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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村庄规划是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和行动指南。本文以村庄

规划内容和实施规范为划分依据，认为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经历了物质环境主导

下的“康居”村庄整治、规划统筹下的“宜居”村镇示范和系统思维下的“人居”城乡建

设三个阶段。文章通过总结广东城郊型、农业型、文化型与传统型的村庄规划建

设模式，以期推广湛江、广州、珠海和韶关村庄规划建设的创新性举措，在概括

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省域村庄规划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村庄规划建设，美丽宜居，人居环境，创新性举措，广东省

Provincial village planning is the core content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villag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including comfortable village renovation with a focus on physical environment, "livabl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prehensive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odes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it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measures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in Zhanjiang, Guangzhou, 

Zhuhai and Shaogua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villages.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eautiful livable environment, human settle-

ment, initiatives,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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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成绩斐然，但农村的贫困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特

别是农村的基础性公共服务、环境污染以及“空心化”等 [1] 问题亟待解决。村庄

规划建设作为提高城乡共享共建能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实践方式，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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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和绿色发展战略（2015）的实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省域村庄规划建设的主旨是从整体上推动全省的城乡

一体化发展，并提高村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缩小城乡之间

的发展差距成为打造村镇发展优势的关键。然而，大多数区

域，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的问

题仍然存在，如广东省 2015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增至 2.6。因

此，仅从地级市（区）或乡镇层面关注村庄规划建设政策的

绩效 [2-3]，较难克服城乡发展整体性不强、协同不足的弊端。

尽管村庄规划建设的地方性规程已有较明确的“城乡一体

化”[4-5] 和“村民需求”[6-7] 转向，但因缺少建设行为的违

法判别依据 [8]，导致村庄规划执行乏力、建设成效不佳。加

之村庄规划建设规划治理的理论研究 [9-10] 相对滞后于村庄

建设实践的发展，这显然不利于从省域层面系统地指导和推

进村庄规划建设的进程。鉴于此，本文基于广东省村庄规划

建设的实证研究，探讨省域村庄规划建设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概括广东省村庄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庄规划建设的模式，总结广东省村庄规

划建设的地方性经验，并提出省域村庄规划建设的行动方针

及对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以期为省域村庄规划建设政策

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村庄

规划建设中的融合与落实。

1    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最近二十年来，广东省对村庄规划建设进行了多方位、

多层面的探索与实践。依据上位法和村庄规划建设目标的要

求，将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实践分为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三

个阶段。以 1999年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制定的《村镇规划指引》

为村庄规划建设的正式起点，结合村镇规划建设目标，并参

照 2009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宜居城乡的

实施意见》，将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实践划分为物质环境主

导下的“康居”村庄整治阶段（1999 — 2008 年）、城乡统

筹下的“宜居”村镇示范阶段（2009 — 2013 年）和综合目

标导向下的“人居”城乡建设阶段（2014 年至今）。但是，

从总体上看，广东省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且建设

基础差异大，这决定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广东省域村庄规划

建设是一项全面、持久的系统工程。

1.1  物质环境主导下的“康居”村庄整治阶段（1999 —

2008 年）

在“康居”村庄整治阶段，广东省将村庄环境卫生整治

视为“抓手”，其主导思路是“以点带面”，即将城乡公共

环境卫生的差距作为突破口，带动村庄公共环境与基础设施

的全面整治。从 1999年《广东省村镇规划指引》实施以来，

直至 2008 年，广东省基本完成了“自上而下”、以完善物

质环境为目标的村庄整治任务，从整体上改善了村容、村貌

和村民的基本生存环境。主要内容涉及“五改”（改路、改

水、改房、改厕、改灶）、“三清”（清理垃圾、清理河塘、

清理乱堆放现象）和“五有”（有村庄规划、有文化活动场地、

有一片成荫绿地、有垃圾收集池、有简易污水处理设施）。

这一阶段重在贯彻国家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通过加

快编制村镇规划，来加强村镇建设和管理，以及促进全省城

乡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关于按现代化要求搞好城乡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府 [1994]69 号）和《关于进一步

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府办 [1998]14 号）

的共同推动下，广东省村镇规划建设开始走上规范化和科学

化的发展道路。而后，按照《关于生态文明村康居工程试点

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村庄整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2006 年）》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选出一批生态文

明村和卫生村，以检查、验收村庄环境卫生整治的最终成效。

其中，湛江“徐闻模式”和肇庆“德庆模式”成为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村庄整治模式范例。

1.2  规划统筹下的“宜居”村镇示范阶段（2009 — 2013 年）

在“宜居”村镇示范创建阶段，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进一

步受到重视，较好地发挥了规划先行的统筹指导作用。例如

编制行动计划和创建规划师工作模式，因地制宜地指导各类

行动计划，从而落实村镇建设工作。根据 2009 年省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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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的《关于建设宜居城乡的实施意见》及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提出的关于村镇建设的相关意见，广东省开展了宜居

村镇、名镇名村、美丽宜居村镇试点和示范点推选等一系列

工作。

规划统筹下的“宜居”村镇示范阶段强调以“宜居”

打造城乡载体，旨在提高村庄的环境舒适度和知名度，培育

具有特色景观和文化风貌、基础设施完善、居住环境优美的

村镇体系。名镇名村重在“培优”，即对具有较强特色和优

势的村庄进行功能和特色分类，用两年时间打造一批有特色

的名镇、名村、示范村，通过样板示范，带动全省农村宜居

建设。美丽宜居村镇重在“美育”，按照《关于开展美丽宜

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采取各市

推荐、省和国家评选的方式，塑造一批国家级、省级美丽宜

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但是，这一阶段整体上对村镇风貌

特色和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挖掘不足，对公众参与的探索也不

够重视。2013 年，广东省开始实施《广东城乡规划条例》，

增加了公众参与和人大常委会监督等地方性规范，广东省村

庄规划建设进入更加有序、合理的阶段。

1.3  系统思维下的“人居”城乡建设阶段（2014 年至今） 

系统思维下的“人居”城乡建设是把村庄建设作为一个

系统的工程来推动，强化规划的统领地位和传导作用。这一

阶段特别重视人地的和谐，采取示范带动、连片推进、整合

资源的工作方式，将各类村庄建设资源纳入统一的平台，整

市、整县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这一阶段还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通过规划、建设

和管理之间的联动效应，增强规划实施的成效和城乡系统协

同治理的科学性。起初，根据 2014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的《关

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的要求，启动规划编制和连片

整治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遴选出第一批省级新农村

连片示范区，鼓励打造市、县两级示范区，逐步形成连线成片、

整体打造、带动全局的创建氛围，推动全省新农村建设迈上

新台阶。随后，按照《关于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以“环境事件”倒逼“人居”城乡

建设，包括整治农村垃圾、水体畜禽污染、乱搭乱建行为等，

全域性地推进村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促使农村人居环境

和村容村貌实现根本改观。为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统筹与协

调作用，广东省住建厅 2016 年专门编制了《广东省整县推进

乡村规划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整县打包规划项目，提出到

2018 年年底，实现全省所有县（市）完成或完善县（市）域

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在村庄规划覆盖率方面，珠三角地

区达到 100% 覆盖，而粤东西北地区规划覆盖率达到 80%。

2    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的地方性实践

回顾和反思广东省村庄建设实践的 20 年，广东省村庄

规划建设经历了特色分明的三个阶段。在坚持国家关于村庄

规划编制原则和要求的前提下，以及在对村庄规划建设内容

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基础上，广东省摸索出了一条适合省情的

村庄规划建设思路和构建方案。特别是在第一阶段实施了“康

居”村庄整治之后，村庄规划的建设理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从规划先行到规划统筹的整体性转变，再到系统思维的贯彻，

省域村庄规划建设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广东城乡规

划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加快了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的步伐，

使之呈现出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征。

为便于对比和突出地方性，本文选择第二和第三阶段的

四个案例地作为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思路转变的印证。根据

《广东省宜居城镇、宜居村庄、宜居社区考核指导指标（2010 

— 2012）》（以下简称《指标》）和《广东省“万村百镇”

整治技术指引》的要求，结合村庄的区位条件、工业化和城

镇化水平，在规划统筹下的“宜居”村镇示范阶段，把村庄

规划建设分为农业型和城郊型两种模式，分别以湛江市石城

镇十字路村和广州城郊村庄为典型代表。在第三阶段的“人

居”城乡建设阶段，以村庄聚落的空间特征及总体布局特色

作为强化村镇和村城关系的重要依据。同时，注重突出文化

的现代性与历史性的结合，分别选取文化型和传统型的经典

案例—珠海和韶关的村镇规划作为建设范本。在 2009 年

以来的村庄规划建设中，广东省先试先行了一些与地方自然

和文化生态相适应的创新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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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的格局，又增强了村庄规划的针对性和执行力。

2.1  湛江宜居创建点行动计划

湛江市石城镇十字路村是广东省首批宜居村镇（2010

年）创建试点之一。以农村的“治污保洁”加快城乡清洁工

程的整体化进程，特别要避免采取单一性的方式处理城乡之

间共同的环境问题。在这一阶段，城乡统筹的“宜居”村镇

示范建设思路，主要是通过对比指标、寻找城乡之间的差距，

解决主要矛盾。其中值得推广的做法是，推行与农业型村庄

契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新建与改造道路这两项行动方

案，它们极大地增强了村庄规划建设的可操作性。

2.1.1 针对农村和农业的实际需求制定考核指标

十字路村以种植业为主，属于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因此，

在十字路村展开“宜居”村镇试点创建的过程中，规划重点

考察居住、村道、绿化、垃圾处理、综合服务、社会救助和

保障覆盖率等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指标。对于社区服务、燃

气普及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指标不作要求。

2.1.2 以养老保险和村道建设增强村民的参与意愿

结合建设现状和村民的建设意愿，规划提出推行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新建与改造道路两项行动计划，并落实用地和

资金，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执行力。对照《指标》要求，规

划还建立了村庄规划建设的指标体系，包括达标指标（10项，

包括垃圾处理、绿化等），基本达标（1 项，村道建设）和

未达标指标（2 项，社会救助和保障覆盖率）。

2.2  广州美丽乡村规划

广州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是第二阶段广东省城郊型“宜

居”村镇示范建设的重要缩影。由于与广州城区毗邻，村民

接受新鲜事物较多，思想开放，对于城镇一体化过程中的相

关村庄管理政策也相对容易接受。广州近郊村庄因此成为广

东省村镇规划建设、引领规划统筹的先行者。广州“村民版”

公众参与制度使得美丽乡村规划得以落实，且建设成果显著。

2.2.1 注重加强公众参与

广州美丽乡村规划成为村民了解和参与村务的重要途

径，尤其是全过程、多角度的公众参与制度是新型城镇化下

探索规划、控制和管理一体化统筹推进的重要尝试。公众参

与的主要环节包括前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形式开展的征

求意见、以“规划工作坊”形式开展的规划初步成果意见征

询、规划成果批准前的公示以及村民代表大会审议规划成果。

2.2.2 按“村民版”和“报批版”呈现规划成果

广州美丽乡村规划成果按两个版本呈现，是指按不同的

使用主体，相应地采用不同的编制语言。2012 年，广州美

丽乡村规划建设已完成 26 条示范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形

成了“5+26”的成果体系（图 1），主要包括《美丽乡村规

划建设指引》《示范村庄规划纲要》《配套文件汇编》《规

划工作简报》和《规划工作报告》五个部分。为实现“村民

版”成果与“报批版”成果的对接，在“村民版”成果编制

之前，先向村民讲解规划方案并征求意见；待方案修改、完

善后，再编制“报批版”成果，送有关部门审查、审批。“村

民版”成果采用规划图解的形式，以村民能看懂为目标，用

村民能听懂的语言、能看懂的图片编排展板，并作讲解，使

村民基本能听懂、看懂。“报批版”成果即规划说明书，则

按照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的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编制。

2.2.3“三规合一”确保规划落地

注重强化规划先行和规划的传导作用，广州美丽乡村规

划建设做到“三规合一”，确保规划落地，并与城市总体规

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协调。主要内容是确保村镇示范村规划

与城市总规、控规确定的重点功能区规划、道路、重大市政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等

相协调，以及确保示范村规划符合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

2.3  珠海幸福村居规划

珠海推进幸福村居规划的主旨是为了在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唤醒农民的内生动力，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由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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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Results system of “5+26”
资料来源：广州市美丽乡村培训课件——美丽乡村编制案例介绍

图 1 “5+26”成果体系图

计入手重置农民的主体地位是珠海幸福村居规划建设成功的

“法宝”。规划在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的同时，

由农民自主决定适宜的创建方式，在融合、保留地方多元文

化特色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珠海幸福村居规划属于文化型

的村庄规划建设，2012 年启动幸福村居规划创建工作后，

村居规划创建进入系统思维下的“人居”城乡建设阶段。其

总体思路是从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村居建设到考核监督，

探索城乡统筹的绿色发展之路。

2.3.1 顶层设计

珠海幸福村居规划是以顶层设计切实提高农民在决策、

建设和管理上的主体地位，村庄规划的系统管控作用在规划

建设中得以体现。《关于创建幸福村居的决定》指出，幸福

村居的总体目标是打造珠海市的特色村居，实现“三改善”

和“三提高”。整个创建工作都是围绕产业、环境、民生、

特色文化、社会治理和固本强基这六大工程而展开。

2.3.2 科学规划

为了将系统管理思想贯穿于整个“人居”城乡建设过程

中，珠海市幸福村居规划建立了“311”村居规划体系，确

保宏观统筹规划和微观实施的无缝对接，有效地解决村庄规

划与城市规划脱节、村居规划上下层级不衔接的问题。“3”

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指引 示范村庄规划纲要 配套文件汇编 规划工作简报汇编 规划工作总结

美丽乡村示范村庄规划分布情况 26 个示范村庄规划

规划说明书是“报社版”村庄规划成果，
按照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相关规范要求编制，
有统一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便于规划部门审查
和各区（县级市）政府审批。

规划实施建设指引是“村民版”村庄规划成
果，针对农村的特点，用村民看得懂的、简单、
直观、通俗的“农民语言”来表达，主要采用了
卫星影像图定位、改造前后图片对比和粤语讲解
等方式，使村民基本能听懂、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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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鳌头镇潭口村

（市级）梯面镇红山村

（区级）钟落潭镇寮采村

（镇级）人和镇黄榜岭村

（镇级）炭步镇步云村

（市级）太和镇白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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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石围塘街山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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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华洲街小洲村

沙湾镇紫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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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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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头镇新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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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街下元村（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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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吉街朱村社区（市级）

长洲街深井社区（市级）

南村镇坑头村（市级）

南沙街金洲村（市级）

万顷沙镇年丰村

▲

▲

▲

市级创建点 市级创建点 非创建点区级创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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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的资金，专门用于建设美丽乡村，并筹集投入 1.2 亿

元用于“丹霞彩虹”省级新农村示范区建设。

2.5  村庄规划建设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不足

基于上述两个阶段、四个村庄规划建设的历程，可将广

东省村庄规划建设的地方性实践的成功经验概括为：率先建

立面向“村容、村产、村民和村策”四位一体的村庄规划建

设机制。由上可知，村庄规划建设的二十年也是新农村建设

与扶贫工程全面铺开的过程，村庄规划建设先行先试的一些

措施，可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地方村庄的自然和人文生态，

这将成为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未来改进与完善的主要方向。

2.5.1面向“村容、村产、村民和村策”建立村庄规划建设机制

面向“村容、村产、村民和村策”建立的村庄规划建

设机制，其核心在于自下而上地推动广大农村居民成为村

庄规划建设过程中全局意义上的行动主体。特别是通过村

庄规划建设让村民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树立科学、

文明的现代意识和转变发展观，使得村民能更好地适应并

参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各项建设。广东省村庄规划建设

的机制主要包括：

首先，以“村容”，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村庄的

整体环境改善。如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坑贝村建设污水处理

站，采用了“格栅池 + 厌氧池＋好氧塘”的污水处理工艺。

污水处理后，出水主要污染物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 2002）的一级 B 标准。

其次，以“村产”，即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型的

城镇共生关系，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村庄规划将乡村产

业发展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特别是在观念意识上确立了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产业的共生关系，通过促进乡村旅游和

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在满足城市旅游发展的同时，提高了

乡村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以“村民”，即村务治理的行动主体，提升新一

代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村庄规划以解决村民需求为主线，建

立以村民为核心，村民全过程参与，政府、规划师、建设单

是在三个层面尺度，即市域、镇域和村域统筹规划的宏观、

中观和微观层面，自上而下、层层相扣。两个“1”，一个

是指专项规划，主要针对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专项问题

进行编制，包括交通提升规划、产业规划等；另一个是指规

划评估，编制实施规划的同时启动规划评估制度，以校验规

划的科学性。

2.4  韶关农村人居环境规划

韶关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以系

统思维规划、建设和管控传统型村镇的整个建设过程，这是

第三阶段“人居”城乡建设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之一。在完

成村庄的相关规划和扶贫部署之后，韶关从 2017 年起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五项攻坚工程。   

 

2.4.1 规划优先，统领乡村建设

韶关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将村庄规划视为农村环境连片

综合整治实践的行动指南，并由此强化规划的传导作用和统

筹功能，从系统的角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协同治理。以

仁化县（丹霞山所在地）为例，规划团队编制了《仁化县加

快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2016 

—2018 年）》，并制定了“丹霞彩虹”省级新农村示范区总

体规划、建设规划和 30 个自然村村庄整治规划。同时，把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结合起来，使各类规划既

完成横向的整合协作，又可在纵向上实现规划、建设、管理

三大工作环节的系统综合。

2.4.2 奖补惠农，逐级管控资金

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仁化县建立了“县奖补、

镇为主、村配合、组参与”的四级资金投入模式和“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库”，逐步推进人居环境规划的实施建

设。此外，仁化县还积极探索资金整合优化的新模式，整合

分散的非普惠性涉农资金，建立“仁化县涉农资金池”，以

健全管理制度，保障村庄环境的治理成效。从 2015 年起，

仁化县连续六年从当年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安排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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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和媒体共同协助的规划编制模式。并形成以规划师、

村委会主任为纽带，规划团队与政府、村委会主任、村民、

施工单位协同参与的开放、多元的规划编制格局。

最后，以“村策”，即村庄规划体系，因地制宜地提出

各类建设的刚性约束和柔性管控措施。例如广州市制定《关

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将村庄建设项目划

分为公益类、村民住宅类和经济发展类三类，从而优化和简

化项目管理的程序。广州还从改善农民收益的层面，相应地

制定了规划评估和动态更新、生态补偿、农业产业扶植等保

障政策。

2.5.2 存在的不足

面向“村容、村产、村民和村策”建立的广东省村庄规

划建设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制度建设滞后，村庄规划落地难。尽管建立了全

域性、综合化的村庄规划方法，但对与村庄规划相关的实施

保障制度的探索仍然相对滞后。如村民住宅的建设管理规范

尚未出台，导致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

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不够，出现规划“落地难、实施难”

的问题。

第二，编制指引准则较笼统，不利于挖掘地方性村庄的

特色。尽管省级层面制定了规划编制指引，但未能全面地顾

及地方村庄的特色，以至于对一些富有文化旅游价值的历史

名村关注不够。主要表现为：盲目推进农村公寓式住宅的建

设、忽视农民建房的积木式过程等。

第三，资金来源单一，村庄自主意识薄弱。村庄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大多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收入。除珠三角地区外，

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绝大多数县、镇的财政以及村集体收入

均无力担负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所需，并且这种“输血式”

的支持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发挥村庄规划的统筹作用。

3    对未来村庄规划建设工作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规划，是一个系统的、分阶段

逐步实施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一种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更

需要培育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因势利导、协同推进。主要

方式是通过村庄规划建设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为村庄规

划建设提供更为科学、合理和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广大农村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3.1  制度创新，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管理体系

尽快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地开

展对村庄规划政策体系的创新研究。改革和创新城乡一体化

的规划管理体系，培育规划、建设和管控的系统思维，建立

可持续的发展观。同时，还要协调村庄各部门、各层级的相

关规划和政策，实现“多规融合”。

3.2  细化准则，建立村镇协同治理机制

尽可能以民生短板为导向，细化编制指引准则，提高村

民的主体地位，建立村镇协同治理的机制。运用 GIS 和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入挖掘和利用当地社会经济、土地利用、

居住偏好、历史文化方面的大数据和传统数据，建立村庄的

地方规划建设数据库。鼓励政府职能部门、村民、规划师、

专家、建设单位、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共同参与，推动村庄

规划方案的落实。

3.3  因地制宜，营建村民的归属感和地方认同

重视村庄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和现实诉求，在规划中强

化岭南乡土文化元素；利用宗祠、会堂、更楼、村围等具有

公有物权性质的文化设施，重建和强化村民的归属感和地方

认同感；区别城市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理念、方法，根据村庄

区位和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引，因地制宜地制定村庄

规划和建设的内容。

3.4  科技创新，推广新标准、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要特别加快科技创新，依托帮扶城市的技术、资金和

人力支持，推动村镇的全面复兴。大力推广《广东省农村

污水处理技术指引》《广东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技

下转至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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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于

大都市边缘区而言，仅从乡村建成环

境进行遗产价值评估，最后的结果可

能是可保留、可保护的村落数量很少，

从而使都市人“乡愁”难觅。本文试

图阐述一种观点，即乡村遗产是活态

遗产，其遗产价值是伴随着城乡互动

发展过程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遗产价

值动态、连续性保护的意义要大于对

静态建成环境的保护。因此，对乡村

遗产价值的认知要以未来遗产价值发

展的可能性为前提，重点是对孕育了

乡村的自然环境，与乡村发展良性互

动的城乡关系，乡村生产、生活系统

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丰富性进行评估，进而选择具有可

维育遗产价值的乡村进行保留，使其

成为都市人“乡愁”的承载地，未来

也是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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