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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城市生态建设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
整理清楚影响城市生态建设的问题。以先进的生态视角探索未来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使我国生态城市建
设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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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co-city is the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fore,
in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sort out the problems affecting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Explore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future cities from an advanced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ies in China proceed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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