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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引导中国农业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的大智慧，

是党对十九大之前提出的“三农”发展战略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

针；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新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对

比两次会议要求，可见国家在“三农”工作上越来越关注乡

村经济、生态、文化、治理、生活质量等方面，并提出了从“量”

到“质”的新要求。同时，“产业兴旺”也被列为20字方针的

第一大目标，更突出了农村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

据《周礼 • 地官 • 载师》记载，周朝时就规定“邑外为郊”；

离城五十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离城百里，“以

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这是中国古代最早

的有关市区和郊区、近郊和远郊的划分原则。多年来，中国

对城市郊区的面积大小和近郊、远郊的划分，是根据每个城

市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条件确定的，在不同城市之

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结合当前实际发展，本文中远郊村即

指远离城镇，区位交通条件不突出，城镇化水平较低，以农

业生产方式为主，城郊村以外传统意义上的村庄。

在城镇化进程中，远郊村因远离城市，人力资源、客源

市场、信息获取、特色产品推广等受到区位交通条件的影响，

村庄发展缓慢。新湾村地处湖南省益阳市的远郊县级市 -- 沅
江市境内，这一类远郊村在湖南省乃至全国分布较多。那么，

如何在发展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响应国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目标，合理、科学的开发现有资源，找到适于发展的产业，

让远郊村迅速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进行

探索的主要目的。

2  远郊村的产业发展现状
为实现经济“三步走”战略目标，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

构得到了相应地调整，但调整进程依然缓慢。而中小城市远

郊村由于远离城市，受区位交通等条件制约，农业产业集聚化、

规模化、高效化相对更弱，现状农业产业多以高成本、低成

效的传统农业为主，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美丽乡村建设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短期虽可通过上级

财政、政府帮扶机制和企业反哺等形式解决，但远期必须构

建村庄自身的财源基础，发展村庄产业，才能更好地为美丽

乡村建设争取民意支持。

3  远郊村的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生产方式落后，以传统农业产业为主

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大多数的中小城市远郊村仍采

用小农小本耕作经营方式发展。另外，由于我国农民大多未

接受专业的农业生产知识教育，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无序，科

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低，农业产业基础薄弱。

3.2  产业类型单一，产业特色不突出

现阶段，我国的乡村规划建设还停留在“自上而下”的

精英规划模式上。远郊村因信息获取相对滞后、发展意识不

强等因素，缺少规划引导，对自身资源禀赋的深入研究不够，

产业发展处于自发状态，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特色不突出。

3.3  远离城市，与区位交通联系密切的产业发展受限

远郊村由于远离城市，受交通距离时长、交通通达性差

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的联系相对较弱，存在村庄的农产品

输出困难、乡村休闲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

3.4  人力资源缺乏，未形成专业的产业发展团队

我国农村教育长期严重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不一，相

比一些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农民缺乏专业人

员和相应组织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服务，导致农业生产科技含

量低，农业生产无序。而远郊村因远离城市，村民接触先进

农业生产经验机会更较少，无法就近就业、村内人力资源流失、

空心村等问题，严重阻碍村庄的发展。

4  远郊村的产业发展思路
4.1  政府引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党的十九大就“三农问题”指出，乡村发展，政策引领

为第一步，政府要发挥组织优势，必须把广大党员群众组织

发动起来，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转

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

4.2  科学规划，丰富产业发展类型，重点发展特色产业

近郊村由于临近城区，在休闲时代大环境的带动下，乡

村休闲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产业链长而宽，

村庄得到快速发展。而远郊村由于信息较闭塞、交通不便等

原因产业发展缓慢，很多村仍以农业生产类产业为主，村庄

产业缺乏，产业类型单一。所以，远郊村要想寻求发展，必

须改变现有格局，深入挖掘自身发展资源，丰富产业发展类型，

重点发展特色产业，扩大影响力。

4.3  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市场的引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和知识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与国际接轨的全面进

行，农业生产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绿色、生态、有机”等农

产品更受市场欢迎。为满足输出农产品质量，农业生产需要

有相关专业科学知识的人来经营和管理。因此，我们需加强

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专业的生产人员和

团队，打造自己的品牌，生产出符合国内、国际市场的农特

产品，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知识化。

4.4  分析客源市场需求，增强产业发展可持续性

所谓客源市场，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出发，按照菲利普科特

勒的说法，市场是一群具有相同消费动机，即消费需求；并

且具有消费能力及支付能力的人组成。而以乡村为载体的客

源市场主要为农产品消费购买人群和乡村旅游休闲人群两部

分，基本以传统观光旅游市场、城市白领度假旅游市场、游览、

体验农家生活的学生市场、怀旧市场和猎奇取经的农民市场

五大类为主。由于消费人群需要有对乡村的直观感受，远郊

村所处的区位交通等不利因素缩小了客源市场，近郊村的优

势明显。那么，要如何吸引他们舍近求远，选择或再次选择

远郊村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通过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

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增强消费的便利性，推陈出新，把消

费的精神感受上升到较高层次等多个方面，削弱区位交通阻

碍，稳定客源市场，从而促进远郊村的产业可持续发展。

5  沅江市新湾村的案例实践
5.1  项目概况

［摘    要］本文以沅江市新湾镇新湾村为远郊型农村典型试验村，对远郊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对其未来产业发

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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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湾村域总面积1454.11公顷（约2.2万亩），总人口7225人，

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北部，隶属益阳沅江市新湾镇。该村为洞

庭鱼米之乡，枕山面水，临江而居，村庄格局独特；田垄广袤，

水网密布，水质优良，生态本底良好；资源丰富，田沃水丰，

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现阶段，村内与沅江市、益阳市

等周边县市对外交通联系主要依靠益南高速和省道204线，村

庄距离沅江市区约25公里，30分钟车程；距益阳市区约50公里，

1小时车程；距离北侧县城南县市区约49公里，约1小时车程，

是典型的中小城市远郊村。

5.2  总体思路

新湾村现有农业产业主要以水稻、柑橘种植和水产养殖

为主，另有大姐湖、小姐湖、九臂樟、金鸡岭、十里荷花长

廊和大地农业景观等多处优美的乡村美景。根据该村资源特

色，该村以“柑橘、香莲、水稻、河鱼”几大农特产品为切入点，

重点塑造“橘红莲碧、稻飘鱼跃、乐养新湾”的新湾名片。同时，

根据村内不同产业类型，推出“秀”——秀美村落、“养”——

十里荷花、“耕”——牧歌田园、“闲”——碧影湖光、“野”——

山野趣园五大主题形象。以吸引周边县市居民感受乡村野趣

的农村生活，回归自然，找回本真为宗旨，以乡村旅游、乡

村养生为规划策略，重点发展新型农业、乡村旅游业和乐养

产业，打造乐养宜居型乡村。

5.3  产业发展策划

5.4.1  注重文化导入，提升产品辨识度，发展有吸引力的

产业

新湾村历史悠久，地处赤水湖畔，据传曾为范蠡西施泛

五湖流寓隐居之地，蠡山文化源远流长。该村产业以“归隐

田园、千古爱恋”两大文化主题为切入点，结合都市人们回

归乡村、远离尘嚣的心里，重点发展乡村休闲养生产业；与

此同时，千古爱恋的主题还吸引了众多的向往美好爱情青年

男女，为打造益阳市第一个以婚恋为主题乡村产业提供了美

好的文化背景，很好的提升了品牌辨识度和吸引力。

5.4.2  挖掘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创意立命，合理产业布

局

依托“村庄—田园—山水”共生共融的空间格局，形成

休闲、文化、田园、乐养和美食五类乡村体验线路。根据现

状产业基础，分片区发展。

旅游服务核心区——村中心位置，以旅游服务接待为主，

配套土特产品商业内街、乡村客栈、农副产品展示广场、停

车场等设施项目，产业面积约200亩。

十里荷花长廊——利用南洲湖和北洲湖6km 长的内河水

系，种植荷花，两岸种植垂柳及桃树和李树，配套电瓶车和

自行车道，形成荷花长廊。在长廊西侧结合村内用地，发展

婚庆摄影、采摘、农家乐等休闲、体验、养生类项目，产业

面积约1100亩。

生态农业产业园区——即村东部畔山洲，面积约5400亩，

是新湾镇的现代农业先行区和生态旅游观光样板区。该区产业

发展主要依托水稻、油菜、油葵和湿地为主的农业景观，结合

有机食品生产、生态旅游为主要功能的“田居融合型”综合性

生态农业示范园为发展模式，融合“水——泛舟体验与水生

植物种植”、“渔——渔趣休闲和湿地游憩”、“花——花田观

光和婚庆拍摄”、“创——稻田养殖和创意果蔬培育”、“食——

开心农场和美食岛”、“田——农耕体验园和水稻种植示范区”、

“果蔬——租赁耕种和采摘体验”七大主题，打造一个供人们

心灵休憩、静享生活的鱼米绿岛。 

柑橘种植园区——利用现已形成柑橘规模种植村北部和

南部园地，同时发展林下养殖。利用柑橘和家禽等农特产品

发展农家乐，重点打造山地乐园和野外拓展训练基地。产业

面积约6400亩。

生态林业种植区——利用以六角杨树种植为主的村东南

角江猪头湿地，发展林下养殖，进行家禽规模化、绿色化养殖。

同时改原小型砖厂为家禽加工厂发展绿色有机产业，产业面

积约1100亩。

小姐湖休闲度假区——利用小姐湖自然水域风光发展乐

养家园、乐养俱乐部、水上乐园、观光塔、垂钓俱乐部等项目，

产业面积约1200亩。

大姐湖生态农庄休闲区——利用该区三面环水的环境优

势，在大姐湖自然水域和周边用地，打造高品质、较大型的

主题特色农庄，产业面积约1000亩。

“五果”湾——依托五大山谷及现有形成的居住群落，打

造以桃李、枇杷、蓝莓、梨树、杨梅为主的五大特色果蔬种植湾，

发展果蔬采摘型农家乐，在荷花长廊西堤设置入口，逆流而

上沿小溪流设置休闲游步道，改造建筑、美化环境，展示农

村新风貌，产业面积约1400亩。

5.4.3  营造良好的产业合作关系和消费平台

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新湾村在政府引领和基层党建工

作的帮助下，引进部分企业和专业团体参与乡村产业，与村

民形成股份合作，形成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开发模式，为

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和运营管理。

同时，新湾村顺应时代发展，通过构建“互联网 + 乡村

休闲养生、互联网 + 婚庆、互联网 + 农业”的信息平台，统

一建设销售平台，让村民利用网络资源，弱化远郊村与城市

的空间距离，线上线下同时形成产业链上下左右联动，实现

了信息和资源的无缝对接，达到共融共通。最后，为给周边

县市消费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该村还在节庆时期和农作物

种收季节组织多项乡村活动，利用传媒扩大宣传，与旅行社

共同研究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体验套餐，满足其“吃、住、游、购、

娱”等不同需求，产业可持续性加强。

6  总结
本文通过对新湾村美丽乡村规划案例进行分析，运用实

践检验产业发展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作用，论述了乡村产业与

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的关系，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

庄规划探索提出了一些观点。我国的村庄差异（下转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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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使用年限的规定，对水利水电行业而言，为新问题

以及新课题。合理使用年限的确定，要注重各类因素的变化

对水利水电工程结构耐久性的影响，比如环境侵蚀作用。开

展耐久性设计，主要是为了保障建筑物在规定年限内，可以

按照设计功能安全使用。因为设计的难度较大，加之缺少丰

富的工程经验以及数据积累，所以在设计时，要合理使用相

关标准，结合工程实际，做到合理设计。

1  水利水电工程使用年限及其耐久性设计要求分析
以某工程为例，水库总库容约为339亿 m3，装机容量约

为900MW，混凝土坝高约为176m。按照水库库容，其为Ⅰ等

工程，按照相关规定，合理使用年限选择为150年。依据供水

的重要性，此水库被划分为Ⅰ等工程，确定合理使用年限是

100年。依据发电装机容量，此水库为Ⅱ等工程，确定合理使

用年限是100年，通过综合分析，选择150年作为此水库建筑

物的合理使用年限。此水库工程主要建筑物大坝和泄水建筑

物以及输水建筑物、电站厂房都属于1级建筑物，按照工程规

范，大坝和泄水建筑物选择的合理使用年限是150年；输水建

筑物以及电站厂房的合理使用年限确定为100年。

耐久性设计要求：在工程和水工建筑物的耐久性设计时，

按照设计规范，包括构造要求和一般规定等，技术指标合理

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新建工程的耐久性设计，严格按

照设计规范执行，在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

初步设计报告中的“工程布置及建筑物”中，要加入建筑物

耐久性设计，对水利水电工程以及水工建筑物，要对其合理

使用年限，做全面的说明，依据建筑所在的环境条件，按照

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基本要求，提出水利水电建筑物材料要求

以及结构构造要求。其中，材料要求主要涉及到原材料选择

和混凝土强度等级等。而结构构造的要求具体涉及结构缝布

置以及混凝土结构层厚度等。除此之外，要考虑到使用期间

的构件预定检测以及维护、更换。一般来说，构件的使用年

限，其比主体结构短时，要设计为可更换构件。耐久性设计时，

对极易产生耐久性破坏或者耐久性要求较高的结构构件、部

位，要保证检修条件以及更换的便利性 [1]。

2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的确定
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年限，其和建筑物的作用以及重要程

度，有着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重要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年

限不可以小于100年，若特别重要，要达到150-200年。永久

建筑物要超过30年，临时结构以及可更换结构的使用年限，

可以略微低些。对于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性的衡量，水利水

电工程等别以及建筑物级别为主要指标。水利水电工程等别

总计5个，依据工程的等别以及建筑物重要性，永久性建筑物

也被划分为5个级别，合理使用年限如下：1）Ⅰ。水库150年；

防洪100年；治涝50年；灌溉50年；供水100年；发电100年。2）Ⅱ。

水库100年；防洪50年；治涝50年；灌溉50年；供水100年；

发电 100年。3）Ⅲ。水库 50年；防洪 50年；治涝 50年；灌

溉50年；供水50年；发电50年。4）Ⅳ。水库50年；防洪30年；

治涝30年；灌溉30年；供水30年；发电30年。5）Ⅶ。水库

50年；防洪30年；治涝30年；灌溉30年；发电30年。对于

综合利用的工程，若合理使用年限差异，要选择最高的年限 [2]。

水工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也按照所属建筑物类别以及级

别确定，具体如下（部分信息）：（1）1级。水库壅水建筑物

150年；泄洪建筑物150年；调水建筑物100年。（2）2级。水

库壅水建筑物100年；泄洪建筑物100年；调水建筑物100年。

（3）3级。水库壅水建筑物50年；泄洪建筑物50年；调水建

筑物50年。（4）4级。水库壅水建筑物50年；泄洪建筑物50年；

调水建筑物30年。（5）5级。水库壅水建筑物50年；泄洪建

筑物50年；调水建筑物30年。

3  水利水电工程耐久性设计要点的总结
在进行耐久性设计时，要做好以下要点的把控：（1）依

据工程功能以及等别等因素，确定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

限；依据建筑物类别以及级别，确定工程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

在进行耐久性设计时，提出在合理使用年限内，需要更换或

者进行维修的建筑结构构件，确定维修周期等。（2）依据气

象和水文以及地质等的调查以及勘察，明确建筑物所在的环

境情况。若建筑物受到环境作用影响较大，除了收集勘察资

料外，还需要做好同性质工程的耐久性现状调查，收集检测

资料。（3）结合建筑实际情况，提出利于减轻自然环境作用

的建筑物结构措施，以及建筑材料的性能要求，具体包括抗

冰冻以及抗冲磨措施等。（4）若建筑物结构处于严重侵蚀环

境下，要采取合理的防腐蚀措施，比如表面涂层等。（5）若

水利水电工程位于水泥沙河流上，要依据沙量以及使用年限

等，提出维护工程安全使用功能以及效益的治理措施，比如

设置冲沙设施以及沉淀容积等。（6）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作业，

要依据耐久性要求，提出施工技术要求以及施工质量验收要

求等，具体包括施工工艺和原材料等。（7）考虑到水利水电

工程运行，按照耐久性要求，提出运维、检修以及修理等工

作要求，具体包括耐久性检测以及安全鉴定等要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和耐久性设计，

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合理选择使用年限。结合工程所在环境、

使用要求等，提出耐久性把控的基本要求，从设计、施工到

使用全过程，做好严格的把控，进而保证工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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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其耐久性设计相关内容，做了简单的论述。从工程建设和使用实际来说，使用

的材料类型较多，加之工程建设缺少全面的耐久性设计标准，加之运行环境复杂，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期使用后，其

性能将会不断下降，为保证工程使用的安全性，要做好使用年限和耐久性设计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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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2页）化较大，针对各村庄实际状况不同特点出发，

因地制宜，在尊重农民意愿和选择的基础上，如何科学的进

行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上每一个村庄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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