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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sta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ural land improvement project. Land remed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space utilization, hardening of remediation mode and difficulty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rural land remedi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appe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xisting land improvement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life affluence): first, we must implement global land remediation, second, we must
explore multi-functional production space remediation, third, we must strengthen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fourth,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Thi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eler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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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给农村土地整治工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契机。土地整
治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本文着眼于乡村土地整治的空间利用不够、整治模式固化和资源整合
难度大等突出问题进行探讨，结合乡村振兴对现有土地整治的诉求(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提出了
研究对策：一是要实施全域土地整治，二是要探索多功能导向型生产空间整治，三是要强化生态效益，四
是要加强人居环境建设。这对推动乡村振兴、加快扶贫攻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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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整治是对土地资源的再组织和再优化，是缓解人地矛盾，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农村土地整治的法律依据为《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条。农村土地整治是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服务“三农”的有效途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1]。近 20 年来，随
着中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土地整治内涵不断丰富、整治方式日趋多元化，农村土地整治的相关
研究也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目前已有研究将土地整治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政策性研究，基于现有问题探
索新的发展模式；一类是定量分析不同土地整治类型的效益和整治潜力[2] [3] [4]。这两类研究整体上互为补
充，遵循定性指导、定量检验研究思路，有效促进了农村土地整治研究体系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我国现实国情农情，深刻认识我国城
乡关系变化特征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伟大目标和补齐农业农村短板的问题导向，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的新目标要求[5]。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 号)中提出，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规模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等有关推进
土地整治的政策措施[6]。
可见，土地整治事关长远、牵动全局。然而，乡村振兴究竟如何与土地整治有效结合，仍是当前理
论研究者和政策实施者较为困惑的问题，亟需进一步从源头理清乡村振兴与农村土地整治在目标体系和
实施路径上的内在关联。

2. 土地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整治在保障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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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这
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农村土地整治本质上是“以地为纲”，局限于土地利用
层面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忽略了农村土地整治的社会功能和生态服务价值，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
土地利用、人口发展和产业升级之间的联动效应考虑不足[8]。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 资源和资金有效整合难度较大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土地整治整合部门的资源和形成提供了契机，也给有关涉农政策、资
金融合深化提出了挑战。当前，各部门有众多支农惠农项目，如交通部门的农村公路建设、农业部门的
农业综合开发、水利部门的农田水利建设等。由于不同部门的项目立项要求、资金来源和用途各不相同，
部门间尚未形成综合性政策意见，造成资金投入难以发挥最大效用[9]。

2.2. 理论研究不足，整治模式固化
农村土地整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农村土地整治的顶层设计需
要扎实的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景观生态理论等作为坚实基础。然而，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的
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城乡转型发展格局及其土地配置规律等基础理论缺乏规范性、系统性集成研
究。理论基础不足，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整治模式缺乏创新，过多地追求整治效果的“短、平、快”，忽
略农村自然条件和地方需求的差异性，带来整治模式的趋同化[10]。这不利于乡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
难以有效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3. 空间逻辑不强，人地关系泛化
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在空间层次对城乡统筹关系考虑不足，往往局限于单个项目的分散整治，忽略整
治项目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与功能互补性；在地块层次存在整治项目空间重叠与时序安排不合理的现象，
带来了事倍功半的整治效果。很多地区在农村居民点整治项目安排中，缺乏对农村人口流动与非农化可
能性的详细调查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情景，往往规划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整治
范围，但实际仅实施了小规模的农村居民点整治项目，大大降低了规划的指导性，这种规划缺乏科学的
论证分析，脱离了乡村地域具体的人地关系[11]。

3. 乡村振兴对土地整治的诉求
3.1. 乡村“生态宜居”对土地整治的诉求
首先，在“生态”方面，反映的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共生共融的高度耦合关系，是达到生态宜居
状态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要求保障自然生态环境，修复受损生态，保证乡村留存浓郁的地
方特色和农村风情的物质形态、人文景观，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其次，在“宜居”方面，要以“生态”
为基础，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居住人群的身心健康，要求房、路、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教育卫生
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安定和谐[12]。可见，生态宜居包含乡村生态与乡
村宜居两重状态，二者缺一不可。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应注重绿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村级规划建设等
综合性建设项目，重点侧重于乡村的土地整治与生态建设。

3.2. 乡村“产业兴旺”对土地整治的诉求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更是首要任务。产业兴旺，要求围绕产业体系做文章，实现
增产增收增效增绿，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3]。近年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发展迅猛，
2017 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近 5500 亿元，整个产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2016 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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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4 部门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2017 年，
农业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推动落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政策的通知》。在政策的
引领带动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将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因此，在产业方面，土地整治要结合农村产业
发展的方向，助推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

3.3. 乡村“生活富裕”对土地整治的诉求
“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总而言之，就是要让村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结合土地整治的范畴，土地整治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一方面要充分应
用增减挂钩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另一方面要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得真实惠，可以鼓励当地村民从
娱乐、特色产品展销、特色手工制作体验、民族歌舞表演、民宿等方面高规格、高起点进行建设。

4. 土地整治推动乡村振兴的对策
4.1. 倡导全域土地整治
与传统的土地整治方式相比，全域土地整体在整治范围、整治对象、整治目标、整治模式、实施主
体、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在多方协同配合下，能够有效发挥参与方的优势，提升全域土
地整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4]。在全域土地整治思路上，全域土地整治注重外延整治和内核整治相结合。
在外延整治上，通过优化农田、盘活农居、产业融合、乡村旅游、生态美化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在内
核整治上，主要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升耕地质量、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生态修复及永久基本农
田调优等方面进行。

4.2. 探索多功能导向型生产空间整治
坚持主导功能为本，提升农地生产功能，集中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不断显化生态功能，农地生态功能是生产功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健康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
就不可能得以维持，土地整治需从守耕地红线向建生态良田转变[15]。以土地整治为抓手，发展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等环境友好型农业，发挥农地生态涵养和休闲体验等生态功能。提升土地保障功能，
挖掘土地整治在农民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功能。打造生态景观，与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等
项目结合，通过土地整治形成林道、林网和生态缓冲系统，与毗邻城市发展区有效分离，发挥农地空间
识别和景观空间隔离的功能[3]。

4.3. 强化生态效益
生态保护投资不计入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可回收成本，生态保护与耕地保护同步进行，让农村土地整
治达到既保护耕地，又保护生态，实现两者相得益彰，互利共存的效果。随着党中央提出美丽中国的概
念后，加强环境保护的态势达到了空前的强化，从国家发展的趋势来看，环境保护将会形成常态机制，
且日趋严格。因而，农村土地整治工程需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一致，强化生态效益的实现。通过农村土
地整治工程，加强对现有生态景观的保护显得异常重要。坚决杜绝土地整治项目对环境产生破坏性的影
响[16]。

4.4. 推广人居环境改善型公共空间治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已不是单一的用地整治问题，而是以农村人地关系协调和人居满意度提升为目标的综合整治。在解决
农村建设用地“散、乱、空”等问题的基础上，应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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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农村，促进城乡土地资源、资产、资本有序合理流动，全面改善村庄
面貌和农民生活环境[17]。

5. 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农村土地整治在理论、方法与组织形式上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带来了
整治目标的短期性和整治模式的单一化，亟需围绕以人为本的农村土地整治，重塑农村土地整治的目标
与空间治理体系。农村土地整治的本质在于优化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实现乡村振兴的“兴人、兴地、兴
业”的核心目标。乡村振兴讲究的是实干，既需要健全的政策“软环境”，更需要真金白银的“硬投入”。
乡村振兴为农村土地整治转型与创新提供了驱动力，农村土地整治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着力点，两者
具有很好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衔接性。农村土地整治需兼具规划视角的城乡统筹性和设计视角的空间联
动性，在重视土地生产功能提升的基础上，挖掘土地整治蕴含的社会功能与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乡村地
域要素聚集、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实现全域整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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