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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与关键技术研究是当前保障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乡村振兴规划内涵和本质特征，探讨乡村振兴规划与相
关规划的衔接，构建规划基本体系框架，提出规划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发现：① 乡村振兴规
划核心在于从宏观层面科学引导乡村五大发展目标统筹共建，具有宏观战略性、前瞻性、统筹
性、综合性等特点。② 乡村振兴规划需以“新型城镇化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为重要依
据，突出对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乡村建设规划等的引导。③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可以“国家-省-市县”三级规划为基础，以特定目标跨区域规划为辅
助。④ 遵循“振兴基础诊断-振兴目标剖析-专项规划制定-保障机制与措施建立”的技术路
线，规划内容需重点围绕“二十字方针”，提出差别化的五大发展目标及实现路径或方案。⑤ 需
强化乡村地域系统诊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地域模式类型甄别等关键技术在规划中的应
用，以推进系统化规划技术范式的形成。研究结果有望为推动乡村振兴规划理论体系的建立
及各级部门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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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
发展不充分[1]。2017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 2.71:1，全国仍有 60%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低于平均水平[2]。其主要原因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各种可流动
资源或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致使城市“膨胀化”和农村“凋敝化”问题突出[3]。值得一
提的是，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乡村衰退已成为普遍现象，能否跳出“乡村发展”陷
阱、实现城乡协调健康发展对各国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可喜的是，当前已有许多国
家率先跳出这些陷阱。如法国通过推行农业经营专业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建立农业
补贴体系、规范化管控土地发展权等极大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荷兰通过系统的农田
整理避免和减少农地破碎化，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5-8]。这些国家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增强了乡村农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也有部分国家在具备一定经
济实力时，为缓解乡村人口衰退、经济活力下降等问题，及时推行了农村振兴计划和措

收稿日期：2018-10-30; 修订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307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5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4167151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6YJAZH018)
作者简介：胡守庚 （1978-），男，浙江庆元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
E-mail: husg2009@gmail.com

550-562 页

3期

胡守庚 等：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与关键技术初探

551

施。如德国通过产业“逆城市化”、“村庄更新”、欧盟“引领项目”（LEADER 项目）、农
村创新发展计划等，缓解了乡村人口衰减、乡村经济活力不足等难题，实现了从“乡村
衰退”到“乡村振兴”到“乡村再振兴”；日本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造村运动”，形成
以系列特色产品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增强了乡村发展活力；韩国推行“新村运
动”，主张通过政府与农民相配合以推动乡村治理[9-13]。值得关注的是，鉴于各国发展背
景、发展基础及发展优势存在明显差异，如何将这些发展经验与中国国情深度衔接使之
成为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支撑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过去城乡割裂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和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如何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成为当前中国
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战略实施，规划
先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将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
方案”[14]。湖南等省市，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在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已出台全国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及部分省、县级乡村振
兴规划[15,16]。当前，一些研究从概念与内涵、关键点、发展路径、风险规避等方面对乡村
振兴战略进行深入阐述，还有一些学者从制度改革视角，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制度创新等之间的关系[17-34]。但总体而言，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研究
成果相对匮乏，对乡村振兴规划的系统化探索亟待进一步深入。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深
入探讨乡村振兴规划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及其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提出乡村振兴规划体
系的构想，并对规划关键技术与方法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管理与实施角度提出建
议和意见，以期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理论研究体系的建立及各级部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
与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2 乡村振兴规划的理论认知
2.1 乡村振兴规划内涵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给乡村振兴规划内涵的把握提供了重要方向 [14,15]。
即，乡村振兴规划内涵及核心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五大发展目标统筹共建
（表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和重点，产业兴，乡村方可兴。从国际环境而言，
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迫在眉睫；从国内环境而言，如何可持续地保障中国
粮食安全仍面临挑战。中国农业发展的重心正是乡村，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规划需首先
重视农业发展，大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发展科技含量[22]。此外，当前乡村生
表 1 乡村振兴规划内涵
Tab. 1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五大内涵

具体内涵

产业兴旺

农业现代化、产业链延长和梯度层次化等

生态宜居

生态环境优化、村庄污染降低、环境质量提升等

乡风文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文化生活丰富等

治理有效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水平提高等

生活富裕

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和公共保障方面的差距缩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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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链单一、农业附加值相对较低等问题突出，因而乡村振兴规划需着力促进农业产业链
延伸、推进“一二三产融合”，为农户增收提供产业保障[23,24]。
推进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不仅是优化乡村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中国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复杂且多样，现阶段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垃圾污水等
带来的环境问题[35]。因而乡村振兴规划需首先针对垃圾、污水、改厕、村容等问题，统
筹安排部署，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其次，在此基础上，可通过植树造林等行动
推动农村的“绿化”建设。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抓住乡风文明建设，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乡
风文明能有效吸引城市要素资源向乡村转移，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同
时也是生活富裕的内在体现。为此，乡村振兴规划需以“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为目
标，将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村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统筹推进，重点健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治理有效是加强农村整治建设的保障，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现治理有
效，需以解决乡村社会治理问题为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
治、法治和德治为基础，各种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村治理体系[15,16]。因而，需做好乡
村振兴规划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引导工作，强调以规划为行动指南深度推进乡村自
治、法治和德治同步实践工作。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民生目标，其重点就是持续稳定增加乡村居民收入，缩小城
乡居民在收入水平、公共保障等方面的差距[32]。故而，乡村振兴规划需重点结合区域发
展现状，围绕“生活富裕”的目标，合理引导村民参与各项增收工程和政策。
综上可知，乡村振兴“五大发展目标”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相互促进与协
调、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乡村振兴规划编制过程中，需采用多方
措施激发乡村振兴内源与外源动力，推动五大建设统筹共进。
2.2 乡村振兴规划本质特征
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决定乡村振兴规划具有宏观战略性和前瞻性。乡村振兴规划是
新型城乡关系下对乡村发展宏观把握、战略引导的纲领性指导谋划，是对规划区经济、
生态、文化、政治、社会等条件的全局性、战略性把握 [24]。其核心思想是从战略、宏
观、全局、整体的角度明确规划区乡村阶段性发展目标、关键问题、核心主题、特有理
念等内容。更值得关注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因此乡村振兴规
划需摒弃规划编制的惯性思维，重视以长远发展目标为基础，合理确定短期发展目标。
“五大发展目标”深度融合推进决定乡村振兴规划具有统筹性和综合性。乡村地域系
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涉及经济、资源、环境等多重要素，具有系统完整性、稳定性和多
功能性[19, 21]。乡村振兴规划内涵表明，乡村振兴规划并非单一的农业现代化规划，而是
涉及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生活富裕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提出
的“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应是共生共荣，因此乡村振兴规划需深层
次审视“新时代城乡关系”，并以此统筹推进乡村综合建设，以强化规划的现实落地性。
复杂且不一的中国乡村村情决定乡村振兴规划需注重“乡村性”。不同乡村特色、功
能和优势各不相同，其农业资源、区位条件、空间组织模式等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因而
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与路径也不尽相同。为此，乡村振兴规划需重视对乡村地域系统
潜在功能与优势的挖掘，强调规划与现实需求的匹配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乡村特
有的文化与风貌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财富，因此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时，需重视挖掘、保留
和发扬乡村特色，不可过度强调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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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乡村振兴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与相关规划有效衔接是保障乡村振兴规划科学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为
此，本文重点对乡村振兴规划与新型城镇化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规
划之间的衔接进行探讨 （表 2、图 1）。具体如下所示：
（1） 乡村振兴规划与“新型城镇化”、“主体功能区”等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规
划的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是驱动现代化进程这架马车的“双轮”，表明
乡村振兴规划需立足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充分考虑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协调以推
动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本制度，将我国国土空间
按照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给
乡村振兴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方向[33]。因此，乡村振兴规划需重视以国家和省级主体功
能区规划及相关战略、制度为基本依据，推动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
（2） 乡村振兴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现阶段中国正大力推进空间规划体系的
建立，其核心是推动各项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等） 在空间上的统一，其目标是促进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 [36]。必须看到的
是，国土土地是承载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因而推动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有利于进一
步落实乡村振兴规划。此外，从规划涉及内容而言，乡村振兴规划侧重于经济、生态、
文化、政治、社会五要素的统筹建设；从规划地位而言，乡村振兴规划作为战略性规
划，侧重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村的未来发展。综上可知，乡村振兴规划需强化其对国土空
表2

乡村振兴规划与相关规划目标差异辨析

Tab. 2 The differences of the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related plans
规划名称

规划目标

乡村振兴规划

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国土空间规划

推动各项规划在空间上的统一

美丽乡村规划
乡村规划

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宜居、宜业的可持
续发展乡村
规划整齐整洁的乡村

一二三产融合规划

明显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活力

图1

乡村振兴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relate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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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的引导作用，国土空间规划需做好与乡村振兴规划的衔接，以落实乡村振兴相关
战略举措。
（3） 乡村振兴规划与美丽乡村规划、乡村规划等系列发展规划的衔接。从规划初衷
而言，美丽乡村规划和乡村规划等规划的本质虽与乡村振兴规划一样，均为促进乡村发
展，但其内涵与侧重点却存在明显差异。如美丽乡村规划虽也强调经济、生态等五要素
的统筹建设，但其建设目标却存在差异。具体如下：① 美丽乡村规划强调科学、生产发
展，而乡村振兴规划强调产业兴旺；② 美丽乡村规划强调村容整洁，乡村振兴规划强调
生态宜居；③ 美丽乡村规划强调管理民主，乡村振兴规划强调治理有效[37]。可见，相比
于美丽乡村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对乡村发展的要求更高、涉及范围更广。乡村规划作为
指导乡村发展和建设的基本依据，其目标是促使乡村整齐整洁，而这正是乡村振兴中
“生态宜居”的重要一环。必须认识到的是，围绕美丽乡村规划、乡村规划等展开的大量
理念与实践探索可作为乡村振兴规划编制与实施的重要理论参考依据，因而在做好乡村
振兴规划对美丽乡村规划等的引导作用的同时，可从战略高度层面融合这些规划的规划
理念与想法。
（4） 乡村振兴规划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等的衔
接。从规划内容而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侧重于农业发展，可视作
针对“产业兴旺”这一目标而制定的详细规划[38]。因此，在有条件地区可在编制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围绕具体发展目标，编制更为细致的产业发展规划。同时，需看
到的是在当前山水林田湖草协调治理、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因此在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时需重点考虑其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好产
业发展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衔接。

3 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总体架构
3.1“3+X”
乡村振兴规划体系
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构建需立足中国相关规划体系的基础和未来面临的形势，按照
区分规划事权、理顺规划内容、协调各类关系的原则，厘清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内在逻
辑关系。因而，乡村振兴规划可沿用国家三级空间规划体系，将“发展理念逐层传递”
和“发展目标逐级分解”相结合，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得到落实。在基本的规划体系
之外，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需要，依据特定目标，开展跨区域乡村振兴规划
的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如下 （表 3）：
国家级乡村振兴规划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需突出战略性和政策
引导，强调对新时代、新发展目标下宏观性、长期性国家乡村发展问题的把握。因此，
国家级乡村振兴规划需侧重乡村振兴战略定位和方向的建立，制定战略实施的引导性目
标，提出实现路径的引导思路及政策。
表 3 各级乡村振兴规划属性及侧重点
Tab. 3 The attributes and focus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规划范围

规划属性

侧重点

国家层面

战略性、指导性

宏观指导、政策引导

跨区域层面

协同性、区域性

跨区域规划范围及目标研究、区域统筹与协调治理

省级层面

衔接性、综合性

省域规划目标确立、分梯次分类布局制定、政策提出

市县层面

针对性、操作性

地方性规划目标制定、专项规划及详细规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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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乡村振兴规划是贯彻落实国家意志，并统筹传导至市县规划的关键环节，具有
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省级规划需立足发展基础，明确适合区域发展的乡村振兴目标，
在此基础上基于县 （区） 单元划分不同类型区域，提出差别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保障规
划实施的各项规划、方案、意见与计划，明确规划执行的部门及其职责。
市县乡村振兴规划是引导县域乡村振兴的“一张蓝图”，其编制要以上级乡村振兴规
划为主要依据。随着规划级别的降低，规划涵盖内容需更为细致而具体，体现地方特
色。建议市县级规划重点结合“二十字”发展目标，审视区域发展现状，编制符合其区
域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的规划。同时，本市县级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可依据本级或上级相
关实施性规划，依需要合理安排专项规划，更多微观尺度规划则通过详细性规划予以
安排。
此外，可依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等，基于区域功能、发展基础等的相似性以及特定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跨区域乡村振
兴规划。建议跨区域乡村振兴规划重点强调区域统筹协调治理，做好区域资源与项目整
合工作。
3.2 乡村振兴规划内容纲要
基于规划制定的一般思路及乡村振兴规划的“二十字方针”目标，乡村振兴规划纲
要内容需至少包括总则解析、区域振兴基础与发展态势分析等四部分内容 （图 2）：
（1） 总则解析。这是乡村振兴规划编制的起点，旨在通过深入剖析乡村振兴、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发展理念与指导思想，厘清乡村振兴规划编制

图2

乡村振兴规划内容纲要

Fig. 2 The cont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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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揭示乡村振兴规划编制面临的新要求，并对规划编制范围、规划依据、规
划期限等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约束。
（2） 区域振兴基础与发展态势分析。这是规划编制的现实基础，目的在于围绕五大
发展目标，总结与反思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初步判断乡村振兴优化方向。具体包括
两部分内容：一是重点针对振兴目标开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城乡
居民收入等基本情况的调查，识别区域发展短板及其原因；二是围绕“二十字方针”，结
合区域发展短板及其限制因素分析，明确区域乡村振兴远期与短期目标。下级规划目标
的确定需以上级规划目标为重要参考；省级规划及跨区域规划需立足全局发展视角，以
县 （区） 为基本单元，划分不同类型区并明确差别化的发展目标。
（3） 五大专项规划编制。这是保障乡村振兴规划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其核心是针
对产业发展、生态宜居环境建设、文化发展、治理体系建设、民生保障与改善这五方面
编制对应的规划。值得一提的是，五大专项规划的编制必须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如
乡村产业发展需以主体功能区为行动指南，以“三线三区”划定结果为重要依据。各级
规划编制必须紧密结合区域发展特色，以落实乡村振兴目标为重要抓手，强化乡村振兴
可实现路径的探索。随着规划级别的不断降低，规划内容与方案需更为细致且可操作。
（4） 保障机制与措施的制定。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离不开有力的保障机制与措施。
其中保障机制可包括人才保障机制、农业改革保障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等；保障措施可
包括典型示范、评估考核、责任分工等。

4 乡村振兴规划关键技术与方法
基于乡村振兴规划内容的解析，结合经典文献的研究，甄别出乡村地域系统诊断、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地域模式类型甄别、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乡村空间组织设计、乡
村公共设施配置、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 7 项关键技术[1]，可为制定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提供
技术支撑。
（1） 乡村地域系统诊断。当代乡村不仅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地和农民聚集地，还兼具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价值和功能[39,40]。在规划前期，需运用系统的观念去认识
和理解乡村这个特殊地域系统，重点掌握其概念、内涵和特征，据此结合现实状况开展
细致且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作为战略发展规划，乡村振兴规划虽涉及乡村发展的方
方面面，但实际中鉴于区域发展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其规划需强调阶段性。故而乡村振
兴规划需在科学把握乡村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目标，有针对性地从产业、生
态、文化、社会等方面诊断制约乡村发展的阶段性难点与痛点。
（2）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连接资源环境要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一方面有助于定量揭示乡村资源环境状况及其发展存在的制约性问
题，另一方面可为设计乡村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提供理论支撑 [41,42]。然而，由于规范
化、系统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与核算方法尚未完全建立，且资源环境承载力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揭示，因此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开展针对乡村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工作并揭示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此
外，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及内涵来看，乡村振兴规划应是一个长期规划，仅仅立
足现实资源基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难以满足需求。具体而言，需在深入解析资源环
境承载力形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展对区域承载状况的变化情况的预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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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域模式类型甄别。差别化的区域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区位条件等因素决定
乡村地域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当前中国已围绕地域模式进行一定理论与实践探
索，如 2014 年原农业部以围绕“美丽乡村”为创建目标而提出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
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等十大模式[43]；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
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四种模式[15]。这些模式给各级部
门探寻乡村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方向，但仍需进一步探明这些模式的
典型特征、驱动因素、可替代的发展路径以及未来推广的适应范围以及约束性条件。同
时，我们需看到，好的地域模式类型应是清晰且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因此在实际规划制
定过程中，需增强地域模式设计与现实基础及未来发展需求的衔接性，以期能更有效地
服务于乡村振兴决策与实践。
（4） 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习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围绕现代农业发展以
及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44]。而中国正推行的“一二三产融合”、
“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规划则为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需在充分
理解规划理念与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理念，深入解析如何通过
吸纳新要素和创新产业发展动力源泉来挖掘和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潜力，以形成系统化、
综合化、多元化的乡村振兴产业体系。此外，需指出的是，乡村振兴不完全等同于城镇
化发展，乡村产业发展要坚持立足于乡村、服务于乡村，重点借助乡村特有的资源、文
化和生态优势，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塑造发展核心优势；同时着力推动乡村产业转
型升级，通过拓展产业空间、延长产业链条，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孕育乡村振兴新
动能。
（5） 乡村空间组织设计。乡村聚落空间的空心化、废弃化等现象导致中国乡村断层
和乡村活力丧失等问题频发，合理的空间组织设计已成为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必须考虑的
重点难题[45]。这一问题可从乡村空间组织设计的预期目标及乡村聚落布局的作用途径两
方面着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可依据乡村地域系统诊断与地域模式识别结果，明确不
同类型乡村发展定位对空间组织设计的要求，并据此识别乡村空间组织设计目标、原则
与标准，细化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三融合”途径。
（6） 乡村公共设施配置。配套建设的公共设施是农业农村发展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
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制定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内容。然而，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中尤其
是贫困地区尚存在公共设施稀少、质量不佳、类型不齐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乡村生产
生活的发展[3]。资源有限性与有效性决定公共设施的配置需发挥其最大功效，这也对乡村
公共设施配置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具体而言，需考虑公共设施体系内部协同以及公共
设施体系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协同。其中内部协同包括设施点空间布局的时间顺序、相近
功能的合理替代、公共设施与市场服务的协作等，外部协同包括设施配置与人口分布情
况、道路交通情况等的协同[46]。
（7）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有效的社会治理是维护乡村和谐、实现乡村长治久安的保
障。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际，需按照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相结合的思路，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47]。具体而言，首先应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提高对农村干部的培养与配置，并借助新乡贤等群体的力量以推进乡村治
理工作。其次，应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引导农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和用法。着力推
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及文明风尚，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文明素养。
此外，需指出的是，有效的社会治理与空间规划等系列规划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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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在改革空间规划等系列规划的基础上，加强各规划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机融合
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推动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更是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深刻把握乡村振兴规划概念内
涵、本质特征及其与相关规划衔接的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总体框架及内容纲
要，并针对规划关键技术与方法展开探讨，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振兴规划需扎根于乡村地域系统，突出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统筹性
与乡村性，强调五大发展目标统筹共建。以“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
为重要依据，重视乡村振兴规划对空间规划的引导以及空间规划对乡村振兴规划的保障
作用。
（2） 乡村振兴规划可以“国家-省-市县”三级规划为基础，以跨区域规划为辅助，
构成“3+X”式规划体系。省级规划与跨区域规划需结合区域实际，以县 （区） 为基本
单元，明确分区分类统筹推进的规划目标及实现路径；市县级规划需紧密衔接上级规
划，有针对性地细化产业、生态等五大发展目标。
（3） 遵循“振兴基础诊断-振兴目标剖析-专项规划制定-保障机制与措施建立”的
技术路线，推进乡村振兴规划的系统化编制。通过理论分析及经验总结，判明不同级
别、区域乡村振兴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从制度改革、政策实施等方面深入探讨乡村
振兴的科学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4） 立足中国乡村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性，乡村振兴规划理论体系亟待进一步
建立。需强化乡村地域系统诊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地域模式类型甄别、乡村产业
体系构建、乡村空间组织设计、乡村公共设施配置、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对乡村振兴规
划的理论支撑作用，以提升乡村振兴规划理论体系的合理性。
5.2 建议
（1）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覆盖农业、农
村和农民，涉及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民生保障等多个方面，
且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促进、影响和制约，是一项复杂而系统化的建设工程。因此，国
家层面可成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围绕“二十字方针”，在法律法规制定、机构设
置、资金投入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确保各项事项全面协调推进。省级、跨区域、市县
层面可成立各自工作领导小组，保障各项举措及政策的纵向传递和横向衔接。特别是市
县级层面，需明确“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工作要求”的原则，强化党
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促使干部主动承担乡村振兴
任务。
（2） 确立法律法规体系，以立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可靠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集
体经济组织法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保证乡村发展的旺盛生产力保驾护航；各村
民委员会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村规民约为补充，开展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立法等手段规范化乡村振兴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如明确资金
使用、项目安排、监督管理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听取

3期

胡守庚 等：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与关键技术初探

559

公众与社会组织对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规划内容的意见。
（3） 建立实绩考核制度和奖惩办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立完备的评估考核
办法是落实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手段。依据规划确定的约束性和期望性指标以及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等，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及进度要求；将促乡村振兴成效作为
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各级党政干部年度考
核、选拔任用、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下级党委和政府需每年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告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因地制宜地做好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统计工作。建立规划实施督
促检查和第三方评估机制，适当开展规划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审计机构加强对规划实
施的审计监督。
5.3 讨论
做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工作，是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基础工程。基于对中国乡村发展阶段的审度，乡村振兴规划重点从产业、生态
环境、社会治理等五方面提出乡村发展的方向性、目标性要求及切实可行的路径。乡村
振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撬动乡村发展的杠杆，借此全方位唤醒土地、产业等领域的改
革，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的形成。
本文重点从乡村振兴规划概念内涵、本质特征、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入手，探讨了乡
村振兴规划架构、关键技术与方法等内容，可为各级部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提供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参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乡村振兴规划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涉及
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如何结合区域实际，深化产业、土地、人才、治
理体系等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作用亟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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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is
critic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connections with that of other related plannings. A framework 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re also developed in the study. Mai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should primarily concern the guidance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goals for rural development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because of
that, it would be strategic, forward- looking, unitary and comprehensive. (2) The guidance
towards corresponding plans, particularly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Rur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should be largely addressed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ccording to current national strategies, notably the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and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Planning. (3) In line with the three-level ("countryprovince- county") planning framework,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could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ross-regional planning under special goals.
(4) We proposed a framework following“diagnosis for revitalization - goals for revitalization special planning - guarantee”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cont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s well as five goal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paths. (5) The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mainly including methods for the diagnosis of rural system,
estim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gional patterns,
are profoundly suggested to approach the systematic regul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researches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ts applications across departments
following current hierarch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system; technique and meth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