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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I1的：探索构建郊野 规划实施 ，J一法体系，并埘郊野 单元规划 腮 f占一研究方法：以 林镇为例， 

构建效川函数综合评价模型，从规划编制科学忡 、执行情况和实施综合成效了个力‘ 综合评估郊野单 划实施 研 

究结果 ：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实施 估综合僻分90．89分，一级指标J 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规划编制科学性(96．63)、 

实施综合成效 (88．91)和规划执行情况(86．84)， 分均为优 。研究纳论：郊野单几规划统筹协捌郊野地 各类 专项规 

划，推进集建 外低效建设川地减缝，对郊Ix_乡镇发展起到积极，jl导fi-HJ，但在减 时序性、林地和水 H标落实以及 

综合成效 I 仍 ‘提升空间 规划 估有利于进 ·步完善实施 ，建议将郊野单几规划 施 估发喂为 度 估，评估结 

果作为减量化推进政绩的号卡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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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新时期，土地和生态环境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程度加剧～2017年 1月《 围同 

土规划纲要(2016— 2030)》要求，坚持国土开发与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卡H 配、人L】资源环境相均衡。2017 

年 l0月，“十几大”报告指H 我国发展质量和效益还 

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201 8年《中共巾央关 

于深化党和同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 ，要强化国土 

问规划对々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推进“多规 

合一”。中央政策导向和地方改革积极性是创新同土 

资源规划、协渊经济与环境的动力 为激励地方积极 

忡，中央政府给 ，广地方一定的“探索试验空问”⋯： 

实施郊野单元规划是上海市响应巾央政策导向， 

创新空间规划和 问优化的“地方实践”：2013年，上 

海市提出郊野单元规划理念，以郊野单元规划统筹郊 

野地区各类 项规划 ，}隹进建设川地减量 ，优化郊野 

地 发展空间，其艾施效果已初步 现。 

对 卜海市郊野单元规划开展 估，有利于判别其 

发腱成效和存在问题，目前，郊野单元规划近期阶段 

已过，规划成效与不足亟待总结一本文以上海市柘林 

镇为例，构建效用 数综合评价模型，从规划编制科 

学忡 、执行情况相I实施综合成效‘个方面开展评估 ， 

同顾规划目标实现干旱度，分析规划埘经济、社会和生 

态环境的影响，并针对存存问题提⋯建议= 

2 研 究综述 

rf，同土地规划 估研究集巾丁上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土地整治规划 十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方面，学 

者对评估分类 、 价方法 0、指标体系构建 、案例分 

析和仔在问题 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上地整治规划评 

估方 。除对评价厅法 I、指标体系构建 、案例分析 

等的研究外，特}jIJ火沣效益研究， 张正峰等将土地 

整理效益视为经济、生态环境、卡f：会 景观4个效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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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杨俊等对土地整治前后经济 、社会 、生态、景 

观和综合效益进行评价I7 ；李冰清等从项目决策、项 

目管理和项目效益等方面评估土地整治项目绩效 l? 

土地规划评估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评估方法日 

益丰富。主要有成对比较法 、层次分析法 。 、模糊综 

合评价法⋯J、PSR模型 、效用丽数法以及不同方法 

的综合”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评估单元日益精细化。 

“郊野单元规划”理念提山时间不长，国内外对 

其研究集中在功能 、管理 、编制方法、存在难点  ̈

等上。建设用地减量化是郊野单元规划研究热点，学 

者同绕减量化必要性 、运作机制 6l、指标市场构建和 

推进策略 等展开研究。 

综上，国内外郊野单元规划研究集中在编制 、实 

施试点和减量化，尚未有郊野单元规划的评估研究。 

为此，本文借鉴土地规划的评估经验，探讨郊野单元 

规划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 以上海市柘林镇为例进 

行实证分析，得出该规划的实施成效与存在问题，并 

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3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方法 

3．1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3．1．1 评估 内容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郊野单元规划编制科学性评 

估、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和规划实施综合成效评估。规 

划编制科学性评估，主要是评估规划编制之初设定的 

目标有效性以及规划与其他专业规划的相容性；执行 

情况评估主要是分析规划 目标执行情况、规划执行投 

入 、空间结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 

探讨规划实施的“过程”合理性；综合成效评估包括规 

划实施取得的经济、礼会和生态_一个方而效益的评估。 

以下将基于评估内容构建指标体系，对郊野单 

元规划实施进行量化 估 ，得⋯各级指标层的评估 

分值。 

3．1．2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基于实用性 、客观性和数据呵得性原则，借 

鉴土地规划评估相关资料，构建郊野单元规划评估初 

选指标。然后通过研讨会的形式 ，与专家讨论指标体 

系的合理性，并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削除冗余指 

标，建立4个层次的评估指标体系。总指标层为郊野 

单元规划实施评估，一级指标层(A)直接反映郊野单 

元规划实施情况，包括规划编制科学性 (A )、规划执 

行情况( ，)和规划实施综合成效 (A ) 二级指标层 

( )是一级指标层的细化 ，表征对一级指标层的贡献 

程度。具体如下 ：(1)规划编制科学性指标 ：从规划 

任务合理性和规划协调性方面，对比筛选出6项指标 

(表 1)。(2)规划执行情况指标：反映规划执行过程 

中地类调整目标 、生态环境变化以及执行保障情况 ， 

对比筛选 15项指标 (表2)。(3)综合成效指标：衡 

量规划实施产生的影响，分为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方面l4项指标(表3)。 

郊野单元规划没有直接的法律基础。规划编制 

时，仅对近期和远期建设用地减量规模做了明确要 

求 ，为约束性指标 ，其他指标为减量化基础上结合专 

项规划进行的 域空间布局引导，为引导性指标。 

表 1 规划编制科学性指标(A．) 

Tab．1 The indexes of scientificity of planning(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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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规划实施综合成效指标(A，) 

Tab．3 The indexes of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planning(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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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包括规划编制和执行落地，方 

案合 是规划有效 施和取得良女r效果的基础 

划 施评估结粜址埘姚划实施的 体判断，有助 J 比 

较 ／『 时期、／f 地Jx：郊野单元觇划实施情况 i、V- 

f I11的各级分指标，能够有效揭示⋯郊野单元规划实 

施过 巾不同方I 的问题。 

3．2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综合评估模型 

3 2．1 效用函数综合评价模型 

水文选用效J}j 数综合评价法，陔方法 卣观性 

强， 价各环节相埘独立，计箅 ‘法多样，其公式为： 

y，= ( ) (1) 

F=∈( ，。 ’，) l，2，⋯ ， (2) 

(1)一(2)中： ，为单项指标 的效用函数评价值；
． 

为 ，的效用函数；W 勾单项指标n勺权重 ；F为综合评 

价值；∈为合成模型函数= 

估指标体系确定后 ，模 天键为确定单项指标 

评价值 权重值w，和合成模型 合成模型∈仃算 

术平均、几何平均 、平方平均等 法，本文选择几何平 

均法，其公式为： 
r 『l— — |1 

F= ， ∑w = ㈩／／／~WyJ 
式(3)巾：F值越高，规划实施效果越好。 

3 2．2 单项指标评价 

(1)对数=IIl』功效系数法：对数 功效系数法『1『反 

映指标变化对系统评价产生的影响，根据相天研究和 

郊野单元评估实际 之⋯，构建如下公式： 

lFIX，一 lfixⅢ 

ln ，1一 In ，f 

0 

式(4)Il】： 为第 个指 的评估值； ， 第i个指怀的 

实际值； 和X，．对应第 个指标的 卜限值(不容许值) 

和上限f (满意值) I 限和下限伉 据指标含义 

政策要水等确定 

(2)( Is空间叠罔法 ( I 空间番』冬1利用地理信息 

技术，将实施汁划 Lj实施结果 叠加，汁算实施 汁 

划的相符度。GIS空间叠网法注重地删牵问分析，从上 

地币『J Hj审问分布 卜评估姚划编制与实施的协调程度 

(3)协 函数 价法一协调 数nf反映不同规划 

之间、舰戈IJ实施不同 ‘向之间的协州状况，有几何半 

均法、加权平均法和变异系数法等一本研究汁算郊野 

单元规划 与专业规划的协jJ占J程度， 丁各规划重要一 

基本一敛，研究选择JLioJ平均法，其公式为： 

一 ，= — 

lid=n√EC ×EC2×⋯×EC =n ／＼＼EC t51 
V -= 

式(5)巾：HD为协测 数值，HD越大，协调性越 ； 

EC为郊野单元规划与某一规划的协调干旱度一 

(4)景观格局指数法 景观指数反映窄问结构组 

成和卒问配置等方而的特征。景观指数处于适宜水 

平，生念系统才能维持稳定和发挥最优功能：根据十li 

关研究，上海市面临生态斑块小且破碎化严重、尘物 

多样性降低 、斑块连通性差等问题 ⋯ r大i此，上海 

要提高斑块类型面积指数 、景观多样 指数以及景观 

表4 土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当量表 

Tab．4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per unit area of land ecosystem 

地类 森林 草地 农田 湿地 河流，湖泊 

徘公顷'I-态 

系统【j_l『积 

念服务价值 

} 

食物 J 0．33 0 43 1．00 0．36 f)．53 
供给Ⅲ芷驽 

原材料 产 2 98 0．36 0．39 (】．24 ()．35 

埘J f 地分类 
林地 、同地、瞻仰 

景观休闲川地 

牧草地 、托 耕地 

草地 泽 置： 
： J 他农川地【f1箭禽饲养地、设施农、 I】地、农村道路、农III,~lJ／t J、l1t坎 、晒符场等未汁入乍态用地； 念川地【{】“林”为林地f11闻地．这与森林额 

。

簪-tt“森林”范『韦I ．敏；【】J删 地类计入耕地 

4  

< ，  ∞ 

＼f 
、三至 

0  
6  

+ 

0  
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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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敞性指数， II、『减小斑块形状特征指数，以降低人 

类 f：扰，改善 念景观格局 

研究使jtt J A rI·( Is 10．2币『】Fi—agstat 3．3， ：／1 同情 

境下的景观 指数，评估郊野 元规划实施的f 域 

景观格局变化 

(5)生态系统 位面积，L} 态服务价值当 法 ．同 

『大】广泛认可罐于 家知识的 念系统服务功能 价 

体系 谢高地等 ”0对中国700化具有生态学背景的 

业人员进行 r问卷调查 ，被捌金对象主要生活在生 

念环境问题突⋯的特大城市。I~l Jlt"：，得到的尘念系统 

他面积生态玎f芝务价值当量适』f】于巾国特大城市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 

结合《全 土地分类(试行)》，采用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单价体系2007年标准并修正，得到土地 卜态系统 

的牛态服务当 如表4所示 

3 2．3 权重值 

权重确定仃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坪估指 

标的统计数据缺乏或口径不一时，主观赋权更符合实 

际需求：本文选择 家评分法，方法简单、由：观性强， 

但准确度取决于 家的能力水平= 

3．3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结果等级划分 

为直观表现评估结果，借鉴相关研究 】，将结果 

划分4个等级(表5)。 

表 5 评估标准 

Tab．5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4 实证分析 

4．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4 1．1 研 究区域 

柘林镇f 丁 l 海市奉贤I 两南部，兼具 【_、I 镇和 

农业镇的特点 农村土地~iJJtrJ较为粗放，户均它基地 

超标，集建 外人量低效丁业片j地分散存农村地 ， 

绎历人口向城镇集巾的过程，具有 卜海市郊 不同 

类刖乡镇土地利 的普遍特flF一2014年 12月，柘林镇 

郊野单元规划扶得批复 经过 年多的实践 探索， 

实施效果初 ，fI【也表现m规划 j实施不符等I'rl】题一 

4．1．2 数据来源 

规划执行和综合成效评估的时间节点为20l7年 

8月 研究所使川坪估期土地利Ji4现状图为郊野单元 

规划编制底图基础 依据已有建 川地减 干I】城『 

开发边界内新产、I 落地 斑测祭获得 

土地数据米源 《 海市奉 j≮ 林镇郊野t ． 

(FXZI O01 FXZ1 002)规划(2014—2020年)》《术贤i 

林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35 I )》 

(在编，2017年 12月阶段成果)、第 ．1次全国土地州 

更新数据以及柘林镇建设用地减 和新产业落地 

斑数据；人 口数据来源于《奉贤IX统汁年鉴》(20l4～ 

20l7年)，及对郊野单元规划的效益进行访谈的数据 

4-2指标体系及权重赋值 

以柘林镇32 T作人员的权畦打分确定指 权 

重，剔除存在极值的2人，得到有效权重打分 30份 

30名 厂作人员巾包括柘林镇郊野 元规划和减艟化 

T作领导小组成员、惟进办T作人员以及规划实施过 

程rfI涉及的村居负责人，他们对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 

最为熟悉，对规划编制和实施具有深刻认知=析林镇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 估结果如表6所，J ： 

4．3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结果分析 

4．3 1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总体成效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综合分值90．89分，整体状况 

为优?一级指标层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规划编制科 

学性 (96．63分)、实施综合成效(88．91分)、执 情况 

(86．84分)。 

4．3．2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具体成效 

(1)显著推进 J 郊野地 低效建设用地的减量 

化。低效建设用地减量是用地结构测整和生态环境建 

设的前提。郊野单元规划对近远驯减鲢地块空间进行 

了合理规划=近期减 任务空l1_jJ合理性96．90分， 实 

施的减量项目，60％以上为规划近期减量地块= 

(2)有效协测了郊野地区相火 、I 规划。柘林镇 

郊野单元规划融合 农业、水务、交通等专业规划， 

渊度评分98．33分．起到有效的 渊作JL}j：规划初步 

探索 集建区外“多规合一”，为后续新市镇总体规划 

编制奠定了基础． 

(3)构建 r完善的执行投入 障机制 析林镇 

郊野单元规划，存政策落实(96．40分)、组织建设(100 

分)和资金来源(91．70分)等保障措施 进行 r机制 

建设 、细化了市 曲级郊野 元规划相关政策，斤成 

立姚划编制和推进领导／1,~1t、T作小组 ，为规划推进 

提供政策和组织保障 

(4)快速减少 r集建 外T,Ik ,lk~1生态J邮道I』、】 

建 川地规模 念廊道是生忿"l乏务的主要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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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建 外工业企业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破坏者
。 柘林 

镇郊野单元规划，对这两类建设用地进行重点减量
， 

评估得分为95．829'-~t98．16分
，有效推进了 ：域生态 

环境改善 

(5)扶得经济 、社会和牛态多重效益一经济效益 

方向(92．05分)，新增了大量耕地，促进了土地流转和 

发展了休闲旅游农业；社会效益方面(94
．65分)，促进 

了居住用地的集中，减少了外来人 口
， 支持了市政项 

目建设，并增强了全社会节约集约用地意识
，为新规 

划编制奠定了基础；生态效益方面，推进了生态廊道 

内(95．82分)和集建 外T业企业减量(98
． 16分)，乍 

态环境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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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 

(1)规划减 任务与实施时序不符，时序合 性 

有待提升：减 地块规划 文施的时序相符方面的 

得分为79．86分 主要原凶是规划编制时，T业，}_}j地 

减量排序是对综合容积率 、税收 、企业性质等指标评 

分后确定的；实施时，集建 外大多数T业企业效益 

差，而减量“时间紧、任务重”，乡镇政府依据南易到难 

推进了减量化： 

(2)林地、水面目标落实难，空间结构术能有效优 

化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过度关注减量规模和l耕地增 

加，用地结构jJ吉J整未全面展丌。新增建设用地 用导 

致林地和水面面积不升反降=空间结构上，除景观多 

样性水平较高外，斑块类型而积 、斑块形状、景观聚散 

性等改善有限。 

(3)综合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窄问。经济效益方 

而．集建区内新产业落地相对不足，减量化指标未能 

有效利用；礼会效益方面，居住环境改善相对滞后， 

宅基地减量落后于T业用地减量；生态效益片而，水 

体环境改善、林地建设等方面亟需加强 

5 主要 结论和启示 

5．1 主要结论 

(1)郊野单元规划对郊 乡镇发展起积极的引导 

作用：郊野单元规划的实施有效协调了郊野地Ix：农 

业、水利、道路等 项规划，推进集建区外低效建设用 

地的减量化，引导了郊区用地优化配置，符合上海市 

“五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郊 建设发展方向。 

(2)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方法切文可 

行 评估利用效 函数综合评价模型，评估了规划编 

制科学性 、规划执行情况和实施综合成效j大内容。 

柘林镇的评估结果中，规划编制科学性评估96．63分， 

执行情况评估86．84分，实施综合成效评估88．91分一 

(3)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取得良好效 规 

划实施 著}俘进了郊野地 低效建设用地减七t、 调 

统筹了郊野地f)‘ 相父专业规划 、卡句建了完善的执行投 

入保障机制 、短时期内实现了集建区外T业企、I 和生 

念廊道内建设川t地的减少，在绎济、社会和 念效益 

面均取得 著成效。 

(4)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实施仍有较大先善空 

问：柘林镇郊野 元规划仍然 减量时序合理 、用 

地 间调整等方 存在不足，郊野单元规划实施的综 

合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问j 

5-2 启示 

(1)郊野单元姚划实施效果 并，可纳入乡镇一 

级规划体系推广至 他乡镇：20l4年上海全市层面 

推动郊野单元规划编制，至今已充成编制批复的乡镇 

近50个：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效果显著，可纳 

入乡镇一级规划进一步推广。 

(2)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有利于规划的进一步 

完善实施：通过郊野单元实施 什 ，一方面，可扶得 

乡镇郊野单元规划整体得分，评价规划编制实施整体 

情况；另一方而，不I叫层次的指标能够得}fJ规划 不 

同方面的“短板”， 找编制和执行rfI存 的主要问题 

(3)将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发展为年度评估 ， 

估结果作为郊I 卒问优化的考核标准。郊野单元 

规划实施评估反映 域用地结构优化及综合效益，作 

为绩效指标比单纯的数量指标更合理?建议上海市 

在郊野单元规划实施评估研究的堪础上建立系统的 

年度 估制度，对郊野单元规划干̈乡镇空间优化进行 

评估考核。 

(4)柘林镇郊野单元规划实施 nJ‘进一步改进提 

升一低效建设用地减量时，考虑 索 更加综合，提 

高时序合理性；加强郊野地区用地结构调整，合理布 

局牛态用地，发挥审问结构效应；统筹减量指标有效 

落地，推进“ 线”佶J边宅基地减 睦， 重点加强水面、 

林地等重要生态卒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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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A Case Study of Zhelin Town in Shanghai 

LIU Hongmei ，MA Kexing ，WANG Keqiang ， 

(1．School of Busines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2．School of Pubic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0n
． 

Shanghai UniVersity。f Finanee and Ec。n。mics
， Shanghai 200234，China；3．Institute。f Pubic Policy and Govenaance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n evaluation—mechanis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0f c0untryside unit 

planning，and to evaluate 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in Shanghai
． The study takes Zhelin Town as an example

． empl0v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utility function and aSSeSSeS the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scientificity
， 

enforcement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 It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0n s 0re 

of countryside trait planning in Zhelin Town is 90．89．The level—one indicators shew that the scientificitv
． enflnrcement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scored 96
．63，86．84 and 88．9 1 respeclive1v．In c0n lusi0n

． 

on the one hand，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can coordinate various special plannings in the country area
． prom0te 

the reduction of low effieien(’y construction land outside the construction area and positivelv guide the devel0pment 0f 

suburban area．On the other hand，the time series of reduction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 w00dland and water surtlace 

targe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remains to he improved
． The evaluation of countrysid unit planning is 0ndueive to 

its further improvement all(]implementation
． and the evaluation can be developed int【】an annua1 0n 

． whirh can be use(t 

as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reduction
． 

Key words：land planning； otmlryside unit planning；implementation eva1I1ati0n：Shanghai C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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