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参谋三农问题

-66-

NONG JIA CAN MOU

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路径探究
——以安徽省蚌埠市南湖村为例

张文远 杨力镔 王楠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蚌埠，233000）

【摘 要】通过对安徽省蚌埠市南湖村实地调研了解相关信息，结合

当地土地利用情况，针对村子里土地规划存在的问题，运用有关的知识，

为南湖村土地规划编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以提高当地村庄的土地利用效

率，促进当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蚌埠南湖村；土地利用规划；地域特征；规划路径；美丽

乡村

1 前言
我国土地资源总面积约为 144 亿亩，除沙漠、戈壁、高寒荒漠、石

山和冰川以及永久积雪地等难以开发用地外，真正可用于人口用地的土地

资源十分有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呈现出了土地规划混乱、使用效率

差、城镇农村用地占补平衡难度加大、土地闲置浪费等问题。而土地利用

规划编制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能够实现的重要环节，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在进行村土地改革过程时，应在国家政策部署下，因地制宜，采

用专业人才，运用相关专业知识科学合理地规划，使得土地资源充分利用

起来 [1]。

2 南湖村土地规划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特色农作物种植基地管理效率低下

当前南湖村的特色农作物种植以草莓和大蒜为主，以其他常见作物为

辅。其中草莓基地由村两委成员牵头，村民自愿筹资来参与投资建设。而

大蒜基地原本为南湖村的扶贫项目，由国家承担成本，村民负责运营并依

靠出售来获得利润。专业市场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产业或者行业的集聚效

应，从南湖村特色农作物种植市场的运营和获利情况不难看出，南湖村村

民作为厂家仅仅只对常坟镇或是怀远县的买方出售商品。南湖村特色农作

物种植市场的经营仅仅依靠线下销售且近距离销售。由于村内年轻人大多

数外出读书或是外出打工，留下来的老一辈村民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商来

扩大销售范围，同时他们的经营理念仍然停留在十年甚至十几年前，创新

是促进生产的直接动力，而缺乏创新就使得该种植基地的管理效率低下。

2.2  使用耕地不合理不规范

南湖村除去两处特色种植基地以外，其余耕地仍保留着传统的农用管

理方式，即按照土地下户时的人口来计算用地，并订立 30年的承办合同。

这一做法使得部分村民干脆放弃耕地，随意改变土地类型，利用率大幅度

下降，导致耕地资源被大大的浪费，直接影响了粮食的产量。

另外，在耕地的使用上，难免会存在部分零碎用地，不适合采用大

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需要村民亲力亲为，这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劳动

力的生产效率也就因此大幅度下降，村民的剩余劳动价值大幅度的减少，

这就直接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其次，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的土地保

护意识薄弱，出现了过度开垦和使用的情况，导致土地退化和沙化现象严

重。而且耕地中大量的洼地、坡耕地和盐碱地等长期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对土地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农作物的选择上，由于年轻人外出，绝大多

数村民的知识水平较低，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配置方法，且容易盲目跟

风，看别人种什么赚钱了就跟着种什么，因而忽略了因地适宜，不仅影响

了农作物的生产率，更严重影响了土地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2.3  道路长期缺少维修整改

目前南湖村路况一般，村中道路大多为土路，只有几条水泥路。由于

村中地势低洼，不利于排水，暴雨天气常受到积水的影响。道路的长期缺

失整改给村民的生活和耕作带来了不便与威胁，一方面使得农民在往返于

村子与农田之间十分艰难，降低了耕作效率；另一方面阻塞了交通，制约

了村落经济发展。

2.4  土地规划方法传统老套

南湖村在规划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较为单一、局限，是常用的定性研究

方法。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通过经验与村貌考察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规划设计，最后经数据推算达到理论上综合均衡的目的。针对我国

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果仍沿用传统的方法，势必会造成规划准确性不足，

且无法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新需求，这也是规划方法局限性的主要

体现。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相关情况，我们采用随机调查法对南湖村

42位村民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此次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员中女性占大多数，说明村中大多数男性

可能外出务工，缺少男性劳动力。

2）大部分村民对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还不太了解，只有少数人知道

土地规划的目的和作用，这说明当地政府对土地利用和规划宣传还不够到

位，必须加强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土地规划的好处。部分村土地

的利用率较低，大多数村民家中土地都存在着闲置的情况，土地急需重新

规划。

3）部分村土地的利用率较低，大多数村民家中土地都存在着闲置的

情况，土地急需重新规划。

4）大部分人对当前土地分配不满意，希望能够重新进行土地分配管

理，部分人对是否进行土地管理持无所谓态度，只有少部分人不愿意重新

进行土地管理。

5）多数人认为做好土地规划和利用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大

多数村民认可土地管理的作用，并渴望重新进行土地管理。

图 1  南湖村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3 解决对策及建议
3.1  明确各部门用地需求，实现效益最大化

南湖村每个部门所使用的土地利用类型不够规范，造成了土地资源的

不合理利用以及浪费。因此，在兼顾村落经济发展、村民便利、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 [2]，南湖村各部门的用地分配应当协调规划。

3.2 优化土地利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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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土地利用布局要求在农村地区合理控制耕地，林地，园地和其他

农用地的所占比例，并坚持在非农业建设内部优先安排交通，水利等重点

建设项目用地。通过优化当地的土地利用布局，努力改善南湖村整体格局。

3.2.1 按照优化模式，从微观上控制

对于南湖村土地应进行有计划的拆迁，秉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便民利民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整合村落，对于

偏远地区的散户，逐步进行迁并。优化住宅地、农用地和建设地的分布结

构，形成生产力、布局相适应的区域组织形式 [3]。城乡融合模式：针对

现在的南湖村，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在家里，青壮年劳动力一般都会选择外

出务工，这说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城市发展就业，并且很有可能选

择在城镇地区定居，这便会造成原有的农村住宅用地闲置。因此应综合考

虑村民意愿、耕地保有量情况、人口数量占比等因素，合理分配城乡结合

地的构成比例，对各项用地指标申请进行严格审查和把控 [3]。

产业优先模式：当前南湖村拥有十足的良好耕田和适宜大力发展农业

的环境，耕地面积约有2705亩，其中草莓种植占地87亩，共有大棚102个，

由村“两委”成员牵头，12 户村民自愿筹资来投资生产。该草莓基地年

收益约200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20%，带动了全村约20户村民脱贫致富。

因此，建议南湖村优化土地分配制度以在确保当地农产品生产工作的保质

保量的基础上，推广规模化生产和大棚种植，进一步推动南湖村本地产业

的发展，争取实现全村人民的脱贫致富奔小康。

3.2.2 提高村民对土地改革的参与度

在实际进行南湖村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环节中，让村民全面知情利

弊，带动村民参与积极性是十分重要的，有利于解决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矛盾，提高规划效率 [4]。这便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征求南湖村村民的意

见与建议，从而从民生的角度更具有针对性地对土地规划政策制定进行相

应的调整。

3.3 优化基础设施、建筑设施投放点

3.3.1 加大基础设施、建筑设施投放力度

南湖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待加强，现在村子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有，交通：村子里的道路有水泥路，但是更多的是沙子路和泥巴路；农业

产业和农村市场：主要有各种农业产业基地的建设：如各种瓜果蔬菜、牲

畜生产基地、各乡镇的农贸市场建设等；卫生建设：包括乡村卫生组织建

设、医疗体系建设等；办公建设：主要包括办公楼、写字楼建设等 [5]。

通过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使村民日常生活得到满足；加大交通路段

建设力度，以解决道路阻塞问题；提供配套的医疗，以便利村民的生活等

来推动南湖村向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型。

3.3.2 运用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确定基础设施、建筑设施投放点

对于基础设施怎样投放，建筑设施怎样布局才可以使南湖村的经济增

长速度达到最快，村民满意度最大等问题，通过调研，询问当地居民，初

步了解基础设施投放、建筑设施布局等策略。然后，运用公共设施区位理

论以及西方经济学中所学到的效用函数和一般均衡理论，更加科学合理的

分析和求解出基础设施的最优投放方案和建筑设施的最优布局方案。

通过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可以为土地规划编制提出相关建议如下：对于

偏远地区的居民住宅地，应当适当的拆迁，改成建设用地，使得土地利用

效率达到最大化，并且促进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在村民居住地的附近

到市区或者是比较繁华的地区，应该投入足够的资金修建公路，这样可以

让南湖村比较贫困的人群更加便利的出去找工作，脱贫致富；在村民住宅

区附近，投放卫生医疗机构、养老院、学校等建设；垃圾处理建设和污水

处理建设应该投放到距离村民住宅区比较远的地方；水利设施建设应该投

放到耕地的附近。

3.4 大力扶持当地特色农业，引进高新技术

3.4.1 发展特色农业，打造当地品牌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南湖村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草莓、大蒜产业

发展。可以借助“互联网＋农业”新模式，通过建设集草莓种植、观光、

采摘、农家舍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生态园，实现精准扶贫。另一方面可以

实现企业帮扶农户的经营模式，利用企业的经济、市场优势带动农户致富

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一定规模的农业资源，最终实现双赢。

3.4.2 利用科技帮农，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在因地制宜，种植适合当地地理环境作物的基础上，要尝试引进高新

技术，实现科技兴农。如通过将物联网与农业相结合，可以利用实时监控

系统监测作物生长状况，减少了人力资源浪费和相应成本；通过大数据计

算处理农作物相关指标数据，可以及时防治病虫害以及疾病感染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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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将会有更大改善，乡村将会天更蓝、水更绿、人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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