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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为评价对象，分析了2006-2012年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得出 

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执行情况。在收集掌握大量历史与现状资料的基础上，釆用统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与德尔斐法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建立评价模型。结果表明，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起到重要作用，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严格保护，经济社会发 

展合理用地需求得到切实保障等。规划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变化导致规划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全省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对此，提出了全省用地布局和利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力度、开展全省范围内指标 

调节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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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i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evaluation 

objec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2006-2012, and 

obtai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in Yunnan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a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and current data, the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Delphi method is used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odel, which combin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evaluation concluded that the 

plan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cro-contr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basic 

fannland are strictly protected, and the demand for rational land us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effectively 

guaranteed.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back

ground, which can not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ba

sic farmland in the whole province. The paper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land use and utilization struc

ture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land for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Suggestions such a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the linked work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icators within the whol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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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键点在于实施。一个能够满足实施条 

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定必须是可行和有效的，即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必须在经济技术方面具备可行性，在管理方面具备可操 

作性，能够有效及时地制止违反土地利用规划的行为，只有将已 

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力付诸实施，其重要的意义才会真正得 

以实现。本文以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 2006-2012年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后土地资源利

用的现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其 

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云南省16个州（市）规划的执行情况及规 

划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合理选取相关指标， 

建立基础评价体系。选取专家打分的办法和层次分析方法，将各 

指标以相应权重进行打分，以最终得分对规划实施后产生的综合 

效益进行全面评价。选取3个准则层、10个指标层，通过分析， 

得出各指标在总体指标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采用对数效用函数 

模型量化各指标，最终得出各项单项指标的得分，再通过几何平 

均法算岀规划实施的综合得分后划分评价等级，以便实现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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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的定量分析。

通过评价可以看出，在本轮规划中，规划控制指标的执行情 

况、规划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规划的社会认知度和规划实施产生 

的效果等方面均为良好，在提升土地利用率、节约集约用地以及 

耕地保护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存在着规划在实施管理有效性方 

面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通过本文更可以看出，规划实施评价 

不仅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土地利用规划学科 

的发展与突破，也为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和提升土地规划 

实施的社会化程度与公众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云南省土地利用概况

1.1云南省概况

根据2012年的云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全省辖8个市，8个 

民族自治州，共129个县（市、区），全省常住人口为4659.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58. 7万人，出生率为12. 63%o；死亡人口 

29. 8万人，死亡率为6.41%。；自然增长率为6.22%。。年末全省 

城镇人口 1 831.5万人，农村人口 2 827. 5万人，全省城镇化率 

达 39.31%。

根据《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期评估 

报告（评估期：2006-2012年）》，2012年度全省土地总面积 

38 318 900. 81 hm2o 其中农用地 33 015 135. 94hn?,占全省土 

地总面积的86.16%；建设用地970 537. 06 hm2,占全省土地总 

面积的2.53%；其他土地共4 333 227. 81 hm2,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11.31%。

1.2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概况

1.2.1总量目标

根据《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期评估 

报告（评估期：2006-2012年）》，2020年全省耕地保有量为 

5 980 000 hm2, 2006-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106 700 hm2, 

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106 700 hn?。全省至2020年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为4 954 000 hm2» 2020年云南省建设用地总规 

模1 047 957. 59 hm2o规划期间实施耕地整理1 000 000 hm2, 

建设用地整理20 000hm2, 土地开发900 000hm2, 土地复 

垦6 000 hm2.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补充耕地 

106 700 hm2,其中 2006-2010 年补充耕地 36 000 hn?。2020 年， 

全省土地利用率提高到87. 59%以上，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10 m2/人以内，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控制在153. 7 m2/人，单 

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提高到170万元/ hm2o

1.2.2增量指标

规划至2020年全省新增建设用地规模172 900 hm2,新 

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102 522 hm2,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06 700 hm2,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106 700 hn?。

1.2.3经济社会发展及重大背景变化分析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把握机遇、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积极应对挑战，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明确发展思路，突出工 

作重点，推进全省更好更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

根据2013年的云南省统计年鉴数据，2013年全省城镇化 

进程得到较快发展，全省常住人口为4 686. 6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 1 897.1万人，全省城镇化率达40.48%,较2005年增加了 

10.98%。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23 236元，收入快速增长，有效拉动了居民消费 

水平、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 141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2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分析评价

2.1规划指标执行情况

2. 1.1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规划2012年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5 979 832. 93 hm2, 

2012年现状耕地面积为6 224 949. 15 hm2,现状耕地超出规划 

2012年耕地保有量245 116. 22 hn?。规划实施至2012年，全省 

耕地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规划执行较好。

2.1.2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2020年云南省基本农田面积指标为4 954 251. 20 hm2,到 

2012年规划基本农田面积不得少于4 954 251. 20 hm2o 2012年， 

全省基本农田面积为5 262 006. 98 hm2,现状面积比规划目标多 

307 755. 78 hn?。从全省来看，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执行情况较好。 

2. 1.3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云南省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738 820. 23 hm2, 

2020年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846 239. 39 hm2,按照年 

平均增速计算，得出云南省2012年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为768 116. 36hm2o 2012年全省实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775 714. 90 hm2,超出计算的2012年规划目标值7 59& 54 hm2, 

规划实施以来全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超出规划预期速度。

2.1. 4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实现程度

云南省2009-2020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为 

136 600. 45 hm2,按照年平均增速计算得出2009-2012年规划新 

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37 254. 67 hm2o 2009-2012年全省实 

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38 832. 23 hm2,比2012年规划新 

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多1 577. 56 hm2,规划实施以来全省新 

增建设占用耕地速度超出规划预期速度。

2. 1.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云南省2009-2020年规划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 

108 433. 64 hm2,按照年平均增速度计算，2009-2012年规划土 

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应为29 572. 87 hn?。2009-2012年全省实 

际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38 275. 06 hm2,比2012年规划经土地 

整治补充耕地面积多8 702. 19 hm2,规划实施以来全省通过土地 

整治补充耕地面积超过规划预期面积（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 

模仅包含土地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面积）。

2.1.6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全省规划至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为llOn?/人。 

2012年全省实际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141.10 m2/人，比 

2020年规划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多31. 10 m2,规划实施以来 

全省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持续增加，超出规划预期速度。

2.2规划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首先釆取行政措施，行政目标责任制执行有力，有效保证规 

划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在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组 

织、协调和决策机制。其次釆取经济措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完善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模式；全力保障耕地保护的资金需求； 

规范土地市场；实行差别化的耕地使用费。三是釆取技术措施， 

加大土地调査及评价力度，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强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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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动态监测，全面开展坝区核定工作，开展三规衔接工作。 

四是采取社会机制，完善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度建设，增强规划 

实施的公众监督。五是采取法制措施，建立健全土地规划管理制 

度，加强规划管理执法力度。

3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效益评价

3.1评价指标的确定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实施评价涉及规划指标多、范围广，采用指标体系的形式和 

加权求和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效益进行 

评价，比较有利于科学客观评价规划实施效果，使得评价结果具 

有系统性和可比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效益评价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3方面，根据多次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结果，结合 

数据的可得性，获得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 

利用加权求和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求出单项效益评价值和综合效益 

评价值。

本次效益评价的评价单元以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级市、市 

辖区）为基础评价单元，评价对象为全省129个县，以下统称为 

“评价单元”。

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特点和功能，在借鉴已有相关 

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实际，选取建设用地地均 

GDP增长率、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城 

镇化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等规划实施效益指标，构建实施效益评 

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法，对全省各县（市、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效益情况进行评价。

指标计算釆用对比法，以2009年值为基期值，2012年值为 

评价时点值，计算公式为：（2012年值-2009年值）/2009年值 

*100%。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方 

法见表2。

表1指标评价体系 

lab.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建设用地地均GDP增长率 0.3

人均GDP增长率 0.25
经济效益 0.5

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增长率 0.25

生产总值增长率 0.2

土地利 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 0.3
用总体
规划实 
施综合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0.3
效益 社会效益 0.3

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 0.2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0.2

生态用地保护率增长幅度 0.5
生态效益 0.2

林地覆盖率增长幅度 0.5

表2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Tab.2 Evaluation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指标含义 指标算法（来源）指标名称

建设用地地均GDP 衡量建设用地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程度 GDP/建设用地面积

人均GDP增长率 衡量土地利用对人口经济发展的贡献 GDP/人口总数

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 衡量土地利用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 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

GDP 衡量土地利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统计年鉴数据

人均粮食产量 衡量土地利用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 粮食产量/人均总数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衡量土地利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 城镇化差值/城镇用地差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衡量土地利用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统计年鉴数据

农村人均收入 衡量土地利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统计年鉴数据

生态用地保护率 衡量土地利用的生态保护效益 生态用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林地覆盖率 衡量土地利用的生态保护效益 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3.2评价分值的计算 式（1）注释：

3.2.1指标分值计算

指标分值计算公式：

F严乞盼w» （1）

式中：耳为，指标的指标分值；易为，目标/指标的赋分值；形 

为，目标/指标相对，目标的权重值；卫为指标个数。

1） 公式中指标包括：3个指标层指标、10个准则层指标。

2） 指标赋分值是根据指标原始值的级别进行赋分所得的值， 

具体赋分标准为：1级为60分、2级为70分、3级为80分、4 

级为90分、5级为100分。

3） 指标原始值计算采用对比法，以2009年值为基期值， 

2012年值为评价时点值，计算公式为：指标原始值=（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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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009 年值）/2009 年值 *100% 。

4） 指标级别利用ArcGIS中的Natural Breaks （自然隔断法） 

对不同指标原始值进行分级。

5） 指标原始值、指标原始值级别、指标赋分值、指标分值 

等具体情况见附表1实施效益评价指标分值表。

3.2.2综合分值计算

综合分值计算公式为：

F = Y（耳 *Wj ） ⑵

式中：尸为规划评价综合分值；巧为，指标分值；叫为f指标 

的权重值；卫为指标个数。

式（2）注释：

1） 公式中综合分值指实施评价综合效益分值，指标指3 
个准则层指标。

2） 实施评价综合效益分值根据各准则层指标加权求和获 

得。

3.3评价等级确定

根据评价区域计算得出的单项效益各指标层原始值，利用 

ArcGIS中的Natural Breaks（自然隔断法）［5_6］对不同指标层原始 

值进行分级，然后根据不同等级进行赋分，得到不同指标层指标 

的赋分值，然后利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出准则层指标值，然后依照 

上述方法进行二次分级，得出准则层指标赋分值，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二次加权求和，得出单项效益指标值，由此得到的分级标准 

详见表3-6。

表3经济效益评价等级及特征描述

Tab.3 Economic benefit evaluation grade and feature description

综合评分 评价等级 特征描述

差

85< C W 100 优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好, 
施后的经济效益很明显

规划实

75. 5< C W 85 良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好, 
施后的经济效益较明显

规划实

70< C W 75. 5 一般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一般, 
施后的经济效益一般

规划实

65. 5〈 C W 70 较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差, 
施后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规划实

C W 65. 5 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差, 
施后的经济效益很差

规划实

注：表3中, C为规划实施经济效益评分。

表4社会效益评价等级及特征描述

Tab.4 Social benefit evaluation level and feature description

综合评分 评价等级 特征描述

88< C W 100 优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好，规划实施 
后的社会效益很明显

85< C W 88 良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好，规划实施 
后的社会效益较明显

82< C W 85 一般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一般，规划实施 
后的社会效益一般

78< C W 82 较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差，规划实施 
后的社会效益不明显

C W78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差，规划实施 
后的社会效益很差

注：表4中，C为规划实施社会效益评分。

表5生态效益评价等级及特征描述

Tab.5 Ecological benefit evaluation grade and feature description

综合评分 评价等级 特征描述

90< C W 100 优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好, 
后的生态效益很明显

规划实施

85< C W 90 良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好， 
后的生态效益较明显

规划实施

75< C W 85 一般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一般， 
后的生态效益一般

规划实施

65< C W 75 较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差， 
后的生态效益不明显

规划实施

C W65 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差， 
后的生态效益很差

规划实施

注：表5中，C为规划实施生态效益评分。

表6综合效益评价等级及特征描述

Iab.6 Comprehensive benefit evaluation level and feature descrip

tion

综合评分 评价等级 特征描述

86.15< C W 100 优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好， 
实施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很明显

规划

81.05< C W86.15 良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好， 
实施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较明显

规划

76. 55< C W81.05 一般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一般， 
实施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一般

规划

72.1< C 76. 55 较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较差， 
实施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不明显

规划

C W 72. 1 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执行很差， 
实施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很差

规划

注：表6中，C为规划实施综合效益评分。

3.4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法， 

对各评价单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效益进行评价，得出各单项 

效益及综合效益评分及其等级，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效益 

分析包括：各单项效益分析、综合效益分析。

3.4.1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计算与分析，全省129个县（县级市、市辖区）中，属 

于“差”和“较差”级别的县有52个，约占总数的40%,属于“一 

般”级别的约占总数的15%,而属于"优秀”和“良好”级别的 

约占45%,说明2009年至2012年期间，约占45%的县在土地利 

用过程中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仍有约40%的县仍有待进一步 

提高土地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

3. 4.2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对全省129个县进行社会效益分析，属于"优秀”和“良 

好”级别的占26%,属于“差”和“较差”级别的占38%,说明 

全省各县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较好社会效益的县数量较少，下 

一步需要更加突出土地利用的社会服务功能，以提高土地利用的 

社会效益。

3. 4.3生态效益分析

在全省129个县中，产生生态效益属于“差”和“较差”级 

别的占24%,属于“优秀”和“良好”级别的占41%,说明在土 

地利用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县产生了较好的生态效益，但仍有部 

分地方产生了较差的生态效益，下一步仍需继续注意土地利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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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生态保护问题，注意开发与保护并重，促进全省生态文明建 

设有序进行。

3.5综合效益分析

通过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分析，全省129个县中 

属于“差”和“较差”级别的占38%,与属于“优秀”和“良好” 

级别所占比例持平，属于“一般”级别的占24%,说明全省土地 

利用产生效益有较大潜力，需要优化用地布局，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使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从而促进土 

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高。各县（市、区）具体情况，见表7。

表7综合效益评价结果表

Tab.7 Comprehensive benefit evaluation results table

等别个数 行政区 

差 16 12.40%

五华区官渡区 

富源县红塔区 

楚雄市禄丰县 

兰坪县

宜良县麒麟区陆良县 

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 

魏腊县大理市瑞丽市

较差 34 26.36%

一般 31 24. 03%

盘龙区西山区 

安宁市马龙县 

易门县蛾山县 

古城区思茅区 

屏边县建水县 

金平县文山县 

梁河县福贡县 

富民县石林县 

元江县巧家县 

威信县墨江县 

云县牟定县 

武定县泸西县 

马超漾溝县 

香格里拉县 

县

县

县

县

县

市 

明

宁

富

自

阳 

阖

华

水

蒙

元

芒 

县
县 
区
市 
县
市
县 

宁

益

阳

远

勒

洪

西 

晋

沾

昭

开

弥

景

维 

区

县

区

市

县

县

县 

贡

泽

阳

旧

屏

宁

钦 

呈

会

隆

个

石

富

德

卿宗县罗平县 

大关县永善县 

孟连县澜沧县 

姚安县大姚县 

红河县河口县 

宾川县泸水县

宣威市 

绥江县 

西盟县 

元谋县 

西畴县
贡山县

良好 30 23.26%

东川区禄劝县 

龙陵县鲁甸县 

永胜县华坪县 

江城县临翔区 

砚山县丘北县 

弥渡县永平县

优秀 18 13. 95%

新平县昌宁县 

凤庆县永德县 

沧源县绿春县 

鹤庆县盈江县

寻甸县 

盐津县 

宁菠县 

双柏县 

广南县 

翊县

施甸县腾冲县 

彝良县玉龙县 

宁洱县景东县 

南华县永仁县 

勖海县祥云县 

剑川县欄坡县 

镇雄县景谷县镇沅县 

镇康县双江县耿马县 

南涧县巍山县云龙县

陇川县

因经济效益在综合效益中权重较大，导致综合效益等级的空 

间分布与经济效益空间分布规律具有一致性，即综合效益属于"优 

秀”和“良好”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滇西部分县（市、区），具体 

情况，见图1。

232696

差

12.40%

优秀

13.95%

26.36%

24.03%

■差

域差

■优秀

图1综合效葢各等别占比情况图

Kg. 1 Percentage of each class about comprehensive benefit

4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结论与建议

4.1评价结论

首先，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起到重要作用。本轮 

规划实施以来，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执 

行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土地资源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规 

划实施期间，云南省发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决定的通知》等一系列加强土地资源管理的 

文件，明确国土资源执法的共同责任，完善执法监管责任体系， 

由国土资源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等十三个部门共 

同履行国土资源执法监管责任。管理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再 

次，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严格保护，2009-2012年，云南省贯彻 

执行最严格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2012年全省耕地现状 

面积比规划目标年耕地保有量面积多245 116. 22 hm2,多划定的 

307 755. 78 hm2基本农田还未使用，为未来8年的规划任务顺利 

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 

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 ）185号）等相 

关文件的出台，有效促进了对全省耕地、基本农田的保护。最后, 

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得到切实保障。规划实施以来，全省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有效保证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保证了大理至丽江高速公路等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 

保证了糯扎渡水电站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

4.2存在问题

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变化导致规划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全省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压力不断加大，全省建设用地指标特别是城乡 

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分配不合理，全省耕 

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占补平衡的工作压力大。

4.3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下建议：

一是对全省用地布局和利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规划部分建 

设用地布局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些重点区域 

的发展特色和需求。因此，在充分考虑各类用地的规模及布局， 

在各州市之间和县市区内部就需要对建设用地的布局重新进行平 

衡和调整。同时，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量较大，交通水利及其 

他建设用地指标剩余较多，可考虑将部分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指标划入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二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为主 

动融入国家的各大发展战略，促进西部大开发等建设，需积极探 

索，研究建立土地供应量与土地使用后产生的效益相互挂钩的机 

制体制，研究土地节、集约利用的指标评价体系，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充分发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土总规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实用性。

三是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力度。全省一部分区域 

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速度较快，在加强这些区域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工作力度， 

适当增加这些区域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同时挖掘存量, 

盘活现有的城乡建设用地，在保持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的情况 

下，尽可能通过自身调节满足这些区域对城镇工矿用地的用地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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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开展全省范围内指标调节。全省各州市和重点区域指标 

使用程度不一，部分州市由于发展较快，造成建设用地指标严重 

不足，按照近3年各地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测算，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可使用年限不足5年的有4个州市，而6个州市剩余指标还 

可使用年限10年以上，所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指标调节可以平 

衡各州市和重点区域的指标紧缺问题，合理再次分配剩余指标， 

有利于各州市最大程度使用指标，避免造成指标闲置和剩余浪费， 

为云南省各区域综合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5结论

本次评价分析了 2006-2012年规划实施后土地资源利用的现 

状、经济社会发展及重大背景变化的情况，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及其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云南省16个州(市)规划的执行情况 

及规划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对规划实施综合 

效益进行评价。选取3个准则层、10个指标层得出各指标对总 

体指标评价的重要性，采用对数效用函数模型对指标进行量化并 

得出各项单项指标的得分，采取几何平均法得出规划实施的综合 

得分并划分评价等级，从而实现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本次规划实施评价的创新点在于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综合分析，全省129个县中属于“差”和“较差” 

级别的占38%,与属于“优秀”和“良好”级别所占比例持平， 

属于“一般”级别的占24%,说明全省土地利用产生效益有较大 

潜力，需要优化用地布局，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使土地利用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从而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高。

规划实施评价的数据准确性非常重要，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时，科学准确的数据对评价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这就需要在数 

据收集的阶段做到所收集的数据的准确性和正确性，但本次研 

究的研究对象比较宏观，数据量较大、受时间、资料和研究手段 

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无法做到深入研究。同时评价指标建立的 

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加强。评价方法及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尚需改进。 

本文只采用了一种评价模型和综合指数计算方法，虽然取得了较 

满意的结果，但未尝试运用多模型计算，从而不能进行多模型评 

价结果比较，选取最优模型。

在规划调整完善时，须充分认识规划修编和实施面临的新 

形势，明确规划的目标和阶段性重点，着眼解决“生存与发展问 

题” “刚性与弹性问题” “静态与动态问题”，积极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新一轮规划要体现区域和地方特色加强规划修编前的调 

查评价分析、改善土地用途分区管制方法、健全规划管理的协调 

机制、完善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建立规划实施管理新机制、 

增加规划管理的公众参与程度、建立完善的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进一步提高规划实施的可持续度，促进地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同时，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其实施影响的 

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累积性，所以建立综合、系统、动态的土地 

利用规划实施评价方法体系十分必要。加强对规划编制方法、内 

容和规划实施管理和执行过程评价。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特点， 

科学合理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必选指标和备选指标，促进 

评价工作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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