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连续 4 年维持在 20% 以下。

5. 基层疫情防控成效突出。去年疫情初期，市中医院学苑社康中心接诊报告深圳首例病人，是全国首个由基层医疗机

构报告的可疑病人。基层医疗集团发挥集团化、网格化、专业化优势，与规模以上企业、学校建立卫生健康和疫情防控对

口协作机制，实行“医院包企业”、向学校派出卫生健康副校长，760 多家社康中心参与组建“三位一体”工作小组，在
人员排查、核酸检测、疫苗接种、隔离医学观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健康管理责任医师、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载体的居民健康管理机制。出台《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管理办法》，落实各方

对社区健康管理的责任，从规划布局、设施设备、人才队伍建设、医院社康服务协同等方面保障社康机构运行。修订社区
健康服务机构设置标准，推进社区医院、社康中心、社康站多层次、多元化、便民化、特色化发展，争取到 2025 年，实

现常住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街道至少有 1 家面积超过 4500 ㎡以上的社区医院或 3000 ㎡以上社康中心，常住人口超过 2 万
人的社区至少有 1 家 1400 ㎡以上的社康中心，其他社区至少有 1 家社康站。

二是做实家庭医生服务。出台《深圳市家庭医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家庭医生服务规范》、《智慧家庭病床

服务规范》，规范家庭医生服务，促进家庭医生团队持续提高能力水平。发布家庭医生服务手册，推广家庭医生服务热线，

提高家庭医生服务获得感。出台《深圳市全科医师管理办法》《关于全科医生培养和激励的若干措施》等政策，从健全全
科医生培养制度和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三是做实基本公卫项目。制定《深圳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办法》，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

协议定点机构管理，建立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制，推行以“工分制”为核心的绩效考核，鼓励社会办基层医疗机

构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善“社康通”小程序功能，为签约居民提供各项在线健康管理服务。编制印发《深圳市民健
康手册》，让市民对生命全周期健康管理项目一目了然。

图 7-8 翠岭社区专家到健康服务中心义

四是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围绕当前影响市民健康的心血管、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等 15 类重大疾病，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技

术龙头”、以基层医疗集团为“业务骨干”，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为“服务网底”，组建 15 个重大疾病防治联盟，形成“预

防保健、临床诊疗、健康管理”一体化的重大疾病防治模式，实现病人筛查与发现、临床诊疗与科研、病人健康管理与评
价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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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社会治理现代化案例：
智慧福田
7.8.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在观念、商业、文化、科学、生产力、社会发展等的进程中，城市起着枢纽的作用。城市在最佳状态运行时，人们能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得到提高。到 2030 年，城市人口预计增加到 50 亿，因此要应对城市化的挑战，高效的城市规划和管理
方法不可或缺。

然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以何种方式在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的同时，而不造成土地匮

乏和资源紧缺。城市常面临的挑战包括拥堵、缺乏资金提供基本服务、住房短缺、基础设施的下降和空气污染的增加。

快速城市化所面临的挑战，如固体废物的安全清除和管理，可通过既能让城市不断繁荣和发展，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

及减少污染和贫困的方式解决，例如增加城市废物收集服务。我们期望的未来，还包括这样的城市：它能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并使大家都能获得基本服务、能源、住房、运输和更多服务。

7.8.2 背景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要

求不断提高，传统城市管理服务方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世界各国纷纷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党十九大提

出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目标。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第十届（2020）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中，深圳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福田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先后出台《福田区新型智慧城市暨数字政府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福田区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示
范区 (2019-2020 年 ) 实施方案》，以“一中心五平台 N 应用”为架构，建设智慧福田城区大脑，逐步形成了一网统管、运
转高效的“1+10+N”平战结合的指挥分拨体系，创新构建了数据赋能、开放共享的“1+1+10”AI 应用示范体系，实现了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赋能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能级不断提升，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跃，为新一轮智慧城市
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智慧福田的“一图一库三平台”数字化防疫体系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更精

准高效，促进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放管服”改革的经验做法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
报表扬，荣获“2020 年最具创新力政务服务大厅”奖。

心联合应急指挥工作机制（试行）》《福田区城区治理智慧化运行管理办法（试行）》，逐步实现分析决策、监测预警和

综合治理各领域智能化处理。实行智能派单新工作模式，形成“统一入口、统一后台、统一分拨、统一指挥”的事件动态

智能管理体系，推动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实现从“金字塔”层层上报型管理模式向“点对点”即时响应型转变。
建成了安全隐患一张图、生态环境一张图、公共卫生一张、疫情防控一张图、中心区交通运行图等多个领域的多层次数据

应用与展示，实现“一图”展现城区运行态势，为快速指挥调度提供支撑，特别是“一库一图三平台”数字化精准防疫体
系和一套数据快速核查机制，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届的充分肯定，有力保障了城区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健康。

3. 大力推广 5G 应用。5G 基站的高密度建设为 5G 应用提供了先决条件。福田区大力推进 5G 应用，深挖各行业 5G

应用场景项目落地。在医疗、交通、安防、城市管理、媒体等领域屡获突破，福田区智慧医疗（中大八院）、智慧教育（大

数据驱动的教育）5G 应用项目纳入全市 5G 政务类重点应用项目（全市十个），5G 应用落地的领域之多、5G 技术实践范
围之广，位居全国前列。

7.8.4 绩效
截至 2020 年 12 月，区级行政审批事项 100% 网上办理（涉密事项除外），实现政务服务事项 346 项“容缺办理”、

815 项“零跑腿”、248 项“秒批”，数量居深圳市各区前列。
“放管服”改革的经验做法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荣获“2020 年最具创新力政务服务大厅”奖。数字民生建设跃上新台阶，组建了“1+X”区域医联体，实现全区范围内的

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率先实现市—区—社康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双向转诊；区“数字文化馆”被文化部列为改革发展示范点，

并作为全国首批试点项目率先投入运行；开展“全息未来教育云 + 端”实践探索，631 学位预警系统入选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数字政府”高级别研讨会十大优秀案例。建成“AI+ 政务”服务系统、智能企服系统、智能招商系统，
通过 AI 支持辖区金融业务模式创新，打造 AI 教育示范区，建成智慧化养老中心；建成中心区智慧交通工程，实现视频 +AI
全覆盖，实现对人、车、路、事件等信息的实时提取，交通拥堵指数下降了 3.2%，路口行人平均过街时间减少了 15%，

干线绿波协调平均速度提升 9%；通过 AI+ 治理，福田区指挥分拨系统接收事件 947813 件，98% 的事件实现了自动分类、
自动分拨。

2020 年福田区已开展 30 余项 5G 应用项目，领域涵盖城市管理、医疗、教育等 5G 政务类应用，以及围绕智慧楼宇、

智慧安防、智慧园区、智慧地铁等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 5G 行业应用。鼓励各电子市场、电子品牌

商户开展 5G 产品展示宣传活动，福田区已联合华为、汇芯通信、三大运营商等企业开展“5G 智能·新生活全景体验活动”
“中

国 5G 核心元器件优秀产品发布及创新发展推广活动”等 5G 活动，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借助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的金字招牌，
举办丰富多彩的 5G 活动，活动定位赋能场景化，将 5G 体验融入用户生活场景，打造全场景智慧化生活体验区，以贴近实
际生活应用。建立 5G 产品与生活场景、文化艺术、远程教育的关联性，让民众生动感受产品带来的创新生活。

7.8.3 行动
1.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感知网络覆盖范围不断延伸，上线了福田区物联感知系，已接入十二类 30 多万套物联设

备数据，重点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领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建设。通讯服务实现了国内领先数据治理体系初显成效。数据

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已汇聚市、区 76 个单位的源数据总计 6.93 亿条，进一步完善数据开放目录，对外开放了 71 项数据项合

计 410 万多条数据。深圳市物联体系建设试点区，着力在公共安全等领域进行示范应用，区物联平台建成全国首个“5G 生
活体验街区”和深圳首个 5G 智慧园区、首条 5G 示范道路。

2. 赋能智慧治理全面增强。可感知、会思考、善指挥、有情感、能记忆的“城区大脑”日趋成熟，出台《福田指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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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深圳福田区智慧城市指挥中心大厅

图 7-10 福田区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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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包容开放国际合作案例：
华大基因“老挝 - 中国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
7.9.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7.9.4 绩效
5 年来陆续开展了包括糯稻、香型籼稻等当地重要粮食作物，印加果、轻木等热带特色经济作物的品种改良试验，华

大通过从南美秘鲁引进印加果，选育了种子颗粒大、单株结实率高、植株长势均匀的印加果新品系，并摸索出了一套适合

在老挝种植的新模式，并成功开发了以印加果为主要原料的精油、手工皂、面膜、面霜等一系列护理产品；收集湄公河流
域热带珍稀植物资源 300 多种。园区中养殖了湄公河巨鲶、罗非鱼等老挝特色鱼类，被老挝国防部列为水产养殖重要示范
基地。

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一项成功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政府，私营部门与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包容性伙伴关系基于原则和价值观、

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的目标：把人民和地球放在中心位置。无论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抑或国家层面，地方层面，这些包容
性伙伴关系都不可或缺。

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调动、转移并释放数万亿美元私人资本的变革力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关键部门需要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的长期投资，其中包括可持续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共部
门需要确定明确的方向，调整能吸引来这些投资的审查和监测框架、条例和奖励结构，以吸引投资和加强可持续发展。最
高审计机构和立法监督职能等国家监督机制应得到加强。

7.9.2 背景
2007 年，为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华大基因布局东南亚（老挝），依托老挝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自身先进基

因科技成果，在老挝开展重要粮食作物、热带经济作物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和品种选育等方向的项目。“老挝 - 中国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是由老中两国科技部合作共建、华大基因承建的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项目。在 2013 年 9 月召开的“第
十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由科技部部长万钢以及老挝、泰国、印尼等多国科技部长共同见证签约立项，华大基因与老

挝科技部合作的“老挝 - 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获得国家科技部支持。2014 年 12 月，示范园被云南省政府、云

图 7-11 示范园里进行水稻种植试验

7.9.5 展望
华大在老挝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科研先导、技术落地、产业推进和资源整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期望建立新型

农业育种中心，收集开发新种质资源，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科研与应用示范推广，促进人才发展与合作交流等，并逐渐完
善示范区域和合作模式，将成果辐射至东盟各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贡献华大的力量。

南科技厅授予“华大基因 - 老挝农业新技术示范园”。2017 年 8 月 4 日，“老挝 - 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成功入选国
家农业部首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

7.9.3 行动
园区采用核心示范—重点推广—区域带动的推广运作模式，依托华大全球领先生物科技，建设分子育种联合实验室、

热带地区育种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开展动植物育种、非粮生物能源和基因健康等方向的项目，助力老挝生物经济发展。

开展当地糯稻的改良选育实验，保持原有香味、口味基础上提高其产量；开展印加果、轻木等热带特色经济作物的育苗栽

培试验，摸索出一套适合老挝的种植栽培方式，并以印加果为原料开发出一系列产品；引进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灌溉大棚

进行应用示范；园区搭建老挝国内首个智慧农业系统，结合老挝实际需求建立农作物种植生产现场管控体系展示模块。此外，
还建立了人才互通互联机制，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科学家的科学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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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创新发展案例：
创新是深圳发展动力不竭的基因和密码
7.10.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科技进步是实现环境目标的根基，例如科技进步可以帮助提高资源与能源的使用效率。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工业化不

可能实现；没有了工业化，也就不会有发展。我们要加大投资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产品，以提高效率，同时要
关注发展移动电话服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10.2 背景
2018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市以“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

7.10.3 行动
1. 率先形成基础研究长期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制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以法定形式明确政府投入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比例，设立市级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同时，
大力引导支持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设立基金、捐赠等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来自于企业，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和战略科研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依托

高科技企业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挥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构建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

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建立“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形成高效强大共性技术供给体系。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行业领先企业联合组建，并获批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6. 建立科技人员双向流动制度。促进科技人才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合理流动，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

人员按规定离岗创业和在职创办企业，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高校教师开展多点教学、医师开展多点执业并获得报酬；
允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企业科研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兼职研究员。

7. 重构市场导向的人才分类评价激励体系。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区分竞争领域和非竞争领域，

对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竞争领域，以人才市场价值、经济贡献为主要评价标准，建立“经济贡献越大、奖励补贴越多”的
持久激励机制；对政府主导投入的非竞争领域，由以“帽”取人向以岗择人转变，由用人主体自主评聘“高精尖缺”人才，
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国际人才特区”。

8. 强化主阵地建设解决卡脖问题。打造以鹏城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自主创新“硬核”能力，

推进鹏城实验室成为国家级重大科研平台，推动深圳湾实验室入驻光明科学城并纳入临港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推进新设
基础研究机构建设，对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进入建设期的基础研究机构予以稳定支持，加快推

进格拉布斯研究院等 11 个诺奖实验室建设。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实施精准攻关、试行“链长制”，着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性不强等突出问题，聚焦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等核心关键元器件，探索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圳路径，组织实施 11 批重点技术攻关项目。

7.10.4 绩效
建立起“基础研究 + 技术攻关 + 成果产业化 + 科技金融 + 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创新体系实现历史性变革、

2. 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机制。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项目遴选制度，择优选

系统性重构。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5.46%，市级科研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重从 12% 提

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实行“里程碑式”考核制度，对项目关键节点约定的任务目标进行考核，确保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自

术企业超过 1.86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鹏城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

定攻关团队；实行“赛马式”制度，平行资助不同技术路线的项目；实行“项目经理人 + 技术顾问”管理制度，对项目实
主可控。

3. 建立科技成果“沿途下蛋”高效转化机制。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设立工程和技术创新中心，构建“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楼上”科研人员利用大设施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楼下”
创业人员对原始创新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沿途转化，并通过孵化器帮助创业者创立企业，开

展技术成果商业化应用，缩短原始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的时间周期，形成“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企业培育模式。
4. 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组建早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成立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构建引领和促进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按照“全球化遴选顶级管理人、全球化引进早期硬科技、全
球化招募合伙人、全球化让渡属地收益”的经营理念，成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早期创业投资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

期创业类项目和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在项目投资过程中的超额收益全部让渡，同时最高承担
子基金在一个具体项目上 40% 的投资风险，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跨越“死亡谷”。

5. 构建以“四个 90%”为鲜明特点的企业创新生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四个 90%”的创新格局，即

90% 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 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 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 以上职务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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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30% 以上；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17 年稳居全国城市首位，在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创新能力排名第一；国家高新技

布局深圳；创设全国首支规模达百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设立人才日、企业家日，建成人才公园，新引进人才 120 万人，
在深全职院士增加到 61 人，形成了新的人才聚集高峰期。在创新动力引领下，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2020 年地
区生产总值 2.77 万亿元，居亚洲城市第五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789 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57.4 亿元，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49 万元；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3、1/5；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达 1.02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城市首位。

7.10.5 展望
深圳将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着力强化协同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

新优势，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七大工程”，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大力发展壮大新动能，努力在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91

一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光明科学城。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加快推进材料基因组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前瞻布局重大

创新平台和创新孵化器。加大土地整备力度，加快重点项目和配套设施建设。

二是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确保每年把不低于 30% 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设立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高起点规划建设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推进未来网络试

验设施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落户深圳，做实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全年新
增国家、省重点实验室等各类创新载体 100 家以上。

三是打造新兴产业发展高地。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

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增量提质行动，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00 家以上，培育更多拥有颠
覆性技术的科技企业。推动高新区创新发展，加快高新北区升级改造，高水平规划建设坪山高新区。推动国家生物产业基

地、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等建设。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四是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用好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探索设立科技小额贷款、科技金融租赁和科技保险公司。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落实知识产权

保护条例，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证券化，构建快速授权、确权、维权的保护机制。举办“全球青年创新集训营”活动，
继续办好高交会、电子信息博览会和 IT、BT 领袖峰会。

7.11 创新发展案例：
光明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
造高颜值深圳北部中心
7.11.1

对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九：建设具有地域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7.11.2 背景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6 次提到高质量发展，指出要“紧

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指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求我们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光明科学城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

先行示范区建设，服务于“基础研究 + 技术攻关 + 成果产业化 + 科技金融 + 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具有特殊
图 7-12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2009 年获批建立，计算机系统实测持续运算速度为 1271 万亿次秒，在图形图像、生物、海洋

石油等科研和产业发展中为深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要的历史使命。作为光明区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我们将不折不扣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部署，立足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打造深圳科研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心任务，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依托一流
科研平台建设，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环境，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育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光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量”。

7.11.3

行动

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将实施四大工程、解决四大问题、打造四个高地，即：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登峰工程、成果转化攻坚工程、

科技企业培育工程、服务能力跃升工程，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源头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企业创新能级不高、
科技服务业态较少等问题，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首选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创新生态“新高地”。

1. 聚焦聚力原始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优势，支持高水平研究机构在开展关键领域核心技术

攻关等方面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以源头创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集聚一流科研平台，推动鹏城实验室鹏城云脑 III、

未来网络通信设施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光明科学城；推进深圳湾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推进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深
图 7-13 深圳国家基因库
深圳国家基因库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大科研和产业基础设施，以对海量生物资源的存、读、写能力为基础，搭建起

基因资源挖掘的公益性、开放性、支撑性、引领性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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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广东省实验室、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开工建设；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科研攻关模式，围绕工程生物、新材料、
新型显示等产业链重点环节，制定出台《光明区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管理办法》，推进双一流大学及国有大型企业设立新型
研发机构，创新“科学家 + 工程专家 + 研发团队”组织模式，建立“研发代工”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在新冠肺炎、肿瘤
代谢、医学影像、脑疾病治疗、仪器仪表核心部件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科研成果。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加快制定《光明科学城科研慈善基金管理办法》《科研慈善捐赠主体权利保障指引》，探索联合中科院深圳先
进院等科研机构发起成立全市首支科研慈善基金，力争社会捐赠金额不少于 1 亿元。推进现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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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转建或争创若干广东省技术创新中心；今年力争新增 22 家市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向市级推荐技术

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截至 2020 年底，建成市级以上创新载体 100 个，其中国家级 5 个、省级 55 个。全社会研发

攻关项目选题，承担市级以上技术攻关项目 6 个以上。

支出占 GDP 比重由 2015 年的 3.13% 提高至 2020 年的 7.9%，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2015 年的 36.5 件提升至 2020 年

量搭建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系，谋划《光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措施》和《光明区关于推进光明国际

参与的“印制电路板微细加工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 201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新星轻合金、欧菲光被评为制

2. 聚焦聚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全力构建“一套机制、一个平台、多样对接”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格局。高质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实施方案》，成立光明科学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小组，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平台，选址云智科园（2000 平方米），挂牌成立光明国际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引进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启动建
设光明区首个概念验证中心、首个专业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基地。高效率开展成果产业化试点服务。以深圳湾实验室为示
范，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仪器共享平台；以深圳市工程生物中心为试点，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流程跟踪服务，建立初

创型科技企业成长潜力评价体系；实施技术经纪人培养计划，培养首批技术经纪人；多元化、专业化举办科技成果供需对接、

的 100 件。华星光电“第 8.5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6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柳鑫实业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柳鑫实业“印制线路板钻孔用盖 / 垫板”产品被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科技产业实力不断增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合计增

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39%。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486 家，5 年实现翻两番，华星光电、迈瑞、普联、欧菲光、贝特瑞

等数十家创新型骨干企业快速崛起，年产值百亿元以上企业增加至 6 家，十亿元以上企业 3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323 家。
创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技术创新研究院、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光明分院等“两院三中心”落

项目路演等转移转化活动，实现评估、咨询、融资等全链条多态化对接。

地建设，环保和光伏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通过验收，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机构（GCP）资

双链长制工作方案、谋划设立光明科学城科技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台主导产业细分领域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等务

代化高品质科技园区建成，众创空间 - 孵化器 - 加速器 - 高新产业园等全链条创新载体初步形成。

3. 聚焦聚力“科技 - 产业”循环发展体系建设。在构建创新产业链精准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编制光明区创新链产业链

实举措，形成“一条创新产业链、一位链长、一个链主单位、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的“五个一”创新产业链精

准服务体系；围绕区 3+1 主导产业布局，按照“一所高校院所、一位行业专家、一家龙头企业、一个新型研发机构”工作

模式，协力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在推进创新产业链“强链补链建链”方面，通过凝练绘制“巩固优势产业”“解

决‘卡脖子’问题”“抢占技术前沿”三类技术攻关清单；引进细分行业国内外前 10 强企业落户建设研发中心，建设生物
大分子 CDMO 平台，创建研发 - 中试 - 产业化一体化新型产业园，出台支持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加快推进

格认定，科研支撑条件有效改善。拥有 19 家区级众创空间、5 家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招商局智慧城、华强创意公园等现

7.11.5

展望

一是加快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快速提升光明科学城集中度、显示度。加快科学装置建设，落

超算二期、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等措施，在各主导产业领域依托龙头企业

实光明科学城建设主体责任，优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机制，统筹推进装置建设及后续运营管理，加快聚集一流创新主

增量行动，建立光明区国高企业培育数据库，根据企业成熟度分级分类提供培育服务，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 - 瞪羚企业 -

打造更多创新产品。

或科研机构构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生态，推动优质企业和优质项目集聚。在培育创新企业集群方面，开展国高企业提质
隐形冠军 - 独角兽企业”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4. 聚焦聚力高端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全力打造以政府为主导、孵化育成机构为载体、科技金融为支撑、专业服务机构

为桥梁的“四位一体”科技服务体系。加快集聚专业科技公共服务机构，引进设计研发、知识产权等服务机构，建立孵化
空间年度 KPI 考核制度，新认定区级孵化器，培育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快优化科技金融生态，上线运营光明区科技

金融在线平台，实现科技型企业“精准画像”；成立规模突破 2 亿元的区科技创新专项基金；举办不少于 10 场科技金融活动，

体。提升科技服务水平，提供一流的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立足深圳“硬核科技 + 创投基金”优势，推动产业基金产融结合，
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营造“沿途下蛋”的科研经济生态体系。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支撑，

争取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综合改革试点在光明落地； 加紧拓展创新产业空间。保障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特殊空间需求；
加速集聚科技创新人才，出台科学城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探索投入多元保障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合作力度，与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建立协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打造高效共赢的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学术交流合作机制。

三是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不断提升产业质量和效益，着力打造全市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结构重塑，瞄准“3+1”

撮合 15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实现 10 亿元以上融资。全力荟聚科技企业，编制《光明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进行动方案

产业体系调结构，聚焦 20+8 产业集群，打造未来产业试验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实施高标准产业保障房“两个 1000 万”

头企业产业链招商等策略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优质科技企业不低于 200 家；全力营造创新创业氛围，进一步丰富国际

版本”；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全面落实深圳打造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的工作部署。

（2021-2025）》与《2021 年光明区科技创新局科技型中小企业招商工作计划》，采用商协会招商、专家委员会招商、龙
人才交流大会、光创赛、高交会等活动内涵，设立合成生物产业专题赛，举办港澳项目光明行 2 次，发动不少于 900 个项

工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招商引荐奖励办法，构建市、区、街道、园区招商引资联动工作机制，打造光明招商网“2.0

目报名光创赛；高交会与不少于 10 家科研院所、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7.11.4

绩效

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全面启动。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施已动工建设，2021 年 1 月主体封顶，深圳

超级计算中心二期、综合粒子设施（一期）以及材料基因组装置平台、精准医学影像设施、特殊环境材料器件科学及应用

研究装置等项目布局建设有序推进，中山大学 • 深圳一期基本建成，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落户，深圳湾实验室、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正式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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