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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价值内涵与运行机制

□　周　敏

[摘　要]文章在梳理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认知与阶段演进、新型城乡关系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新型城乡关系中经济、社会、
空间三大逻辑解析了田园综合体的认知误区，探讨了田园综合体的价值内涵、运行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表明：田园综合体
是促进我国城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弥合城乡社会居民差异、重塑城乡空间价值体系新的实践载体；“多方合作、互利共赢”
的多主体发展框架是田园综合体的内在运行机制；田园综合体建设应防止“农业旅游化”、“农民剥夺化”与“农村地产化”
倾向。
[关键词] 新型城乡关系；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8-0005-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周敏．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价值内涵与运行机制 [J]．规划师，2018(8)：5-11．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mplex From Urban-Rural Relation Perspective/
Zhou Min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urban rural relation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as well as new urban-rural interaction, concludes 
misunderstandings of rural complex in economy, society, and space, discusses its value conno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guidance strateg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rural complex is important in promoting urban rural economic flow, making up urban rural 
discrepancy, rebuilding urban rural spatial value system; its essential operation mechanism is multiple-cooperation and win-win 
consensus; and rural complex shall prevent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rural deprivation, or rural estat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Rural complex,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0引言

2017 年 2 月，田园综合体作为继农业产业园、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全域旅游之后的又一新型乡村
发展模式被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提到“支持

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
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和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
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随后，财政部、
国农办陆续下发《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工程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408248、51608404、51708234)、国家留学基金委
项目 (2017061650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2016IVA031、2017IVB044)
周　敏，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本期主题：田园综合体规划与实践

[编者按]2017 年国家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自此田园综合体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试点建设工作。但是，我
国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关于田园综合体建设方面的系统理论研究不够，亦缺乏对各地实践经验的总结。基于此，
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田园综合体规划与实践”为主题，一方面在梳理我国田园综合体价值内涵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田
园综合体规划的引导策略与协同规划路径，另一方面通过湖北武汉及河南唐河县的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案例分析，探讨田园综合体规
划的编制思路与对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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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偏向论”共同发展并受到关注，利比
顿的“城市偏向论”认为城乡经济关系
应优先发展城市，再通过城市的“马太
效应”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美国经济史
学家约翰逊的“乡村中心论”、弗里德
曼的“乡村社区论”认为城乡发展的首
要目标是解决乡村的基本需求，通过发
展乡村优势产业推动城乡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吉从城乡互动视
角探讨城乡融合问题，用“城乡一体化
区域”概括了亚洲城市地区典型的城乡
交错空间地带，后被学术界称为“城乡
一体化”模式。随后，Douglass 的区
域网络模型、Tacoli 的“城乡连续体”、
Lynch 的“城乡动力学”等理论均成为
城乡关系研究的经典理论 [8]。2000 年以
后，城乡互动作用研究 [9-10]、城乡空间
组织模式 [11]、城乡要素流分析 [10] 及城
市生活方式的农村扩散等成为重要的研
究趋向。

1.2国内城乡关系的演进特征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
就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城市和乡村本是
相关的一体，并在其《乡土重建》中论
述了“城乡相成相克论”：一方面，中
国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乡村的“支持”，
城市对农村进行了“双重”反哺 [12]；另
一方面，近百年来的城市兴起和乡村衰
落可看作是一件事的两面 [13]。他认为，
“要提高乡村村民收入，只有扩充和疏
通乡市的往来，乡村才有繁荣的希望”。
2000 年以来，城乡关系变迁成为认识中
国城镇化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国内学
者多从“阶段论”视角探讨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演进特征[14-19]。
赵群毅认为，随着城乡二元化制度藩篱
的打破，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强制性
‘以乡促城’(1949 ～ 1978 年 )—市场
化‘以乡促城’(1978 ～ 2000 年 )—国
家战略下‘以城促乡’(2000 ～ 2013
年 )”3 个阶段 [16]。武廷海回顾了社会
主义中国 60 余年的城乡演变历程，认
为前 30 年是以非城镇化的工业化为特

的通知》( 财办〔2017〕29 号 )、《关
于做好 2017 年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的
意见》( 财办〔2017〕71 号 )、《关于
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补充通
知》( 国农办〔2017〕18 号 )，提出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下，通过财政
资金支持方式创新及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等推动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和浙
江等 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
点工作。近年来，全国各地立足地方特
色资源，把握政策机遇，以乡村为基底，
以农业为核心，结合文创、旅游和地产
等产业，探索建设了一批特色各异、模
式不一的田园综合体 ( 表 1)。

目前，国内有关田园综合体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发展理念 [1]、建设模式 [1]、
实践探索 [2-4] 与设计方法 [5] 等方面的探
讨。笔者认为，对田园综合体的观察可
以突破乡村规划的研究范畴，从城乡关
系的演进、城乡互动机制的建立等更为

广阔的视角进行探究。

1城乡关系解读

1.1国外城乡关系的理论认知

城乡关系的演化贯穿于人类社会城
镇化的整个过程。西方对城乡关系的探
讨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
的城乡关系观，他们从社会辩证视角探
讨了城乡关系的阶段特征与演变机制[6-7]。
19 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赖特的“广
亩城市”理论及刘易斯·芒福德的“分
散化城市”观点，均从规划建筑领域提
出了一系列的城乡空间发展模式，构成
了城乡空间二元理论基础。20 世纪 50
～ 60 年代，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费景汉与拉尼斯的“刘易斯—拉尼斯—
费景汉”模型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理论
基础。20世纪70年代，“城市偏向论”“乡

表 1 全国第一批田园综合体试点情况

序号 省份 试点 建设条件与规划特点

1 河北 河北迁西县
“花香果巷”
田园综合体

农业旅游基础条件良好。以“山水田园、花香果巷、诗画乡居”为
规划定位，以旅游为引擎，以文化为支撑，致力于打造特色鲜明、
宜居宜业、惠及各方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

2 山西 临汾市襄汾县
田园综合体

有“棉麦之乡”之称，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好。以燕村荷花园
为核心，全力打造具有襄汾特色的近郊创意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

3 福建 夷山市五夫镇
田园综合体

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盛产白莲、红菇、田螺，农业基础好。
致力于建设“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的田园综合体

4 山东 临沂沂南县朱
家林田园综合
体

农业基础好，旅游发展条件好，具有“全国首批健康养殖示范县”“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致力于建设“创意农业＋休闲旅游＋田
园社区”的田园综合体

5 广西 南宁市西乡塘
区“美丽南方”
田园综合体

交通条件好，是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重要一环。致力于建设优质蔬
菜基地、龟鳖养殖加工生产、葡萄种植及葡萄酒生产、青瓦房民俗
风情古村落体验等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项目 48 个

6 海南 海口市“丝路
海口·田园综
合体”

农业基础良好。建设集现代蔬菜和热带水果花卉产业基地、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基地、农事体验、农业科普教育、休闲农业旅游、农民
创业平台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7 重庆 忠县三峡橘乡
田园综合体

农业基础好，旅游资源良好。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多业融合、
城乡共生”为理念，建设集生产、产业、经营、生态、服务、运行
六大体系于一体的“生态旅游 + 高科技柑橘园”特色旅游景点

8 四川 成都都江堰市
田园综合体

水系发达、农业生产条件佳。致力于建设美丽乡村展示区、都市现
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农村改革先行区和绿色农业典范区

9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
田园综合体

有“滇西粮仓”之称，农业基础好。打造集“农业观光＋休闲娱乐
＋传统文化”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

10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
田园综合体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按照“三轴、三中心、五
片区”进行总体布局，“三轴”是指农业发展轴，“三中心”是指
打造农业产业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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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乡村关系”主导，后 30 年是以
资本城镇化为特征的“城市关系”主导，
未来 30 年中国将走一条基于“新型城
乡关系”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7]。
赵民等人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城乡关系依次按照“初始阶段—起
步阶段—不平衡发展阶段—城乡统筹发
展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演进，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及大都市地区将率先
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 [19]。研究表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时
期的政策取向决定了城乡关系的阶段性
特征，且依次经历了“城乡对立—以乡
促城—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目前正
向“城乡互动”时期演进，城乡充分互
动中的一体化发展被认为是城乡关系演
进的最高阶段 [14-19]。

1.3新型城乡关系的具体要义

我国对新型城乡关系的讨论已有 10
余年之久，但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
苏俏云最早提出知识经济时代下新型城
乡关系包含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
关系三大类型 [20]。冯奔伟等人认为新型
城乡关系的构建是从传统的“二元、非
均衡”走向“平等化、一体化和可持续”[21]。
赵民等人提出应致力于实现“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发展差距进
一步减小、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等、
产业关联和互动进一步强化、城乡风貌
进一步凸显”的新型城乡关系 [19]。

新型城乡关系首次作为国家战略被
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报告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进一步确立了新型城乡
关系的内涵：“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把乡村放在与城市平等的地
位上，更加充分地立足于乡村产业、生
态、文化等资源，更加注重发挥乡村的
主动性，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建立更
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促进劳动力、土
地、科技、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

流动，促进产业发展的融合化、城乡居
民收入均衡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础设施联通化，城乡居民基本权
益平等化 [22] 。”

综上对国内外研究综述和城乡关系
的历史演进分析发现，我国目前正处于
新型城乡关系建设的重要时期，即城乡
关系一体化发展时期。笔者认为，新型
城乡关系应主要包括城乡经济一体、城
乡社会一体及城乡空间一体 3 个维度：
①城乡经济一体，即促进资本、产业、
人口、土地、信息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
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促使城市与
乡村在产出效益上趋于一致 [16，23]；②城
乡社会一体，即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公
平供给、均衡配置，城乡收入及福利水
平差距不断缩小，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共
同的生活待遇和发展机遇；③城乡空间
一体，即实现城乡空间景观品质化、城
乡空间效益最大化，缩小城乡空间价值
水平差异，建立城乡空间发展新秩序。

田园综合体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兴产物，
在试点推广过程中难免出现认知偏差，
亟待通过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审
视与积极应对。笔者试图基于城乡经济、
社会、空间三大逻辑，解析田园综合体的
认知误区，探讨田园综合体的价值内涵、
运行机制与引导策略，以期为田园综合
体规划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指引，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2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的

认知误区

2.1误区一：田园综合体即是“乡村

旅游开发”

将田园综合体建设片面理解为“乡
村旅游开发”。田园综合体建设和乡村
旅游开发都是基于乡村的生态景观、产
业基础等资源要素，面向城市居民、促
进乡村建设的发展模式，但其核心内涵
有所差异：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

+ 休闲旅游 + 田园社区”于一体的乡村
综合发展模式，侧重于推动产业结构多
元化、产业功能复合化发展。而乡村旅
游开发在我国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
是主要依靠乡村的农业产业、生态景观、
民俗文化等资源开展休闲旅游、观光度
假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涉及田园社区的
建设内容，也缺乏综合性、跨业态的产
业体系构建思维。

2.2误区二：田园综合体即是“资本

圈地运动”

将田园综合体建设错误理解为“资
本圈地运动”。2017 年以来，国家积极
创新财政投入使用方式，探索、推广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综合考虑运用
先建后补、贴息、以奖代补、担保补贴
和风险补偿金等方式，撬动金融和社会
资本投向田园综合体建设。但在引资下
乡过程中，仍然存在流转土地“非粮化”“非
农化”，集体资产“变相侵占”“有地
先拿下再说”等现象，其后果是下乡资
本并没有真正服务农村，农村居民生活
未得到保障与改善。因此，引资下乡不
能变成“资本圈地运动”，它真正需要
解决的是农民脱贫问题，而非富人致富
的问题。

2.3误区三：田园综合体即是“农村

地产开发”

将田园综合体建设错误理解为“农
村地产开发”。田园社区是田园综合体
建设的特色内容之一，是传统农业综
合体迈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主要
是指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的传统地产、居
住小区、产权式酒店等乡村聚居区域。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安排一定比
例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专项支持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似乎
给目前房地产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创
新信号，但田园综合体并不是变相争取
发展指标搞乡村房地产开发，不能让多
年来城市政府和地方经济长期依赖的房
地产业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主体，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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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吸引
城市人口、技术和资本等要素流入乡村，
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效益。因
此，从城乡经济发展层面看，田园综合
体是促进城乡经济要素流动、实现城乡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

3.2社会层面：弥合城乡居民社会

差距的有效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比大致在 1.8 ～ 3.4 之间波动 ( 图 2)，
相较于已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发
达国家 ( 美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
同，日本城乡居民收入比在 0.86 ～ 0.97
之间波动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亟
待进一步缩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田园综合体可理
解为满足城乡社会居民现实需求、解决
我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的有效工具：一
方面，我国已进入“全民休闲”时代，
城市居民具备为休闲观光、生态产品付
费的能力，与日俱增的“乡愁经济”需
求激发了人们对乡村休闲旅游模式的创
新；另一方面，粗放式城市化的发展使
得乡村社会功能退化 [24]。而产业深度联
动发展的田园综合体可为乡村居民提供
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吸引年轻人、社会精英返乡创业，
并促使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完
善，助推乡村经济发展。因此，从城乡
社会发展层面看，田园综合体是弥合城
乡社会差距、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发展的
有效工具。

3.3空间层面：重塑城乡空间价值

体系的重要方式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城乡空间
的拓展和变迁是第二、第三产业从城市向
乡村扩散的原因 [25]。20 世纪 80 年代，
麦吉在研究亚洲国家的城镇化时，提
出发展中国家城乡一体化空间理论模
型—“城市与乡村界限模糊，农业活

切实为城乡居民营造田园式聚居空间。

3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的

价值内涵

3.1经济层面：促进城乡经济要素

流动的实践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住房、
户籍等一系列制度藩篱和重大的社会变
革使得城乡要素流动一度受阻，城乡关
联弱化。改革开放后，城乡联系逐渐增
强，进入了“以乡促城”阶段：一方面，
土地、农村农业制度改革和“工业导向、
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促使乡村资源强制

流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强大的“虹
吸效应”进一步拉动乡村劳动力、土地
等生产要素不断进入城市，进而出现了
“城强村弱”的不平衡格局。2002 年
以后，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将“统筹城乡社会经济
发展”作为国家主导战略之一，我国进
入“以城带乡”的重要阶段。2017年以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提出，我国开
始进入“城乡互动”的关键时期 ( 图 1)。
而田园综合体理念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发
展惯性和“由乡进城”的经济流向，将
城市资本与乡村资源结合，运用“六次
产业”理念构建集农事体验、文化创意、

图 2 1978 ～ 2015 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整理绘制。

图 3 城乡空间价值链“漏斗式”分布 [25]

图 1 1949 年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阶段性演变特征

图 4 城乡空间价值链“扁平化”分布

“以乡促城”时期：
（1979 ～ 2002 年）
城乡屏障打开，乡村要
素大量涌入城市

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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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镇用地与
乡村用地相互混杂的结构”[26]，但这并
不是理想的城乡空间一体化状态。在我
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乡村一直被
认为是城市的附属，并出现了“亦城亦
乡”的无序空间格局，城乡空间长期存
在巨大的“价值势能”[25，27]，即呈现“城
高乡低”的漏斗式空间价值链分布特征
( 图 3)，致使城市和乡村均未实现空间价
值最大化。在城乡关系转变、乡村发展
动力转换的多重背景下，田园综合体是
促进空间价值链 “扁平化”发展 ( 图 4)、
实现城乡空间与功能同步转型、重塑城
乡空间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

                       

4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运行

机制

4.1实践模式

田园综合体是继农业产业园、新农
村建设和美丽乡村之后农业发展进步到
更高阶段的实践产物。笔者结合近年来
众多实践案例研究，将目前田园综合体
建设模式概括为以下3种典型类型(表2)。
4.1.1特色农业主导下的产业园区型

该模式是以本地农业特色资源为主
导，以延伸、整合农业产业链为核心，
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经营等多
个环节入手，打造以优势特色资源为核
心的农业产业园区。例如，四川省青神
县依托竹资源，组建竹艺研发中心，开
发平面礼品竹编、竹制环保家具和竹制
创意生活用品三大类产品，形成集竹种
植、加工、销售、展览、旅游和文娱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4.1.2文化创意嵌入下的农事体验型

该模式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或农
业生态资源，通过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
旅游休闲产业等新业态相结合，形成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创意型、农事体
验型综合体。例如，四川省浦江县明月
国际陶艺村依托生态自然环境和邛窑古
文化资源，以“国际陶艺旅游与文化交
流”和“陶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主题，

建设成为集文化展示、创意体验、休闲
运动和田园度假等于一体的人文生态度
假村落。
4.1.3都市近郊驱动下的农业观光型

该模式利用临近都市的区位优势，
以田园风光和生态环境为基础，形成一
个以“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
为特色的农业观光型综合体。例如，无
锡阳山田园东方综合体位于无锡阳山镇
近郊区，距离无锡市中心 20　km，坚持
阳山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优先的理念，尊
重村落原有肌理和风貌，打造农业、加
工业、服务业联动发展的复合产业链，
建设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和田园居住
三大复合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成
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型
示范区。

4.2参与主体及运行过程

田园综合体在“投资—规划—建
设—运营”过程中有赖于城乡多方主体

的共同参与，每个主体在其中有各自的
权责归属和利益诉求，达成多方合作、
互利共赢的多主体发展框架。本文基于
新型城乡关系中经济、社会、空间三大
内在逻辑，分别从田园综合体经济投资
及产业运营、社会居民参与、空间规划
及建设管理 3 个层面分析参与主体及其
运行过程，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 ( 图 5)。
4.2.1经济投资及产业运营：多要素

整合

城市企业、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合
作社是田园综合体经济投资及产业运营
的关键主体。村集体通过盘活土地承包
经营权及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将土地
入股农民合作社，进而为田园综合体建
设提供土地、就业人口等本地资源，农
民和村集体享有对合作社的管理权利与
收益权利。企业则将资本、技术、人才
和管理思维等城市生产要素引入田园综
合体，并通过整合多方要素、搭建服务
平台，负责土地流转、资本引进、产业

图 5 田园综合体多主体组织框架及运行机制

表 2 田园综合体 3种典型模式对比

比较

项

特色农业主导下的

产业园区型

 文化创意嵌入下的

 农事体验型

都市近郊驱动下的

农业观光型

发展
思路

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从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经营、开发等多个环节入
手，延伸农业产业链，打
造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依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或农业
生态资源，推动农业与文化创
意产业、旅游休闲产业等相结
合，衍生新产业、新业态

利用都市近郊优越的区位
优势，以田园风光和生态
环境为基础，打造乡野风
貌区和休闲聚居地

核心
功能

特色农业 + 休闲旅游 农业＋文创＋旅游 农业＋旅游＋居住

适用
案例

四川省青神县竹文化产业
园、浙江柯桥漓渚镇产业
园等

四川省浦江县明月国际陶艺
村、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朱家林
生态艺术社区等

无锡阳山田园东方综合体、
成都红光镇多利农庄等

权益保障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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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政
策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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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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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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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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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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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乡
村
人
居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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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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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搭建

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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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

促进就业 乡村养老 创新平台 旅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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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台公司

城市企业农村集体组织 /农民合作社

田园综合体

农民 新移民 城市创客 城市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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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及运营等多个环节。例如，成都多
利农庄将当地农户已确权后的宅基地及
集体建设用地入股，组建村集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并与多利公司合作，引进中
国平安、浙江绿城和法国 LUX 公司等企
业，联合多方主体打造农、旅结合的田
园综合体。
4.2.2社会居民参与：多群体共生

田园综合体是联结城乡社会居民网
络关系、促进城乡居民融合共生的社会
空间载体，其规划参与者包括农民、新
移民、创客和城市游客 4 类。农民是开
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一方面
通过转包、出租、转让、抵押及入股等
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或宅基地，参与农民
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另一方
面通过提升技能参与就业来实现进一步
增收；新移民是城市外来居民，他们通
过购买房产享受“田园式”居住环境；
城市游客是主要消费群体，包括亲子家
庭、商务团体、学生和老人等；创客主
要是指从事创意农业、农业服务等的创
业人群。例如，无锡阳山田园东方集聚
了本地扎染匠人及种桃能手、城市亲子
游客和创业大学生等多类主体；四川明
月国际陶艺村吸引了一批专业设计师、
文化学者和陶瓷界专家，为乡村发展提

供产业发展研究、改造规划设计及三产
项目孵化等服务。                          
4.2.3空间规划及建设管理：多板块

融合

田园综合体是在一定地域空间内，
将现代农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
游客游憩空间、生态涵养空间和文化景
观空间等功能进行有机组合，并实现对
空间规划、建设运营的一体化管理。田
园综合体空间规划及建设管理的主体是
城市政府，其主要通过政策支持及空间
规划管理实现对各个参与主体的引导和
约束。以无锡阳山田园东方为例，其规
划总面积为 6　246 亩 (4.164　km2)，包括现
代农业、休闲文旅和田园社区三大功能
板块 ( 图 6)：①现代农业板块包含四大
农业产业园及观光示范园，基于阳山镇
既有的农业资源，运用企业化管理思维，
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价值。②休闲
文旅板块是其核心部分，在延续石坊村
村落空间肌理的基础上，通过“修旧如
旧”的文化标识场景式表达手法保留
了 10 栋老房子；同时，植入市集、书
院和民宿等八大文旅业态强化乡村田园
主题功能，将游憩、居住、工作与休闲
空间有机结合，实现功能空间复合的效
益最大化。③田园社区板块打造了一个

原住民、新移民、旅居者与创业者共同
居住的高品质、低密度的人本型田园社
区—“拾房桃溪”。

5新型城乡关系下田园综合体引导

策略

5.1避免产业植入的“农业旅游化”，

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联动

田园综合体建设不是普通的“农＋
游”业态打造，而是对三次产业链的整
合与创新。因此，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应
构建集“核心产业—支撑产业—配套产
业—衍生产业”于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
(图７)，各个产业相互融合、渗透、支撑、
带动，促进产业深度联动，培育未来农
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5.2避免居民收益的“农民剥夺化”，

实现社会福利双向共享

田园综合体建设应防止利用“资本
圈地运动”侵占乡村资源，避免强势资
本引入后对乡村集体资产的“控制”和
对村民应得利益的“剥夺”；应秉持“农
民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充分建立
企业、合作社与农民等多方主体利益分
享机制，实现城乡社会福利的双向共享，

图 6 无锡阳山田园东方功能布局                  
资料来源：无锡阳山田园东方综合体总体规划。    

图 7 田园综合体产业体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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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持续、健康的城乡社会结构网络。

5.3避免开发建设的“农村地产化”，

彰显乡村景观风貌特色

为了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在田
园综合体建设中需要进行必要的地产和
基础设施建设，但应避免大兴土木、复
制移植和地产化倾向。田园综合体的开
发建设应将保有淳朴的“乡土韵味”作
为基本准则，在充分彰显乡村地域文化
标识的前提下，建筑风貌、建设密度及
空间肌理特征应遵循乡村地区的建设逻
辑，营建自然舒适的人本型田园活动空
间，彰显乡村景观风貌特色，塑造“城
亦城，乡亦乡”的城乡景观风貌体系。

6结语

我国正处于城乡关系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时期，田园综合体是促进我国城乡
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弥合城乡社会居民
差异、重塑城乡空间价值体系新的实践
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田园综合
体实践探索是培育我国新型城乡关系转
型的有效路径，更是对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有力呼应。田园综合体在“投资—
规划—建设—运营”过程中涉及城市企
业、村集体、村民合作社、地方政府、
农民、新移民、城市游客和城市创客等
多方参与主体，在以“多方合作、互利
共赢”的多主体发展框架下，各方主体
具有各自的权责归属和利益诉求，共同
促进田园综合体持续健康发展。

在田园综合体实践建设过程中，面
临“乡村旅游开发”“资本圈地运动”“农
村地产开发”的认知误区，应防止“农
业旅游化”“农民剥夺化”“农村地产化”
倾向。只有紧紧围绕一、二、三产业“三
产融合”，农村、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的发展
要求，才能借助田园综合体实践建设，
实现产业创新与社会福利的良性循环，
促进我国乡村地区的产业体系重构、社
会网络重塑和功能空间重建，进而探索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避
免田园综合体沦为“运动式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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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规划协同路径研究

□　刘凌云，陶德凯，杨　晨

[摘　要] 文章通过对比田园综合体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异同，从田园综合体的核心内涵与现实意义角度出发，进一
步辨析了田园综合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基于协同理论探讨了田园综合体在规划过程中的对象选择、价值
取向、编制内容与实施过程的协同，从综合统筹的角度总结了田园综合体的规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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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y Strategy Of Rural Complex Planning/Liu Lingyun, Tao Dekai, Yang Chen
[Abstract] With an comparison between rural complex, characteristic town, and beautiful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ness and complexity of rural complex from its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meaning, and concludes planning path of rural 
complex from the synergy of object option, value option, compi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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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最早源于 2012 年无锡田
园东方的规划实践中；2017 年 2 月，“田园综合体”
正式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成为中央鼓励农业、农
村发展的新模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再次将田园综合体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

目前国内关于田园综合体的研究与实践仍处于起
步期与探索期，或强调其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的重要作用，或作为乡村旅游的思路补充，而对田园

综合体规划方法与内容的讨论则相对缺乏。2017 年
11 月，南京市结合首个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率先
出台《南京市田园综合体建设指南》，旨在从规划编
制、田园社区建设、农业功能拓展、特色风光塑造及
旅游产业开发等方面指导田园综合体的建设。2018 年
5月，山东省发布了全国首个田园综合体建设地方标准，
内容涵盖了田园综合体建设规范总则、规划编制指南、
田园社区建设规范及乡村创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规范
等，进一步探索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的相关路径和要求。

本文基于田园综合体的内涵特征解读，借助协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608404、51408248、51478199、51538004)、青年千人计划基金项目 (D1218006)、中央高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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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从对象选择、价值取向、编制内
容与实施过程 4 个方面总结了协同视角
下田园综合体的规划路径。

1田园综合体的概念解读

1.1田园综合体的核心内涵

田园综合体是指以农民合作社为主
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乡村社区 [1]。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对象是
具有一定基础、有条件进行建设的乡村；
建设范围包含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数个自
然村落；建设内容则从基本的生态景观
风貌建设、乡村社区建设到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旅游景区建设；
其产业导向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新型农业
产业模式；实施基础是农民的广泛参与，
并强调农民的参与以农村合作社为主要
形式。可见，田园综合体的关键在于“综
合”，概括来讲，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
1.1.1功能混合化

田园综合体是在特定的乡村地域范
围内，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生产制造、
文化传承、居住社区、配套设施及科技
研发等诸多职能于一体的空间单元，是
涵盖乡村社会生活、现代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保护等功能的混合空间单元。因
此，从结构—功能视角看，田园综合体
也是一个功能完善、有机布局的乡村地
域空间结构。
1.1.2产业多维化

田园综合体强调乡村地区三次产业
的深度融合，不是单纯的“农业 + 旅
游”“农业 + 科技”“农业 + 地产”等，
而是从多领域、多角度将农业生产向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延伸拓展，最大限度
挖掘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潜力，全面延
展田园综合体的产业链。这既是田园综
合体产业体系的显著特征，又是田园综
合体建设的核心内容。
1.1.3主体多元化

田园综合体的开发追求创新，强调

充分利用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政策
优势、多方面吸纳开发主体与利益人群，
形成“村集体＋开发商＋政府＋游客”
的多元开发模式。多元的开发模式自然
会带来盈利模式的多样化，增加投资收
益。同时，利益分配也强调多元化的方
式，最大的获益方不再仅仅是投资企业，
而是“民、政、企”多方的利益分摊。
1.1.4从多要素集合到多要素综合

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系统综合体，它
是多种功能业态的综合、多种产业门类
的综合、多个利益主体的综合，更是多
种要素的有机融合。与一般的农业园区
建设、乡村开发相比，田园综合体不仅
要求引导多种要素的集合与展示，还要
求进一步引导多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
有机融合。在表现形式上，包括三次产
业的共同参与、多条产业链的跨越联合
及多种商业开发的业态集合。总体而言，
在田园综合体的内部，多种要素共同作用，
形成一个功能完善、有机生长的聚集区。

1.2田园综合体的现实意义

1.2.1对休闲农业发展的全面延伸

休闲农业强调的是充分挖掘农业在
观光游览、休闲体验等方面的潜力，利
用城乡生活状态的差异性，满足城市居
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重点是对乡村服
务业的开发。田园综合体建设则不仅仅
局限在“农＋游”产业的结合，更加强
调对三次产业的综合开发，在传统休闲
农业强调三产服务的基础上，突出以现
代农业为代表的一产开发及与现代农业
相关的二产同步发展。与休闲农业相比，
田园综合体将重心由单纯的“三产”延
伸至“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不
再是各产业单纯的集合，而是强调产业
间的相互作用；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更加
规模化，不再是点状串联式开发，而是
整体成片的开发。
1.2.2对乡村建设模式的创新探索

传统的乡村建设注重乡村产业发
展，力求通过农业相关产业的开发，提

升农村的建设水平与农民的生活质量。
田园综合体建设在注重乡村产业发展和
空间环境改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乡村
的本体—“人”的需求。无论是对乡
村整体生态环境的维护、乡村配套服务
设施的提升还是对乡村三次产业的布局
与发展，都是响应了田园综合体使用者
的多方需求，回归“人本”。
1.2.3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

回应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是
为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
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业态、
扶持新主体、拓宽新渠道，加快推进农
业转型升级”[2]。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
效供给，关键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升级。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既从产业角
度全面推进了农村领域三次产业的结
合，又能够以财政支持的手段推进农村
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是解决目前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问题的有效
途径。
1.2.4对城乡统筹规划的有力补充

城乡统筹是通过城乡空间、产业和
社会等资源的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达到“城”“乡”双赢的目的。田
园综合体作为一个综合建设平台，有效
地将城市产业、人流与科技等要素引入
乡村，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结合起来，使
得城市不再仅仅是乡村的服务对象，而
是乡村的共建者。通过田园综合体的建
设，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农村的发展潜
能，真正引导城乡一体化发展。

1.3田园综合体与美丽乡村、特色

小镇的关系辨析

自2008年起，围绕乡村、小城镇建设，
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3-7]，其
中以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
最为引人注目。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
设已初步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田
园综合体建设则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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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背景下助推乡村建设发展的新动能。
1.3.1三者的差异性

美丽乡村扎根村庄，数量最大，以
打造农民幸福美丽家园为宗旨，主要着
力于村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和公
共服务水平提升；特色小镇选址灵活，
规模相对固定，总面积不超过 3　km2，
核心建设面积在 1　km2 左右，强调以特
色产业引导乡村区域发展，以产城融合
推进乡村城镇化发展；田园综合体目前
仍处于国家试点阶段，对于规模、范围
尚无统一规范，更多地强调对乡村潜力
的深度挖掘，从根本上推进乡村的全面
振兴 ( 表 1)。
1.3.2三者的关联性

(1) 立足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是
实现美丽乡村的重要途径。首先，二者
建设对象都是乡村，是对乡村地域空间
进行的开发建设，广大的乡村非建设用
地同样是规划统筹的地理范围；其次，

现阶段的美丽乡村往往侧重于对生态环
境、文化资源的开发，对城乡互动与三
产融合的关注度不够，田园综合体的建
设正好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短板，推动其
他多种类型的乡村建设；最后，美丽乡
村是对乡村发展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
期望通过多方面的建设达到预期的发展
水平，田园综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建设
模式，能够以自身的开发建设来助推乡
村从产业、设施、环境等多方面达到美
丽乡村的要求。

(2) 着力产业，田园综合体与建设
农业特色小镇天然契合。特色小镇是城
乡地域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产业基础，
生态环境良好，能够实现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产、城、人、文“四
位一体”的城乡发展新模式。农业特色
小镇则是指农业观光、休闲体验等特色
显著的特色小镇，它既包含农产品加工
特色小镇，又包括旅游休闲特色镇、科

表 1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概念比较

比较项     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

发源地 2008 年，浙江安吉 2014 年，浙江杭州云栖
小镇

2012 年，江苏无锡田园东方

政策提出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中央一号文件

2015 年 12 月底，习近
平总书记对浙江省特色
小镇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2017 年 2 月 5 日，中央一号文件

政策指导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美丽中国要靠美
丽乡村打基础，要继
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为农民建设
幸福家园

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
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
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
都有重要意义

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
民充分参与受益，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
展试点示范

主管部门 农业部 住建部 财政部
建设数量 计划“十三五”期间全

国建成 6　000 个左右美
丽乡村

全国两批特色小镇试点
403 个，加上各地方创
建的省级特色小镇，超
过 2　000 多个

全国将在 18 个省开展田园综合
体试点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已有 9 个省公布了试点名单

主要背景 新农村建设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建设对象 乡村地域 城乡地域 乡村地域
国家规范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　32000—2015)》
暂无 暂无

建设范围 以村为单位 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
较大的村庄、城市内部
相对独立的区块和街区

一定的乡村区域范围

建设面积 各村村域面积 总体面积：3　km2 
核心区建设用地：1　km2

尚无统一规定。南京溪田田园综
合体规划面积为 10　776 亩 ( 约为
7.2 km2)[8]。河北迁西县花乡果巷
田园综合体规划面积为 3.5 km2[9]

技和设施农业示范镇等多种类型。特色
小镇的建设范围较田园综合体更为广
泛，但农业特色小镇为两者找到了一个
共同的建设平台。特色小镇对特色产业
的构建、休闲旅游的开发、景观风貌的
塑造及开发模式的创新，都是与田园综
合体的发展思路相契合的。因此，田园
综合体与农业特色小镇天然契合，是农
业特色小镇的升级版。

2协同理论：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

的创新触媒

2.1协同理论与城乡规划

协同理论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
哈肯于 1971 年提出的概念 [10]，是指在
不平衡状态的复杂巨系统中，各子系统
之间存在差异，属性不同，变化无序。
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各子系统可以遵
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实现相互协作，
形成有序的动态平衡。

大量学者将协同理论运用于城乡
规划学中，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规划方
法—“协同规划”。目前国内关于协
同规划的研究分析主要包括：祝春敏等
人对协同规划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
讨 [11]；施筱雯建议在乡村规划编制过程
中引入协同思想，从协同视角出发看待
转型时期乡村发展的需求 [12]；罗彦等人
运用协同理论构建了城乡统筹的协同规
划模型 [13]。目前国内学者对协同理论在
规划领域的运用，从宏观至微观层面均
有所涉及，并正逐渐在规划项目中予以
实践与完善。

2.2协同理论与田园综合体规划

田园综合体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
体，是在诸多要素的相互影响、共同作
用下形成的复杂系统。将协同理论运用
到田园综合体规划中，能够有效指导田
园综合体规划路径，协调多要素、多主
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统筹多维度的内部
结构，最终形成有序、整体而又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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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规划运作系统。
首先，运用协同理论有助于理顺田

园综合体所涉及的多要素间的关系。田
园综合体自身涉及多种要素，其功能混
合化、产业多维化、主体多元化的特征
必然会增加规划的难度。因此，厘清多
要素的作用、地位与层次关系，有必要
采用协同思维对各个要素进行深入的分
析与研究。

其次，将协同理论运用到田园综合
体规划中，可以有效促进多要素间的相
互配合与相互作用，避免相互制约，以
发挥要素组合间的最佳效力。在田园综
合体内，多功能、多产业、多主体之间
必然存在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采用协同的思想，妥善协
调各个要素，变无序竞争为有序合作，
形成完整而有条理的系统关系。

最后，协同理论能够提升田园综合
体规划的系统性与结构性。运用协同理
论对田园综合体各层次组成内容的关系
进行梳理，能够促进各要素在不同维度
的相互协调与整合，使所有要素形成一
个共同整体，构建出一个全面协调的组
织系统以实现田园综合体的规划目标。

3田园综合体规划路径构建

在对田园综合体的特征进行分析
论证与对协同理论进行具体解读的基础
上，本文尝试构建基于协同理论的田园

综合体规划路径，包括对象选择、价值
取向、编制内容和实施过程 4 个方面的
协同。其中，对象选择的协同是规划基
础，价值取向的协同为规划导向，编制
内容的协同是对田园综合体空间谋划的
指导，而实施过程的协同则促成了田园
综合体规划的落实。4 个维度既相互独
立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田园综合体
协同规划的路径结构 ( 图 1)。

3.1协同对象选择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对象为“有条件
的乡村”，即要求具有一定建设基础的
乡村。这个基础条件，就是应具备适应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特色资源、农业生产
和生态环境等。在保证资源禀赋条件的
基础上，通过要素的叠加混合、资金与
技术的嵌入，突出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多
样性和独特性 ( 图 2)。
3.1.1协同现状基础与发展潜力

在选择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对象时，
应当全面考察其多方面的发展现状与条
件，有效评估现状发展基础及未来发展
潜力。一方面，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
成熟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共同
构成了建设对象良好的现状基础条件，
选择这类对象进行田园综合体的开发建
设，能够在现状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提档
升级；另一方面，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特色的历史人文
环境等是建设对象的发展潜力，对于这

类建设对象，若现状发展基础略有滞后，
但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与资源优势，仍
可进行田园综合体的开发建设。因此，
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区位交通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建设状况、基础设
施支撑、历史传统元素、特色人文底蕴
及其他多个方面的基础条件，有效评估
其现状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潜力，是选
择田园综合体建设对象的有效途径。
3.1.2协同综合评价与特色聚焦

田园综合体是一个产业、人文、
生态共同建设发展的系统，因此需要对
其建设对象的各项发展条件进行综合考
量。但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也需要强
调地方特色的挖掘与田园综合体个性特
质的打造。通过对田园综合体建设对象
的特征进行提炼，可以依据主要发展优
势将其分为产业型、旅游型、资源型和
全面型等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建设对
象，需要在全面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展自身的优势、打造自身特色。

     

3.2协同价值取向

3.2.1协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田园综合体是对城乡互动的有益尝
试。对于田园综合体而言，其发展地域
与建设范围是广大的乡村地区，而服务
人群却不局限于农民，而是包括农民在
内的原住民、新住民与游客。新型城镇
化是强调“人”的城镇化，而田园综合
体正是城市居民与乡村村民实现互动的

图 2 对象选择的协同图 1 协同视角下田园综合体规划路径 图 3 价值取向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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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编制内容的协同 图 5 实施过程的协同

多规协同

上位规划
(村镇总体规划 )

相关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
( 产业发展规划 )
( 旅游规划 )

( 美丽乡村规划 )
(……)

三次产业的协同 三生空间的协同

生产空间
(关键空间 )

生活空间
(主体空间 )

生态空间
(基础空间 )

功能片区与设施配套的协同

市政设施
(先进便捷 )

公共服务设施
(全面完善 )

旅游设施
(合理布局 )

策划、规划与计划的协同

发展策划
(发展条件的分析 )
( 发展定位的确定 )

布局规划
(功能片区的选址布局 )
( 设施配套的布点 )

建设计划
(分阶段、分重点的建设进度统筹 )

政府主导

财政政策
用地管理

农民主体

    合作社出
    租入股

多元投资

企业、村集体组织、农民合作
组织及其他市场主体

农业 +

文旅 +

引入现代
技术

三产深度
融合

良好平台。通过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与发
展，能够将城市与乡村更加紧密的联系
起来，使城市和乡村互促共进。同时，
田园综合体的基石仍在乡村，乡村天然
的自然环境、资源基础是田园综合体得
以成长的必要条件，而田园综合体所带
来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产业
模式创新、农村社区提档升级，又必然
会有力助推乡村振兴。因此，在进行田
园综合体规划时，既要强化其城乡互动、
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又要立足于乡村
振兴的发展战略，打造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3.2.2协同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建设发展
必然需要依靠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
乡村而言，其最大的资源就是自然的生
态田园。因此，田园综合体对乡村的开
发，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以田园
基底、生态保护为底线，延续乡村特有
的自然风景，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
业与旅游开发，确保乡村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协同。
3.2.3协同多个核心要素

田园综合体的概念内涵决定了其
核心要素的多样化，为了响应田园综合
体的建设内容与建设目标，需要通过规
划对多个核心要素进行有机协同。“田
园”是根本，是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基底
与资源之根，规划应重视与维护田园综

合体绿色生态的基础特质，以保护促发
展；“综合”是关键，田园综合体与以
往乡村开发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产业的综
合、功能的综合与主体的综合；“产业”
是核心，只有通过产业的有效开发，才
能最大程度地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创
造出新的价值；“人文”是灵魂，地域
的文化、历史的积淀、本土的特色赋予
了田园综合体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这种
独特性将成为田园综合体最有力的竞争
力；“农民”是主体，田园综合体的出
发点是让农民参与、农民获益，田园综
合体的规划建设不能脱离农民群体。多
样化的核心要素共同造就了田园综合体
丰富的内涵与内容，因此在规划过程中
核心要素缺一不可，需要在规划中予以
回应与落实 ( 图 3)。

3.3协同编制内容

3.3.1协同“多规”

“多规合一”是在城乡空间资源
高效集约利用的前提下，在一个综合平
台上对城乡空间各类规划开展的整合工
作。田园综合体规划是对一定乡村地域
范围内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合理安
排，应当首先搜集其上位规划与相关规
划，满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总体
规划的要求，同时全面衔接美丽乡村规
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旅游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等，使得各类

规划在其规划范围内实现统一。
3.3.2协同“三划”

田园综合体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
包含了发展策划、布局规划与建设计划
等不同建设内容。发展策划侧重于分
析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条件与确定发展定
位；布局规划侧重于设施配套的布点和
空间安排；建设计划侧重于综合体内各
个片区分阶段、分重点的建设进度统筹。
田园综合体建设需要从策划、规划与计
划等不同维度进行统筹谋划，实现有机
组织和相互衔接。
3.3.3协同产业

田园综合体的产业发展需要三次产
业的有机联动。一方面，农业产业是乡
村长期以来赖以发展的基础产业；另一
方面，依托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文旅产
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田园
综合体的产业发展需要打破过去三次产
业独立发展的产业模式，以“农业 +” 

“旅游 +”为基础，引进现代技术，“集
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强调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田园综合
体内部，形成三次产业协调共生的系统
产业链条，实现现有农业园区、旅游园
区和乡村社区的全面升级。
3.3.4协同空间

田园综合体是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一体”的综合空间。农业生产空间是
田园综合体的载体空间，包含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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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文旅开发和衍生产业等活动，是
田园综合体最活跃、创造价值最高的空
间；农民生活空间是田园综合体的主体
空间，良好的村容容貌、完善的配套设
施、特色的建筑小品共同组成了怡人舒
适的生活空间，是村民日常使用最多的
空间；农村生态空间是田园综合体的基
础空间，包含了乡村广阔的农田、山林
与水体等，是最具特色最需保护的空间。
田园综合体的空间是“三生融合”的空
间，在规划中需要将高效的生产空间、
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绿色的生态空间合理
布局，促成其相互融合，从而实现田园
综合体理想的发展状态。
3.3.5协同功能片区与设施配套

功能片区的建设离不开相关设施的
配套与完善，在进行功能拓展与片区建
设时，需要同步开展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
以先进便捷的市政设施，确保产业片区、
田园社区、旅游片区的日常运行；以全面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打造舒适宜人的
生活生产氛围；以合理布局的旅游设施，
满足游客休闲游憩的多样需求。将功能片
区与设施配套协同布局建设，是搭建田园
综合体整体建设骨架的重要内容 ( 图 4)。

3.4协同实施过程

3.4.1政府主导

田园综合体建设是政府通过公共政
策作用的发挥来实现乡村地域空间发展
的引领。一方面，政府能够通过整合财
政资金，引导中央有关乡村建设资金向
田园综合体开发建设倾斜；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解决市场投资
主体的融资问题，结合乡村土地流转解
决田园综合体建设用地指标短缺的现实
需求，赋予田园综合体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以政府为主搭建田园综合体建设
平台与管理委员会，能够有效协调各方
利益主体，形成合力投入到田园综合体
的建设之中。
3.4.2农民主体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田园综合体的建

设要坚持农民合作社的主体地位。农民
通过合作化、组织化等形式有组织地参
与到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并依托
合作社以出租、入股等方式获得田园综
合体建设中产生的现代农业产业效益、
资产收益等。农民既是田园综合体土地、
建筑等资源的所有者，又是田园综合体
建设的参与者、服务的提供者、利益的
共享者。简而言之，农民作为田园综合
体建设的主体，应全方位、全天候参与
到其建设与运营之中。
3.4.3多元投资

要增强田园综合体的活力，就有必
要引入多方的市场投资运营主体，共同
投入到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中。田园综合
体的投资建设，需要引入包含企业、村
集体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及其他市场主
体，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田园综合
体建设 ( 图 5)。

4结语

田园综合体对于创新我国乡村发
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全国各
地正陆续开展田园综合体的规划建设实
践，对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需要去伪
存真，避免表面文章和房地产化。如何
有效协同多要素发展，科学打造真正适
应乡村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推动乡村地
域空间高质量发展，仍需结合地域资源
禀赋条件和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2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部关

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

见[Z]．2017．

[3]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Z]．2014．

[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

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Z]．2015．

[5]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美丽乡村

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S]．2015．

[6]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的通知[Z]．2016．

[7]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深

入开展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市、区)创建工作的通知[Z]．2016．

[8] 柏松．共建共享，推动乡村新型产业发

展[N]．南京日报，2017-10-11(A10)．

[9]汤润清．迁西花乡果巷田园综合体项目被

推荐为国家试点[N]．河北日报，2017-

07-17(001)．

[10]哈肯．高等协同学 [M]．郭治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11]祝春敏，张衔春，单卓然，等．新时期

我国协同规划的理论体系构建 [J]．规

划师，2013(12)：5-11． 

[12] 施筱雯．转型时期协同视角下浙江省乡

村规划策略探究[D]．浙江大学，2017． 

[13] 罗彦，杜枫，邱凯付．协同理论下的城

乡统筹规划编制[J]．规划师，2013(12)：

12-16．

[ 收稿日期 ]2018-05-23；

[ 修回日期 ]2018-06-03



18

田园生态圈构想下的田园综合体规划对策

□　杜立柱，杨韫萍，杜昊霖

[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田园综合体发展背景、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对其核心理念进行拓展，从宏观区域角度提出田园
生态圈的构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田园综合体为基本单元、以“特色小镇＋特色村落”为载体的“一个平台、六大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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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mplex Planning Based On Rural Ecological Circle Conception/Du Lizhu, Yang Yunping, Du Haolin
[Abstrac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complex, the paper expand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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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新型城镇化和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的实施，以促进农业产业
化、关注生态文明、实现乡村振兴为目的的新发展理
念和发展模式，如田园综合体、国家农业主题公园、
共享农庄、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等概念被陆续提出并
付诸实践。这些理念和模式虽然在概念与侧重点上有
所差异，但主旨基本相同，即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
展，缩小城乡二元差异，实现城乡共荣。其中，田园
综合体由于创新的发展模式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受到了
广泛关注，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建设工
作，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如概念如何准确界定？与其他关注农业发展的理念区
别在哪里、关系在哪里？是关注生态文明的城乡共同
发展还是变相的房地产开发？如何真正实现区域联

动，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性建设？这些问题是当下
必须面对并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
的关键。田园生态圈的构想由此提出，其目的是从区
域角度整合现有各种发展理念，从局部到整体、从单
一到复合构建新型城镇乡村网络，实现宏观区域的协
同联动，完善和拓展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基于
此构想提出的田园综合体规划策略将会更加全面，能
有效避免规划同质化和盲目化。

   

1田园综合体的产生背景与现状特征

1.1田园综合体的产生背景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和田园社区
等产业于一体的新型的综合发展模式。2017 年中央
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
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

[作者简介] 杜立柱，博士，注册城市规划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黑龙江省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特任研究员。
杨韫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黑龙江省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
杜昊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地理科学与城市规划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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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体化等进程的不断推进，需将整
合后的资源进行共享利用，提升效率。

从上述发展趋势看，未来的田园综
合体必将突破现有的小范围自我循环机
制的发展模式，置身于区域的大背景下，
更好地协调城镇与乡村、乡村与乡村、
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
宏观调控，实现内容与渠道的多元化发
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和发展后劲不足等
现象。在此趋势下，田园综合体的概念
必将进一步拓展，田园生态圈的概念由
此应运而生。

2从田园综合体到田园生态圈的

思路拓展

2.1田园生态圈概念的提出

所谓的“田园生态圈”是以农业
资源为基础、以田园综合体集群为表现
形式、以多元产业网络为支撑、以不同
功能网络圈层为骨架形成的对内自我循
环、对外衔接有序，融合城、镇、乡一
体化的“生态系统”( 即发展平台 )。与
田园综合体相比，田园生态圈中的田园
综合体彼此之间仍存在竞争性，但避免
了盲目的同质性竞争，增加了彼此间的
联动性和资源共享，同时也将发展重点
从单纯的农村向城乡共荣转变 ( 表 1)。
具体而言，就是将田园综合体、特色小
镇和共享农庄等作为其中的拼图板块，
在建设之初留有与外界平台衔接的不同
接口，以便连接到产业、生活、文化、
物流与信息等不同的网络体系，构建一
个完整的自我生长的田园生态圈，其范
围可大可小，是一个具有分形结构的有
机体。

2.2田园综合体思路拓展解析

田园生态圈的提出是对田园综合体
理念的拓展，是顺应田园综合体发展趋
势，实现从独立到集群、从线性到网络、
从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过程的必然。从
田园综合体到田园生态圈的思路拓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图 1)：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此概念的提出，恰逢我国
城镇发展转型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契机，时代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

一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田园综
合体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三农”
问题一直是国家的战略重点，田园综合
体作为关注城乡和人的发展、能够整合
三次产业相互促进和融合的创新发展模
式，必将成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途径之一。

二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田园
综合体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一方面
田园综合体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途
径，可以促进农业就地产业化与农民就
近城镇化；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使剩余劳动力就近转化，促进城乡共同
富裕，缩小城乡差距，也为田园综合体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三是投资方向与模式的多元化为田
园综合体的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随着
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在政府政
策引导下，投资方向逐步由城市向乡村
和农业转移，投资模式开始向“互联网
+ 农业”、PPP 等多元化方向发展。作
为以农业为基础、三产并重的田园综合
体不仅为投资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
台，也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
遇。

四是田园价值的提升为田园综合体
的发展带来了基础保障。田园综合体能
够极大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更
好地展现田园价值，而田园价值的日益
提升也为田园综合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基础保障，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条件。

1.2田园综合体的现状特征

田园综合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表
现形式多样，特色各有不同，但通过对
全国已建、在建、待建的田园综合体项
目进行总结与分析，可以发现其共同特
点：一是田园综合体发展核心理念相同。
不论各地项目表现形式如何，均是以现
有农业资源为基础、以地域特色为主导、

以农耕民俗文化为补充、以休闲康体旅
游为触媒带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全面发
展。二是文化主题定位和运营创意是项
目的灵魂。良好的创意与主题能够提高
项目吸引力，科学的运营和策划是田园
综合体持续发展的关键。三是田园综合
体发展不受地域限制。由于各地条件不
同、特色不同，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
在发展田园综合体上同样具有巨大潜力。

1.3田园综合体面临问题及发展趋势

田园综合体立足于农业，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产业的导入与延伸，着重发展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和田园社区三大产
业。围绕这个发展核心，现有田园综合
体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在国家政策
推动下逐步推广。但试点发展与推广发
展仍存在较大差异，试点发展往往选择
基础条件好、特色鲜明的地区，推广发
展则要面临更多问题和困难，投资风险
更大，盲目跟风和东施效颦的现象也会
出现。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应从更高
层面出发，顺应发展趋势，拓展田园综
合体的发展思路。根据田园综合体现状
及政策背景，可以预测未来的田园综合
体发展趋势如下：

一是从独立发展向集群发展转变。
目前的田园综合体数量少、分布广，在
每个地区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具有引
领性和示范性作用。但要实现乡村振兴、
多元产业共同发展，就必须走集群化发
展路线，构建点多、线长、面广的集群
化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二是从线性发展向网络发展转变。
田园综合体的概念突出了单一产业向产
业链延伸的理念，但随着田园综合体的
增多及集群的发展，产业链将逐步向产
业网发展，形成城乡经济共同体及自我
循环的生态网络。

三是从资源整合向资源共享转变。
田园综合体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挖掘和整
合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率。但未来的
田园综合体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随着区
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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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产业链到产业体系的拓展。
田园综合体强调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导
入与延伸，产业从点到线形成产业链条，
实现区域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自我
循环。田园生态圈将现有的思路拓展，
把田园综合体的产业链条作为基本结
构，有效利用顶层设计，建立多层次的
产业需求，从宏观层面将不同的产业链
条以相同的产业节点为交集相互连接，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网络体系，即从
产业链到产业网的拓展。田园综合体突
出产业的内向循环，田园生态圈强调与
外部的衔接。

(2) 从功能体到功能网的拓展。如
果说田园综合体是将农业、生产与居住、
服务等多个功能有机结合的功能模块，
那么田园生态圈就是要将诸多模块通过
支撑体系和网络链接形成功能网，从宏
观层面上对功能体中的每一个功能进行
统一的规划与设定，使其相互联系与促
进。合理确定和统筹各模块职能，建立
模块的支撑平台和链接体系，是田园生
态圈关注的重点。当然每一个模块不仅

仅是田园综合体，也包含其他功能体。
(3) 从乡村单元到城乡共同体的拓

展。田园综合体立足于农业和乡村，是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单元。田
园生态圈则是立足宏观和区域层面，通
过政策引导、统一规划及构建支撑体系
和管理平台，加强市、镇、乡、村各功
能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统筹谋划多级
发展，建立网络化的城乡共同体。

3田园生态圈构想下的田园综合体

规划对策

结合上述对田园综合体背景、特征
及发展趋势的解析，基于田园生态圈的
概念及对田园综合体思路的拓展解析，
本文提出构建“一个平台、六大圈层”
及以田园综合体为单元的特色镇村体系
的规划对策。

3.1构建“一个平台、六大圈层”

根据上述概念解读，可以看出田
园生态圈的构想是基于田园综合体提出

的，其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政府、
企业与农民相互协作，城、镇、乡相互
融合，三次产业相互带动的过程，落实
到具体的田园综合体规划上可以概括为
“一个平台、六大圈层”。
3.1.1一个平台

无论是田园生态圈的构想还是田园
综合体的规划建设，目的都是实现乡村
振兴、城乡共荣。其首要任务就是搭建
一个平台，为各功能单元提高效率、协
同共赢提供发展环境和支撑系统。“政
府主导、众筹机制、联盟互动”是构建
这个平台的基本条件 ( 图 2)。

(1)政府主导，一是要提供政策支撑，
整合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与共享农庄
等一系列概念，统一制定公共政策，为
城乡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二是要由政府
牵头组织平台建设，设立管理机构。田
园生态圈的形成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不
是企业独立可以完成的，需要公共资源
的配给，需要管理机构的协调。政府主
导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政策型、管理
机构型或政府部门指导型都可以起到引
领和主导的作用。

(2) 众筹机制，就是企业或个人投
资和管理的运营模式。这里的众筹不仅
仅是资金众筹，也包括资源众筹，各功
能单元可相对独立运营，可众筹资金和
资源，共享政策、共享资源和共享基础
设施等。

(3) 联盟互动，就是建立公共资源
系统，通过与协作企业的互动 ( 如区域
交通企业、网络信息企业及物流运输企
业等 ) 及在政府引导支持下与生态圈内
的企业形成联盟，减少圈内企业成本，
共建支撑系统。
3.1.2“六大圈层”

 “六大圈层”是田园生态圈内各单
元有机循环的土壤，每个圈层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融合，且各圈层预留了对接更
大区域范围网络系统的重要接口，与运
营网络相衔接，形成区域系统发展的网
络化机制 ( 图 3)。

(1) 以现代农业为特征的生产生活

图 1 田园综合体思路拓展过程图

表 1 田园综合体与田园生态圈的对比

  类别 田园综合体 田园生态圈

选址目标 基础条件较好的乡镇地区 涵盖多种发展条件的广阔地区
实现形式 强调产业的导入与延伸 强调产业网络的构建与统筹
表现形式 乡村综合体 一体化平台
规划层面 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
产业构成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三大产

业
田园及衍生产业网络、支撑配套体系网络

运营模式 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合作运营 政府主导、众筹机制、联盟互动
实践意义 破解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构建城乡共同体，宏观统筹城乡共同发展

点

产业点  

功能区  

城乡单元

产业链条

功能体

城乡体系

产业体系  

功能网 

城乡共同体

线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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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以田园
综合体为基本单元的农业产业及旅游发
展模式，必将改变区域居民传统的以农
耕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田园生态圈要预
留或引导居民构建新型生产生活圈层，
如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居民点的重构，以
适应农民向产业工人和服务从业人员的
转变。这个圈层不单独服务于某一功能
单元，而是适应区域发展的生活圈。

(2) 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本土文化
圈层。基于不同地理气候、民族习俗、
饮食习惯或宗教信仰所衍生出的独具本
土特色的文化艺术和民间传统，是田园
生态圈的特色和灵魂。它既是非物质的
精神体现，又可转化和融入物质层面，
形成独立产业或成为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宏观层面合理配
置特色文化，在中观、微观层面构筑特
色文化功能体，以此形成具有辐射力的
文化圈层，增强田园生态圈的内生活力
和特色。

(3) 以田园产业为核心的多元产业
圈层。以当地优势农业资源为基础，协
同发展相关联的第二、第三产业，拓宽
产业链条，并与区域一体化产业相衔接，
衍生特色产业体系，打造多元化的产业
圈层。产业圈层的构想是对田园综合体
产业体系特色的延伸，强调对外产业网
络的联动。

(4) 以科普研发为主体的科研教育
圈层。引入多元科技基础设施和高效科
研教育机构，开展针对地区特色田园的
科普研发，有机协调农业生产、生活与
生态功能，打造集科研、实践、生产、
教育、体验和推广等于一体的田园产业
孵化器，完善多元科研教育体系，打造
基于田园资源的科研教育圈层。

(5) 以多网融合为支撑的智慧物流
圈层。具有持续活力的田园生态圈与综
合体必须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智慧物流
的优势，如利用各地区现有的交通体系、
网络体系和设施体系，完善海、陆、空
多元化的物流网络，实现信息共享服务，
打造智慧物流体系圈层。

(6) 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网络信息
圈层。将信息网络平台融入各功能体中，
为生产发展提供方向，为生活环境提供
服务，为自由贸易提供选择，促进田园
产业多元化发展，提高田园生活质量，
打造一体化的网络信息圈层。

3.2构建以田园综合体为单元的特色

镇村体系

上述“一个平台、六个圈层”的构
建重点在于运营管理模式和功能体系构
成，这些内容是相互融合、互相依托的，
有些内容亦有重叠。要实现这个平台和
各个圈层的有效运转，需要与城乡规划
相衔接并落实在空间载体上。这个载体
也可以说是生态圈的表现形式，即以田
园综合体为单元的特色镇村体系，包括
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两部分 ( 图 4)。
3.2.1基本单元

田园是生态基底也是发展基础，
其价值体现的方式是多样的，田园综合
体、农业主题公园及共享农庄等概念都

是体现田园价值的方式，只是关注点各
不相同。农业主题公园更多强调的是景
观性及其延伸的旅游休闲服务业，共享
农庄更多是关注运营管理和利益分配。
相对而言，田园综合体的概念较为综合。
因此，可以将田园综合体作为田园生态
群构成的基本单元，其内部可以建设农
业主题公园，也可以建设共享农庄。这
样多重概念的统一使其发展方式灵活多
变，有利于实现田园价值的最大化。
3.2.2主要载体

在体现田园价值的基本单元—田
园综合体之上，还要以特色镇村体系为
载体构建平台和圈层，实现城、镇、乡、
村的衔接。特色镇村体系就是规划建设
以“特色小镇 + 特色村落”为重点的空
间网络，将“一个平台、六大圈层”的
基本需求落实在空间上。通过统筹规划
生活、生产、网络与物流等圈层职能，
可集中于镇，也可分散在村，且各镇、
村可因产业分布与文化构成的各不相同
而形成区域特色，实现互补、差异化发

图 2 “一个平台”构建示意图 图 3 “六大圈层”构建示意图

图 4 特色镇村体系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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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同时，特色镇村体系作为镇村体系
的网络，可以有效与城镇体系衔接，实
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4田园生态圈构想下的海南文昌

地区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

4.1项目概况

海南文昌地区是闽南文化的发源
地，琼北地区的中心 ( 图 5)，属热带季
风气候区，生态优势明显、农渔资源丰
富、开发潜力巨大。当地历史悠久，传
统民居建筑特色突出，多元建筑元素交
融，布局形式独具一格。规划研究范围
( 拓展区 ) 为 60　km2，重点规划区域 ( 发
展区 ) 为 12　km2，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现
有农业资源和国家鼓励海南农业发展的
政策，研判发展方向，确定发展战略，
合理谋划重点区域发展模式。

4.2总体战略

文昌地区基于区域发展优势及政府
主导发展的前提，创新提出建设国家首
个“热带田园生态圈”的理论构想，由
政府组织进行区域发展规划，以龙头企
业为依托，构建一体化的发展和管理平

台，形成“田园生态圈 + 田园综合体 +
国家农业公园”的三级发展结构；规划
分别对拓展区和发展区进行合理规划，
并以“特色小镇 + 特色村落”的镇村体
系作为表现载体，构建多层级一体化的
规划发展模式。

4.3规划内容

4.3.1政府主导建立平台

海南省是全国 18 个田园综合体试
点省份之一，陆续提出了扶持政策要求、
开展竞争性立项及建立奖优罚劣工作机
制等系列内容。在充分利用国家及省内
政策优势的前提下，文昌地区以当地政
府为主导，吸引优质企业参与，规划建
立地区发展平台，该平台又可细分为政
策平台、融资平台和合作平台。

首先，由政府组织、企业参与搭建
政策平台，积极推进区域发展规划，包
括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及社会发展规划
等，从宏观上确定发展方向、发展定位
及发展重点。

其次，依据宏观战略和国家政策，
统一建立发展和管理机制，组织村集体、
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等共同参与，建立
众筹机制，搭建融资平台。

最后，吸引相关企业协同发展 ( 如
物流公司、航空公司、信息技术公司和
科研机构等 )，盘活现有资源，建立公
共资源系统，搭建合作平台。通过相关
企业的协作，实现区域一体化运营，减
少中间成本。而合作平台的建立，有效
促进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联通，激
发田园生态圈内生动力的形成，促进了
城乡一体化发展。
4.3.2规划引导架构圈层

规划对拓展区进行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圈层网点：一是保留海南热带农业
生产特色，结合现代农业技术革新，合
理确定农业生产布局及相关联的产业体
系，实现经济利益和景观效果并重，并
以此为基础引导居民点的功能重构，全
面构建生产生活圈层；二是充分挖掘本
土文化，将该地区特有的侨乡文化、排
球文化、航天文化、文昌鸡文化与空间、
产业有效结合，延展文化产业，弘扬文
化魅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圈层；
三是发挥热带农业特色优势，将传统产
业和现代产业有效嫁接，集合科技研发、
休闲旅游、文化艺术等高效产业，促进
农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高创新化方
向发展，构建覆盖全区、连接全域的产

图 5 项目区位图

图 6 海南文昌地区田园综合体概念规划图图 7 海南文昌地区田园综合体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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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以镇村体系打造特色

根据海南文昌地区的现状及发展趋
势，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引导镇村体系
与职能的重构。规划以大顶村为核心建
设热带田园健康特色小镇，服务和引导
全区发展；统筹多个具有琼北民居文化
特征的“特色村落”作为功能体，落实
圈层职能 ( 图 8)。此外，结合现有道路
采用“叶脉”肌理，以点带面，实现功
能对接，形成与区域相融合的特色镇村
空间体系。

在特色小镇规划中，以当地居民的
居住功能为主，配以必要的商业、文化、
教育及物流等公共服务设施，以满足当
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
设立综合性的农业主题公园，展现地区
农业特色，供外来居民观赏与体验。在
特色村庄规划中，保留当地特有的琼北
民居建筑肌理，置换其内部功能，提供
必要的服务设施，同时结合不同的主题
特色及热带风貌打造生态核心，并以此
为中心在周边布置相应的主题产业区和
特色庄园，形成独特的村庄布局形态。

5结语

综上所述，田园生态圈构想的提出
是对田园综合体理论的延展，是对现有
诸多农业和乡村发展模式的整合。田园
生态圈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田园
综合体规划，以政府主导搭建平台的方

式统筹区域发展，一方面适应田园综合
体发展趋势，衔接城乡与区域；另一方
面以防止各类发展模式“运动化趋势”，
避免盲目照抄、恶性竞争及变相地产开
发等现象出现。当然该理念的实现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参与，多
方协调，且理论仍处在构想阶段，需要
不断完善和改进。本文对田园生态圈构
想下的田园综合体规划策略进行探索，
但愿能够对乡村振兴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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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络；四是积极吸引国内外科研机构
和高等教育机构入驻，利用本地优越的
气候及土地条件，开展多元化的田园产
业科普研发，形成科研教育圈层；五是
整合内部产品输出，吸引物流、航空企
业与其合作，依据现有交通体系完善海、
陆、空多元化的物流网络，为农产品及
其他产品提供包装、仓储、运输的完整
链条式服务，建立物流信息共享服务平
台，整合供应链各环节的物流信息并实
时更新，打造多元化的智慧物流圈层；
六是通过生产网络平台进行产业方向确
定、产业技术推广及产业信息管理，通
过生活网络平台构建信息化、标准化与
便捷化的田园生活“微环境”，通过贸
易网络平台开展田园产品贸易、田园休
闲旅游与金融商务贸易等活动，融合三
大网络平台并以此为媒介打造一体化的
网络信息圈层。
4.3.3基本单元引领发展

规划以发展区为重点，建设田园生
态圈基本单元——田园综合体 ( 图 6)，
选取文昌地区特色作物，疏通现有路
网，结合现有村落，保留现有琼北民居
特色，灵活采用农业主题公园和共享农
庄等模式，打造具有不同特色的“两中
心、三组团、十村落”( 图 7)，并配以
相应的公共服务、文化科研及生活社区。
“两中心”，即结合现有主要村落现状，
将人口较为集中的中心村和大顶村作为
“两个中心”进行重点建设，配套相应
的商业、文化与服务设施，作为全区域
的生产生活核心，服务和引导全区发展。
“三组团”，即结合现有村落肌理，选
取距离较近的几个村落合并发展，赋予
其科研教育、健康养老和民俗文化等不
同发展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完善和丰富
相应的功能组团。“十村落”，即选取
文昌地区最具特色的文昌鸡、东山羊、
咖啡、花卉、胡椒、木瓜、菠萝、荔枝、
柠檬和椰子 10 种作物，以生态核和服
务设施为核心，发展特色主题产业，同
时在周边布置特色庄园，打造各具特色
的“十村落”。

图 8 海南文昌地区特色镇村体系落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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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与“隐性”兼顾的田园综合体规划
—以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为例

□　张　毅，王智勇

[摘　要] 在我国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
从田园综合体规划的“显性”与“隐性”维度出发，探讨了田园综合体产生的背景，从建设体制、空间管理、规范标准和
乡村事权等方面揭示了田园综合体规划面临的问题，并以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为例，从区域协同、产业发展、“多规合一”、
生态保护、旅游策划、体系支撑、效益评估、社会治理和管理经营等角度提出了田园综合体规划的具体对策，明确了区域性、
综合性和村民自治等“隐性”规划要素对田园综合体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尚处于实验试点阶段的田园综合体规划
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都市田园综合体；显性；隐性；武汉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8-0024-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 张毅，王智勇．“显性”与“隐性”兼顾的田园综合体规划—以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为例 [J]．规划师，
2018(8)：24-28．
                                                                                                                                                                                                                                                            

Rural Complex Planning With Dominant And Recessive Factors: Wuhan Case/Zhang Yi, Wang Zhiyong
[Abstract] As China pushes forwar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rural complex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onsideration of dominant and recessive characters of rural complex planning, the 
paper studies the backgrou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spatial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standard, countryside authorities etc, 
puts forwards strategies in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ulti-plan integration,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tourism 
plan, system support, benefit evaluati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cessive factors such as 
region, and autonom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ural complex planning. 
[Key words]  Rural complex, Dominant, Recessive, Wuhan

1研究缘起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规划学科的特性之一，“可持
续发展”“生态足迹”等耳熟能详的规划概念均借鉴
了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本文中关于“显性”和“隐性”
的表述，也参考了生物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
概念。笔者认为，在城乡规划中，“显性”内容是指
明晰的、外显的和易于察觉的内容，通常指与空间形
态直接相关的用地、建筑和景观等方面的规划内容；
而“隐性”内容是指复杂的、内涵的和不易察觉的内
容，通常不直接作用于空间形态，如区域、产业和社
会等方面的规划内容。回顾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规划发
展经验，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空间规划到社区规划，
从单一的物质开发到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和环

境等相关问题的开发这一发展趋势，简单概括就是发
达国家的规划经历了从关注“显性”内容到关注“隐
性”内容的发展过程。

自 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田园综合
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我国田园综合体相关
规划项目相继启动。田园综合体规划成为继美丽乡村
规划、特色小镇规划等一批新型规划之后的又一次全
国范围的规划。然而，对于尚处于实验试点阶段的田
园综合体规划，首先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政策
初衷、切中规划要害。财政部相关文件中关于田园综
合体的表述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或农村
产业的表述，包括“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农业增效、
三产融合、三位一体、新业态”等；二是农村生活生
态环境提升的表述，包括“农村增绿、加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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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三生同步”等；
三是农村社会体制方面的表述，包括“农
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农民合作社为
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等。

通过这些表述可以看到，田园综合
体设立的初衷在于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
式来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和社
会组织关系等综合问题，而非简单地发
展一类项目以获取经济效益。那么，在
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中是否也存在这种
从“显性”到“隐性”的客观诉求？在
现有的规划体系之下又该如何应对？本
文将从概念切入，结合现有案例和规划
实践，总结田园综合体规划如何兼顾“显
性”与“隐性”内容，以期对国内其他
田园综合体的规划编制与实施有所借鉴。

2田园综合体的“显性”与“隐性”

规划思考

2.1田园综合体的产生背景 — 乡村

问题关注点由“显性”向“隐性”

的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一直
是我国政策关注的焦点，规划作为政策
的体现也一直紧跟政策潮流，我国城乡
规划政策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由城到乡的
辖域范围扩张的。2005 年，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随之便
出现了新农村建设规划；2007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是一
个标志性的节点，其将原有的城市规划
更名为城乡规划，完善了农村地区的规
划管理体系，也强调了乡村规划的重要
性，随之便出现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多
规合一”等规划类型；党的“十八大”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一体化、
三农工作”等战略方针，明确了农村地
区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前进方向，随后
国家多个部委便分别提出了传统村落、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新型城镇化等较
具体的农村地区发展概念和扶持政策，
并采取综合试点的形式进行推广，之后
与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规划层出不穷。

上述产生的各类规划可以分为两大
类型：一是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空间布
局一体化，即将城市规划的理论体系直
接运用于乡村规划当中，进行空间规划
用地布局、土地指标安排、基础设施配
套和空间形象设计等；二是以特定类型
的村镇为核心的空间优化，即针对特定
资源条件的村镇或村庄，按照相应的政
策标准对其进行功能布局、形象整治和
产业策划。这些规划的视角和关注点基
本可以归纳为“显性”的用地布局、建
筑设计与空间景观营造。上述两类规划
对于指导农村地区的发展都存在不足，
其按照城市的管控思路，难以适应农村
的实际发展进程，而将特色村镇的发展
经验推广至广大农村地区也存在“水土
不服”的问题。

2017 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
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乡
村振兴战略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及脱贫
攻坚为目标，通过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土地承包三权分置、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等，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地区的发
展思路。田园综合体属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中不涉及

特定资源的限定条件，而是广泛包容了
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地区，与之前出现
的传统村落、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等政
策相比，其关注点逐渐转移到“隐性”
的区域发展、产业业态及社会治理方面。

2.2田园综合体的特征——先发展

社会经济、后进行空间管理

2.2.1 围绕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扶持

政策的综述与对比

田园综合体政策与新型城镇化、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等扶持政策都涵盖了
农村地区，都正在通过政策试点在全国
推广，其立足点都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等大方针战略 ( 表 1)。
如何对这些政策和相应的规划目标体系
进行区分，如何让规划真正具有针对性
和可实施性，这需要从政策本身出发。
2.2.2田园综合体的特征及“隐性”

目标

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和田园综合体四项政策针对的内容、涵
盖的范围既存在着一定的交织，也存在
着差异，本文重点对田园综合体的特征
进行分析。田园综合体的核心关注点是

表 1 围绕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对比一览

资料来源：各部委政府网站。

政策

名称
主导部委

启动

时间
主要目标

创建主

体
试点个数 相应规划

美丽
乡村

农业部 2013 年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人
居环境改善、生态文化
传承、文明新风培育

乡村 1　000 个乡村 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

新型
城镇
化

发改委、中央
编办、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农业部、财政
部等 11 部委

2014 年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城乡一体化、土地
及行政管理创新，完善
城市融资机制及出台农
村宅基地新政等

省会、
地级市、
县级市、
建制镇

62 个城市 ( 镇 ) 国家及各
地区新型
城镇化规
划

特色
小镇

发改委、住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财政部

2016 年 集聚特色产业、三生融
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经济转型升级

小镇、
小城镇

国家级特色小
镇 为 403 个，
特色小镇总数
超 2　000 个

乡镇规划

田园
综合
体

财政部 2017 年 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和环境风貌建设，
强化产业支撑，实现“三
生同步、三产融合、三
位一体”，探索农村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
式、新业态、新路径

以农民
合作社
为主要
载体

在河北、山西
等 18 个 省 份
各 选 定 1 ～ 2
个项目

尚无成熟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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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合法化。此外，当前土地利用规划
采取的是指标管控，在整体指标有限的
情况下，农业地区通常采取维持现状的
管控办法，田园综合体也很难得到有效
的用地供给。
2.3.3以城镇为考量的规范标准难以

匹配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要求

我国现有的用地分类标准中没有对
混合功能用地给出明确界定，导致实践
中无法找到混合功能用地的管理依据。
一方面，田园综合体的“综合性”如何
体现，这可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试错
过程；另一方面，在城市地区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标准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农村
地区如何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的配套建设，是否能够照搬现有城市标
准，这也是规划需要思考和把握的问题
之一。
2.3.4 多元的乡村事权机构在田园

综合体中的协调亟待探索

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国有和集体等多
种所有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的颁布以及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中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经营权流转的改革思路的提出，村
民群体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强
烈。田园综合体政策中提出以农民合作
社为主体的建设思路，需要与乡镇政府、
基层村民委员会、企业法人主体等进行
事权的协调和分割，农业生产用地、宅
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等各类用地如何登记权证
及进行交易流转，这些具体内容都需要
进一步探索。
2.3.5小结

综上所述，田园综合体规划需要解
决的问题既包含了“显性”的用地功能
布局、空间形态设计，也包含了“隐性”
的产业业态策划、投资收益管理和管理
实施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中，许多层
面的问题需要规划师在现有的城乡规划
体系框架内寻求平衡解决方案。

在前期特色小镇的推广建设中已经
出现一些问题，《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

第一产业，即“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通过联合新业态带动文化旅游、民生公
益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其
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农业
为核心，结合文化旅游、生态产业等各
类业态进行综合发展；二是以农民自治
为抓手，突出农民合作社的作用；三是
区域范围不固定，田园综合体规划既不
是建制区划，也没有指导规模，对于土
地和空间方面没有具体要求。

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和特色
小镇三类政策相比较，田园综合体政策
没有强烈的地域范围和资源特征要求，
基于“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
模式、新业态、新路径”这样的表述，
可以进一步将其理解为一类对于广大农
业支柱地区较普及的综合发展和治理政
策。这就要求田园综合体规划采用合理
的区域化发展思路，通过区域化发展为
田园产业提供更广的发展前景、带来更
多的可能性。

2.3田园综合体规划面临的问题—

“显性”体制与“隐性”内涵的冲突

2.3.1城镇建设体制不能从根本上适应

农业地区的发展诉求

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现实状况造
成了我国农村居民点分布零散、耕地利
用效率低等问题，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
展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农业工业
化生产模式。当前我国城乡规划中对于
农村地区通常采取局部建设新城镇、大
部分地区迁并集中和划定生态控制线的
做法。这种方法虽然在空间上优化了城
镇结构、节省了用地指标，但是较少考
虑农民的意愿及第一产业的发展需求。
2.3.2以城镇为中心的空间管理方式

使田园综合体的空间受到制约

城乡规划确定了城市空间增长边界，
将外围的农业地区均划归为生态发展区
或生态底线区，其中包含许多小型的村
庄居民点、农业设施和旅游设施等。在
不改变原有规划的条件下，城乡空间的
割裂导致在这些地段建设的田园综合体

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了“严防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房地产化
倾向、严格节约集约用地、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的四个“严”，客观反映了当
下各类政策项目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
境。通过前车之鉴，规划师在定位田园
综合体规划时需要有更深入的认识，把
握好心中的“尺”和手中的“笔”。

3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

武汉蔡甸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高
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知音文化”
的诚信、平等、和谐和感恩等内涵已成
为当地特有的人文精神。藉由知音文化
的积淀，中法两国元首签署的中法生态
城合作项目也已落户蔡甸区，成为新时
代“知音文化”的传承。此外，玉贤国
家级园艺特色小镇、武汉花博汇特色小
镇和黄虎村九如鲤美丽乡村等项目也相
继在蔡甸区落地。

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位于蔡甸区东
部，北邻中法生态城及蔡甸城关，西邻
九真山风景区与索河风景区，南邻常福
新城，东邻后官湖生态发展区 ( 图 1)。
规划范围包含大集、奓山和玉贤3个街，
包括 26 个行政村，总面积约为 44　km2，
现状农村人口为 2.1 万。该区域处于武
汉都市发展区内，拥有良好的交通条件
和优质的自然资源，并形成了以传统农
业为主要支撑的产业体系，因此武汉市、
蔡甸区相关部门提出在该区域打造武汉
都市田园综合体。

如上文所述，田园综合体规划面临
“显性”体制与“隐性”内涵冲突的客
观矛盾，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同样
遇到了规划对象不明、管控体系不清、
用地指标不足、建设标准不适和事权协
调不易等相关问题。为找准目标、理清
脉络，使规划“真有用”“真管用”，《武
汉都市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在落实上
层规划要求和地方发展诉求的基础上，
以产业发展、农地关系和投资收益等“隐
性”问题为出发点，结合“显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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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产业和旅游业等延伸产业的发展趋
势分析，形成“莲、花、园”特色产业
协作集群；最后，围绕各特色产业协作
集群的基础核心产业形成配套产业和衍
生产业，打造物流枢纽和专业通道，以
提升农业价值，形成三产融合的发展态
势 ( 图 2)。

3.2明确管控体系，“多规合一”，

落实建设空间用地指标

3.2.1功能优化、空间落地—功能、

空间和土地三者协调落实

规划按照产业协作集群的思路划分
综合产业服务核、产村融合服务核、农
事体验区和农业生产区等功能区。与之
呼应的是，在空间布局规划中，规划划
分城镇、村庄、风景旅游设施、农业生
产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山水生态保护
区等不同类型的用地，并提出不同层级
的空间管控要求 ( 图 3)。

考虑到全市用地指标紧缺，规划
对区域内的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将现状
840 余公顷的建设用地缩减至 610 余公
顷，对接在编的 2020 年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在整体建设用地总量缩减的前提
下，加大风景旅游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
用地等用地的比重，以对接产业发展的
需求；同时，考虑到产业转型和村庄集
并的趋势，适当降低采矿用地、农村居
民点用地等用地的比重，通过空间布局
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保障武汉
都市田园综合体的用地空间。

3.2.2尊重自然、绿色发展—　提出

严格而适用的生态区管控要求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规划确定区
域内的山、水核心生态要素，严格保护
蓝线、绿线范围，并根据全市基本生态
线管理条例要求，提出区域内生态底线
区的建设项目准入类型为“符合规划要
求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服务设施、乡
村旅游设施”。该管控要求既满足了田
园综合体的发展需要，也限制了高污染
和高耗能企业的进入。在项目引进政策
方面，规划提出循环产业发展模式，从
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

3.3基于发展考量，满足多元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建设标准

3.3.1旅游策划、需求分析— 摸清

配套规模和类型需求

在建设标准方面，规划并非简单提
出高规模、高标准的建设要求，而是从
未来区域发展的方向进行考虑，从服务
对象、服务类型方面着手，提出产业与
旅游融合发展的整体思路。规划策划适
于多种人群、多个时段的全域旅游发展
项目，主要形成依托滨湖区域的后官湖
旅游线路、依托山林资源的自然绿色观
光线路、依托古文化遗址的知音故里旅
游线路及依托宁静氛围的夜景星光旅游
线路等。在此基础上，规划综合考虑产
业发展和外来旅游人群的需求，分片区
制定交通、居住、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
的各项具体标准。

态保护、用地规划和设施配套等，在区
域空间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实施保
障措施，形成较为明确的田园综合体规
划编制模式。

3.1明确规划对象，优化产业发展的

基础条件，成立区域产业发展联合体

3.1.1区域发展、全区联动— 探索

田园综合体区域化建设模式

规划经过多角度分析和研判，统筹
考量城市格局、生态空间格局、农业空
间格局、交通区位、基础设施条件、现
有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以及
自然、人文资源禀赋等综合发展条件，
同时结合具备一定经验的农业经营主体
企业的诉求，最终将武汉都市田园综合
体的规模确定为44　km2。在确定选址时，
规划不拘泥于行政单元的范围，也不是
对一村一镇的小规模试探，而是从田园
综合体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结合片区
发展资源最终确定的，从而使田园综合
体与周边重点功能区、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和风景名胜区形成区域化联动发展
的态势。
3.1.2一产为核、多态联动—　探索

田园综合体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规划从产业研究入手，对设定的区
域范围内的相关产业基础进行摸底。首
先，规划依据设立田园综合体的初衷，
提出“锚固农业根本”的产业发展总体
思路，巩固现有的莲藕种植、花卉园艺
等产业基础；其次，结合全市特色农业、

图 2 产业空间布局图图 1 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区位及区域功能分布图

核心产业

支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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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产业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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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较广、涉及内容较多，然而其规
划内容仍可概括为“显性”及“隐性”
两个方面的内容。从重要程度和篇幅看，
两方面内容平分秋色，“显性”内容关
注田园综合体在现有规划框架下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问题；“隐性”内容则从多
角度分析田园综合体的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回应了政策制定的初衷。笔者建议
田园综合体规划应在现有城乡规划编制
内容的基础上，强化对“隐性”内容的
研究。

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主要对
较宏观的产业、空间和设施等方面进行
管控，对于涉及具体规划指标、空间形
态和建筑方案等方面的内容尚未全面涵
盖，其具体工程实施还需要在此基础上
进行深化、细化和完善。参考现有城乡
规划体系，为了与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规划进行衔接，笔者建议可以
按照总体规划、建设规划和详细规划三
级体系形成完善的田园综合体规划编制
体系，分别解决田园综合体宏观发展思
路、中观管控指标和微观工程设计方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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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基础支撑、设施完善— 构建

特色化、服务型的支撑体系

在支撑体系构建方面，规划针对都
市农业区的发展特质，结合打造“慢生
活”的整体思路，提出“慢行、慢享、
慢居”的概念。“慢行”指构建对外、
对内和微循环三个层次的道路交通系
统，并完善区域山湖绿道、湖面交通、
小火车和低空飞行等特色慢行交通，以
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和便捷性；“慢享”
指构建社区服务和旅游服务两类针对不
同需求的服务设施体系；“慢居”指针
对不同居住人群打造细节化的慢城住区、
新农村社区和山水田园居所等，以完善
居住配套。

3.4注重效益，推进社会改革，策划

长期实施管理机制

3.4.1综合效益、多维呈现—客观

评估项目实施成本效益

对于田园综合体的实施效益，规划
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个
维度入手，分析其兴农、富农、惠农的
社会效益属性以及优化区域生态格局、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优化田园景观资源
配置的生态效益属性，并通过对资金成
本、资金来源、未来收益等方面的计算
和对比，明确成本效益的可实施性，使
政府、村集体和投资商等多个群体能够
直观看到田园综合体未来发展的前景。

3.4.2产村融合、惠及民生— 以产业

发展带动农村社会治理

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村民劳动力
的支撑，规划鼓励各村湾充分利用国家
农村土地支持政策，通过出租、联营和
入股等形式盘活现状村湾用地。在此基
础上，规划结合各村落基础条件，以“莲、
花、园”农业主导产业为支撑，培育多
个专业村，将村民就业、生活品质提升
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直接关联。
3.4.3计划行动、保障实施— 完善

多元合作的管理经营机制

规划提出积极探索“管委会 + 企业
+ 科研院所 + 农村集体组织”的经营模
式，建议成立“田园综合体建设管理委
员会”以集中事权，设置经营平台公司
以招商引资，形成“企业 + 科研”的产
业基地，鼓励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人以合
约方式与企业结合，以降低农民自身风
险，保障农民利益。同时，规划提出多
阶段的行动计划，在区域内形成数十个
项目包，将现有项目进展和政府考核任
务相关联，逐一落实建设投资意向方案。

4结语

武汉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对区域发
展、产业支撑、空间保障、乡村民生、
生态保护、设施支撑、经营管理和成本
效益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其区

图 3 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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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规划 3.0 时代的田园综合体规划
—以《唐河县桐寨铺镇福星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为例

□　吴少英，杨　柳

[摘　要] 文章基于田园综合体产生的背景及新世纪乡村规划发展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以河南省唐河县桐寨铺镇福星田园
综合体规划实践为例，结合区域现状与问题，提出三产融合的产业规划、三生复合的空间布局、农旅综合的业态选择及要素
聚合的资源整合等规划策略，并简要指出了未来田园综合体规划升级换代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田园综合体；乡村规划；三产融合；三生复合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8-0029-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吴少英，杨柳．乡村规划3.0时代的田园综合体规划—以《唐河县桐寨铺镇福星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18(8)：29-35．
                                                                                                                                                                                                                                                            

Rural Complex Planning In Rural Planning V3.0: Fuxing Rural Complex Case, Tanghe County/Wu Shaoying, 
Yang Liu
[Abstract] The paper concludes major characters of three periods of rural planning, puts forwards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ed 
industrial planning,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integrated spatial layout,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ed industrial choice and 
agglomeration in Fuxing rural complex plan in Tanghe county, and indicates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rural complex.
[Key words]  Rural complex, Rural planning, Industries integrated, Ecology integrated

1田园综合体的背景及概念

 “田园综合体”一词最初是由张诚在其 2012 年
发表的论文《田园综合体模式研究》中提出来的，但
就其概念的精准定义并无权威解答，综合各方意见，
百度百科将其定义为：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
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
模式，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
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
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2017 年 2 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将“田园

综合体”这一概念纳入报告中，并提出：“支持有条
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
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田园综合体开始出
现在公众视野中，各地推出的试点项目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涌现，田园综合体规划成为时下规划界的热门业
务。2017 年 10 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里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而这些都为田园综合体的发展适时地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此外，该报告特别提出了“深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408248、51478199、51608213、51778253)、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201706165048)
吴少英，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主任规划师。
杨　柳，硕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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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
分置制度”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
宽增收渠道”这两个要点，而这正好为
田园综合体的规划建设提供了土地政策
与产业政策上的支撑。2018 年 1 月发布
的新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使
田园综合体受到了新一轮的广泛关注。

为响应 2017 年发布的中央 1 号文
件精神，推动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开发建
设，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正式下发了
《财政部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 财办〔2017〕29 号 )。
根据该文件精神，河南省财政厅在 6 月
发布了《关于印发〈河南省财政厅开展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随后，包括鹤壁、洛阳与唐河
在内的十大县市正式申报了田园综合体
试点项目。2017 年 7 月河南省财政厅
公布了《河南省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
目竞争立项公示》，唐河县从十大县市
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河南省六大田
园综合体建设试点之一，并获得了中央
2　500 万元的财政支持。2017 年 11 月，
《唐河县桐寨铺镇福星田园综合体总体
规划》通过河南省财政厅的初步审查，
从而实质性地吹响了福星田园项目开发
建设的号角。

2田园综合体—新世纪我国乡村

规划发展3.0时代

目前提到的田园综合体规划实践多
为“无锡阳山田园东方”，但事实上田
园综合体规划并非一蹴而就，21 世纪初
的“贝莱特”蓝莓庄园、“十里四香”
特色休闲村落等项目早就开始了这方面
的探索，只不过它们都不是以“田园综
合体”的字眼存在而已。而站在我国乡
村规划发展史的大格局下，可以发现更
早的新农村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实
际上已经拥有了田园综合体规划的很多
因素，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从

这个层面看，这三者构成了新世纪我国
乡村规划发展的三部曲，而田园综合体
规划则完全可以看成是前两者的延续与
升级版，它标志着新世纪我国的乡村规
划正式进入 3.0 时代。

(1) 新农村规划 ( 乡村规划 1.0)。这
一时期侧重于集中式居民点的建设。肇
始于“十五”期末的新农村规划以“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为总体要求，但在规划与建
设实践中往往把集中式居民点建设作为
重点来推进，以实现“三通一平”( 通水、
通电、通路 ) 为基础目标，至于村庄产
业发展等其他各方面虽也有一定计划，
但仅仅点到即止。

(2)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 乡村规划
2.0)。这一时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突破
点。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始于 2008 年的
浙江安吉，实质上可以将其看成“美丽
中国”概念的一个部分，且是“美丽中国”
的根与灵魂，从这个层面来说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同样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相
应的高度，而这与习总书记在 2013 年
12 月 12 日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
到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是殊途同归的。

(3)田园综合体规划(乡村规划3.0)。
这一时期是以“三生三产”的综合型建
设为依托，立足“三农”问题，三产融合、
三生同步、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经过新
农村规划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持续发
酵，田园综合体规划终于在 2017 年正
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其内容不仅仅将
前两者的内涵一一囊括，更重要的是它
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与农业、
加工业、服务业“三产”有机地联合起来，
使农村的物质生存空间、产业发展空间
与精神生活空间等捆绑在一起，以一种
综合化的形态实现了新形势下农村建设
的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以新世纪各类型的乡
村规划实践为基础，可以分析出构成乡
村规划三部曲的这三者在其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从强调过去单

纯的物质空间环境规划实践转向物质空
间、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与
经营管理的多维综合目标导向。而田园
综合体作为乡村规划 3.0 时代的典型代
表，在笔者看来，它是以田园为本底，
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根本目的，提升
农业、农村的多元价值，对乡村进行综
合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的乡村旅
游综合业态。田园综合体的概念和含义
比城市综合体宽广得多，它意味着三产
融合、三生同步、三位一体协同推进，
是一种探索农业农村发展的可推广、可
复制、可持续的全新模式。

3福星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实践

3.1项目范围及发展概况

福星田园位于河南省唐河县桐寨铺
镇西北部，西与南阳市汉冢乡交界，东距
镇区、唐河县城分别为 2　km、17.5　km，
北濒 G312 国道，南距沪陕高速公路约
1　km，交通十分便利 ( 图 1)。福星田园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463.82　hm2，南
至赵庄、北至桐寨铺镇边界、西止白桐
二分干渠、东至 G312 国道，东西长约
2　125　m，南北长约 3　158　m。

(1) 土地现状：农田面积广阔，村
庄集中于北部；沟渠沿路分布，设施用
地稀缺。福星田园位于南阳盆地的核心
地区，地形平坦，用地条件十分良好。
其用地主要属于李营寨与新庄两个中心
村，除李营寨、新庄、李小庄和半站店
4 个居民点以外，大部分用地为丰产良
田 ( 图 2)。

(2) 道路现状：外部国道穿越，内
部村道密布；阡陌纵横交织，尚无环路
串联。基地东北侧的 G312 国道是园区
主要的对外交通道路，向西北连接南阳，
向东连接唐河。基地内部“村村通”道
路便捷，路网密度较高，但是缺乏一条
有组织的环路将其联成一体。此外，机
耕道与田埂密布于田野。

(3) 设施现状：少量设施零星散落，
公共服务设施缺乏。项目场地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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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以农业为立足之基、以服务业 ( 除
旅游 ) 为发展之魂、以加工业为有效补
充、以旅游业为串联纽带则是田园综合
体产业融合最基本的模式。福星田园规
划将农业生产、农业观光和农事体验等
农业类与创意产业、田园社区、物流服
务等服务业类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加工
业类糅为一体，通过旅游餐饮、旅游住
宿、旅游活动等旅游业形态将各种业态
串联到一起，从而实现了福星田园的“三
产融合”。

(2) 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复合。
规划以福星田园所在地域的原生生态环
境为本底，在不破坏其生态原真性的基
础上，依托自然资源主要发展无污染的
现代农业种植业等产业，为农民的生产
生活提供一个绿色生态空间环境。规划
遵循我国传统乡村“产居结合”的生产
生活方式，通过合理科学的空间布局，

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较少，可以归结为
“一校、一庙、一闸、两站”：李小庄
西侧设有小学，现已废弃；西南侧沿路
有高堂庙一处；场地西北角水渠设有李
营水利节制闸一处；万亩荷田服务区旁
设有福田合作社服务站与新庄村云终端
服务站两个服务站。

(4)景观现状：麦野熙熙，艾叶离离；
水寨纷纷，莲叶田田。福星田园目前主
要的种植作物为太空莲、艾叶、小麦，
特别是其南部的福田莲海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旅游规模，因此“莲海”是本园的
一大主打景观；此外，北部的李营寨在
历史上是周边有名的“水寨”，也具有
较大的旅游潜力。

3.2项目发展定位

规划项目功能定位为：福星田园是
以福星水寨为主题，以观光农业、特色
蔬果基地、莲产基地等功能为主导，以
民宿农家饭、民俗体验、运动休闲和艾
叶基地等功能为辅，结合田园社区建设
的全新模式的田园综合体 ( 图 3)。规划
主题定位为“唐河水寨，福星田园”。

3.3项目规划理念与策略

3.3.1规划理念

为适应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的相关
要求，结合本项目的现有资源，规划确
定了“生态为本、农业为基、产业为核，
旅游先导、设施支撑、乡村复兴”的规
划理念，以园区整体环境的生态原真为
本底，以现代农业生产种植为基础产业，
结合农产品加工、文化创意产业、物流
服务和观光接待等形成一种新型复合产
业，并以此产业为核心，以乡村旅游观
光为先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支撑，
打造一个在河南省内具有标杆意义的、
“三生三产”融合的福星田园综合体，
为实现新时代我国乡村的全面复兴探索
一条全新的道路。
3.3.2 规划策略

(1)一产、二产、三产的产业融合。“三
生三产”是田园综合体最核心的内容之

以集散结合为空间组织模式，使生产功
能与生活功能在同一个空间下实现了重
合。具体而言，即农业种植生产空间与
观光旅游空间、农业种植生产空间与体
验旅游空间、乡村居住空间 ( 文旅小镇
或田园社区 ) 与接待旅游空间、渔业生
产空间与休闲旅游空间、文化生活空间
与休闲旅游空间、公共设施空间与旅游
服务空间的复合等。因此，规划将生产、
生活、生态三者融为一体，试图创造一
个环境优美、绿色生态与三生相融的复
合空间。

(3) 农业、文化、旅游的业态综合。
随着田园综合体与乡村旅游的深入发
展，特别是“从乡村旅游到乡村生活新
理念”的兴起，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
式层出不穷，然而不管是何种新业态，
其形式都是向复合型、综合化方向发展。
在福星田园规划中也相应地形成了几大

图 1 规划范围图 图 2 综合现状图 

图 3 功能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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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特点的综合型业态：①由福安田园
社区构成的田园文旅小镇是以原生乡村
居民点、旅游服务基地与适当的旅游地
产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综合型业态，也
是田园综合体的关键性要素之一；②福
星水寨则是以特色乡村居民点、地域民
俗文化村与旅游接待点结合起来形成的
综合型业态，并成为了园区的一大主打
品牌；③福田莲海是以莲产基地、莲—
观音文化展示中心与旅游接待点结合起
来形成的综合型业态，也是园区的另一
大主打品牌；④福兴农庄、福地蔬果种
植基地和福祗艾叶基地也是目前乡村旅
游中常见的综合业态类型。因此，农业、
文化与旅游的业态综合是福星田园综合
体的核心特征之一。

(4) 人、地、钱、市场、信息与技
术等要素的聚合。田园综合体是人、地、
钱、市场、信息与技术等要素的聚合，
在本次规划中这些资源要素主要是通过
地方政府、福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营农业合作社与福星田园乡村旅游发
展管理有限公司等组织来整合的。其中，
人的聚合是指村民的聚合与游客的聚
合，村民的聚合是通过农业合作社吸纳
村民入社来实现的，游客的聚合是通过
旅游管理公司的宣介推广来实现的；地
的聚合是指政府通过合作社将入社村民
的土地集合起来，统一规划，然后交给
旅游管理公司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
一运营；钱的聚合主要通过政府资金支
持、村民入社入股和外部招商引资三方
面来实现；市场及信息的聚合也是通过
旅游管理公司的运营与宣介来实现；技
术的聚合则主要通过农业合作社与相关
农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来实现。

3.4项目规划内容

3.4.1三产融合的产业规划

规划以农业生产为基石，拓展农业
发展的新领域，引导农业与其他产业相
融合，确定了以农业生产、观光农业、
文化旅游等为主导产业，以旅游接待、
农副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业、旅游地

产等为辅助产业。而上述产业在规划中
处处体现着“三产融合”的特点：     

(1) 农业与旅游观光的融合—以
农为基、旅游先导。规划以现有福田莲
海与艾叶基地所产生的农业品牌效应为
基础，适当增加莲产基地的面积，扩大
社会影响，打造旅游观光核心品牌，同
时发展蔬果种植基地、采摘园、开心农
场和农事体验等休闲旅游项目，形成“三
基地、一品牌”的观光农业格局，并确
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先导的发
展模式，以此实现农业与旅游观光业的
互促互荣。

(2) 农业与生物科技的融合—科
技兴农、农兴旅旺。目前，福田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联手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在
莲产与艾叶两方面进行合作，运用现代
生物科技，已在生产工艺流程、新品种
培育与下游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果。规划在此基础上，扩大合作的广
度与深度，除了深化莲产与艾叶的技术
创新以外，在蔬菜、水果等方面开展技
术革新，形成农业的创新机制，在农业
增产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也为农
业观光提供了优良的基础，从而达到科
技兴农、农兴旅旺的效果。

(3) 农业与民俗文化的融合—文
化加持、打造品牌。规划结合现有的文
化景观资源，以清末民初福星寨的中原水
寨文化、莲—观音文化等地域传统民俗文
化为灵魂，将其植入建筑、景观、食物、
生产活动与娱乐活动等物质载体或群体
行为中，通过文化的加持，集中力量打造
福星水寨与福田莲海两大核心品牌。

(4) 农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拓展
宣介渠道、创新农旅业态。在福星田园
规划中，“互联网 + 农业”的模式主
要体现在乡村旅游产品在线上线下的宣
介推广、营销体验，如福星田园携手
途牛对其自身进行旅游推广；规划设
置 O2O 认养基地，实现远程与实地结
合的线下农事体验活动。此外，农业与
互联网的融合还体现在现代农民的“互
联网虚拟生活空间”，而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不仅为农民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形
态，也为农业拓展了宣介渠道、创新农
旅业态。因此，乡村无线基站全覆盖工
程等设施也是规划的重点。

(5) 农业与物流业的融合—保障
物资流通、跟进电商时代。福星田园以
大规模的莲产品、艾叶、有机蔬菜生产
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产品，大宗的农产
品输出是其物流的主要业务形态之一；
而由农产品加工形成的特色农副产品的
输出是其物流的另一大业务板块；由其
他城乡地区输入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则只
是其物流业务的一个板块。因此，为了
适应福星田园产业发展的需要，保障物
资流通，满足电商时代乡村电子商务发
展的需求，规划结合桐寨铺镇区与福星
田园的功能需求，在二者之间设置了一
个约 2.4　hm2 的小型物流基地。

(6) 农业与加工业的融合—增添
附加值、完善产业链。规划在园区东南
国道沿线设置农副产品加工基地，一方
面消化产能过剩的莲产、蔬果等农产品；
另一方面对其进行加工，增添其附加值，
同时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从更深远的方面考虑，此举可以填补产
业空缺，完善产业链，促进乡村产业结
构升级。
3.4.2三生复合的空间布局

规划以旅游先导为核心理念，在村
民与游客的物质生产空间、生产服务空
间、居住生活空间、精神生活空间等层
面植入旅游功能元素，以集散集合的空
间组织模式，构建了一个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互融的复合空间，并从功能空
间布局、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
与旅游项目策划等方面构筑了一个完整
的三生复合空间格局，为福星田园的开
发建设绘制了一篇宏伟蓝图。

(1) 功能空间布局。规划以园区的
现状自然与人文资源分布特点为基本依
托，从乡村生产、生活及旅游的功能需
求出发，以集散结合的空间组织模式将
园区划分为福星水寨、福兴农庄、福安
田园社区、福田莲海、福地蔬果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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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福星水寨内部及外围设置一系列
农家乐，并在福田打造以莲产为特色的
农家乐项目；将大部分购物设施集中于
G312 国道旁的商业街内，以销售各类
特色农产品为主；娱乐设施主要集中在
G312 国道旁的商业街，此外结合农村
特色在园区内设置有若干处无建筑的活
动场地；在入口北侧结合社区服务中心
配置社区医院一处。

结合现有的道路架构，规划确定了
“一道双环串国道”的道路网骨架体系
( 图 7)。国道即 G312 国道；“一道”
即由新庄西侧道路沿水沟延伸至福田的
中央观景路，其西为 5　m 宽的车行道、
东为 2　m 宽的骑行道；“内环”即由入
口停车场导入，沿新庄东侧纵向道路、
渠东道路与李营南侧横向道路构成的内
部主干环路；“外环”即由入口广场两
侧导入，平行于国道的沿街内侧道路、
通往冯岗的纵向道路、渠东道路与李营
北侧横向道路构成的外围主干环路。此
外，规划根据园区各功能板块的实际需
求，完善园区支路、田埂路与游步道，
并依据入口及旅游热点的分布设置田园
生态停车场。

(4) 旅游项目策划。规划以现有的
旅游资源为基础，以现代农业观光、民
俗文化体验、运动休闲旅游、生态农事

体验、乡村养生度假和农业节会活动六
大板块为核心内容，共设置有 84 个项
目 ( 图 8)，其中一级项目 8 个、二级项
目 12 个、三级项目 64 个。同时，根据
六大板块的空间布局设置了水寨文化精
品游线 ( 文化型 ) 与福田莲海生态游线
( 生态型 ) 两大游线 ( 图 9)，形成了“一
紫一绿、一文一田，南北双线、互助互补”
的游览格局。
3.4.3农旅综合的业态选择

农业、文化、旅游等业态的综合化
模式是福星田园规划的一大特征，其中
以福安田园社区、福星水寨与福田莲海
等项目业态最具特色。

(1) 福安田园社区 ( 田园文旅小镇 )。
在本项目中，旅游集镇 ( 旅游基地 ) 与
田园社区构成了田园文旅小镇的主体，
规划以“打造入口、景观导流，设施配
置、特色小镇，田园社区、结合民宿，
营造核心、拉动整体”的策略来开发建
设一个全新的独具文化特色的田园文旅
小镇。其中，田园社区又分为新社区建
设与新庄、半站店村容村貌整治，规划
通过调整国土规划将园区主入口西侧的
普通农用地转变为村庄建设用地，在此
以旅游地产开发的模式，结合村民安置
小区的建设，打造一个全新的、充满田
园诗居意境的福安田园社区；而新庄、

和福祗艾叶基地等功能区，形成了“一
寨一庄一社区，一田一园一基地”的空
间格局 ( 图 4)。“一寨”即福星水寨，
含城门、环濠、李园、李氏宗祠、特色
民居和李小庄等；“一庄”即福兴农庄，
含福星斋、农家乐、汇德园和特色西瓜
种植园等；“一社区”即福安田园社区，
含入口广场、游客中心、酒店、社区服
务中心、田园社区、新庄和半店站等；“一
田”即福田莲海，含迷宫莲海、莲产加
工基地、福田旅游服务站和三苑、四亭、
五津等；“一园”即福地蔬果种植园，
含玉米、有机蔬菜和梨园等种植基地；
“一基地”即福祗艾叶基地，含艾叶街、
艾叶基地和艾叶加工厂等。

(2) 土地利用规划。规划以“一片、
两点”的建设用地布局模式为基本格局，
其要点为：沿 G312 国道打造一片集入
口服务、田园社区、社区服务、酒店商
业和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集中式建设用
地核心区，并围绕福星水寨及福田服务
站这两个点进行建设，形成“一片、两点”
的建设用地布局模式 ( 图 5)。规划总用
地面积为 463.82　hm2，其中村庄建设用
地面积为 115.18　hm2，村民住宅用地、
村庄公共服务用地、村庄产业用地与
村庄基础设施用地分别为 63.22　hm2、
12.75　hm2、9.5　hm2、23.86　hm2；园区
内另预留有发展备用地约 5.85　hm2。

(3) 基础设施规划。规划从村民与
游客的生产、生活需求出发，打造公共
设施与旅游服务复合的空间，通过对旅
游服务基地与住宿、餐饮、购物、娱乐、
保健等设施的开发建设，建立一个完备
的旅游服务设施系统 ( 图 6)。围绕项目
的功能空间布局，规划确定了“沿街集
聚、分区配置”的原则。规划设立两级
旅游服务基地，分别为游客中心与服务
站，计划在沿街入口处设立综合性游客
中心，同时在福星水寨与福田观荷区设
置服务站；在入口南侧打造特色酒店，
并在福星水寨结合民居建设民宿项目，
规划设置床位 400 张；将餐饮设施大
部分集中于 G312 国道旁的商业街内， 图 4 功能分区图 图 5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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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站店的现状村庄则以“穿衣戴帽”、
街道整改的形式进行村容村貌整治。同
时，规划沿 G312 国道集中打造旅游集
镇，设置有游客中心、商业街、社区服
务中心、特色酒店、众创产业园、创客
基地和艾叶街等功能建筑。福星田园由
此形成了一个集入口形象展示、旅游综
合服务与田园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
文旅小镇 ( 图 10)。

(2)福星水寨。福星水寨是民俗文化、
特色农庄与旅游接待等多元要素共生的
综合型业态项目，是福星田园的核心招
牌。规划以“拆除周边、整治寨河、恢
复三门、增设吊桥，复建北墙、改良乡
建、绿化间隙、乡石路面，祠园楼井、
充实其间、文创食宿、福星家园”的策
略进行开发建设，主打豫南水寨文化，
以水寨观光、民宿餐饮和休闲娱乐等功
能为主体，设置有寨门、寨墙、李园、
李氏宗祠、望楼、福泉井等主题景观与
建筑，并根据旅游接待的需求设置了一
系列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力图打造一
座富有独特民俗风情的中原水寨。此外，
在福星水寨的乡建 ( 民居 ) 改造中，规
划以精细化设计为原则对水寨内部乡建
( 民居 ) 进行改良，以 20 万元 / 户的投
入打造一批独具乡村朴素艺术美感的农
舍，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的同时提高水
寨的观赏性。而在运营模式与产业安排
方面，福星田园以两种方式进行应对：
①农户搬入安置房，将改造后的旧居整
体租售给旅游开发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农民可在园区从事旅游服务、农业生产
等工作；②农民可住在改造后的旧居中，
但需按照旅游开发公司的总体安排，自
主经营旅游餐饮、住宿、文创和小商品
等方面的业态 ( 图 11)。

(3)福田莲海。福田莲海是观音文化、
莲文化与民俗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的
农、文、旅综合的乡村旅游业态，是园
区的主打品牌之一。规划以现有的福田
莲海观光园为基础，突出主题与特色，
对其进行景观升级，实施“创设莲海、
构筑三苑、理水筑山、四亭五津，环湖图 10 田园文旅小镇入口平面图 图 11 福星水寨平面图

图 6 旅游设施规划图 图 7 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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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项目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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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游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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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道、穿田越水、清出航道、采莲摘菱，
依托外环、北设入口、突出田园、优化
乐园，增加活动、强化参与、广植景林、
丰富季相”的总策略。规划主要围绕 4
点来进行：①将原有部分小块荷塘集合
起来形成 10 个较大的莲湖，并将局部
段的田埂挖通，使水系相连，形成“迷
宫莲海”；②增加一部分参与性强的农
业类活动项目，如风车园、赛猪场等；
③增加植物种类，打造季相变化；④设
置必要的游览设施与休息设施，如亭廊、
渡口和环湖游道等。

(4) 福兴农庄。福兴农庄采取的是
私营的农家乐类型的乡村旅游业态形
式，目前已初具雏形，但由于前期缺乏
合理的规划设计，导致农庄的建筑及环
境档次、品味偏低。规划在现状农庄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升级，以“设置北门、
承接宛城、农家小院、聚宴享客，打造
会所、营造景园、发掘卖点、新潮土特”
为总策略，以餐饮娱乐、休闲接待与特
色农产品种植等为主体功能，拟在基地
东北角 G312 国道南侧设置园区的入口
标志，并与停车场结合；基地西侧建设
农家乐一处，以承接中低档的餐饮接待
与婚丧宴席；基地北侧地块可结合在建
的房舍打造高档会所，并借助水体营造
景观园林；此外，应主打特色西瓜种植
等具有卖点的农业产品。通过以上措施，
着力打造园区北部的主题式示范性农业
庄园。

(5) 福地蔬果种植基地与福祉艾叶
基地。福地蔬果种植基地与福祉艾叶基
地是本项目中以农业种植为主体，适当
地结合部分运动休闲旅游产品所形成的
两大板块的综合业态类型，其中艾叶基
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规划遵循“田
园入股、整理土地、建立企业、面向社会，
招农引资、集思广益、发挥个性、增添
特色”的总方针，根据市场行情有计划、
分门类地规划种植布局，结合相关农产
品与农场，设置部分参与性强的旅游项
目，如开心农场、采摘园、O2O认养菜园、
农场运动会、艾叶街和艾文化交流大会

等。此外，规划建设一条田园绿道，将
其与对外道路相连，通过时尚的户外骑
行运动方式引导市民下乡游玩。在具体
农业种植项目的操作中，应面对市场与
社会，通过招商的形式引导项目投资者
发挥个性特色，打造多元化的农业种植
项目。
3.4.4要素聚合的资源整合

目前，福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已
在园区内发挥了良好的指导示范作用，
李营农业合作社也初具规模，规划在福
星田园的开发建设步入正轨之后将二者
与桐寨铺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建立“福星
田园乡村旅游发展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地方政府、福田合作社、李营合作社
与旅游管理公司对福星田园内的人、地、
钱、市场、信息与技术等要素进行整合。

(1) 地方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前期
引导作用。在福星田园项目建设前期，
地方政府有效地将人(游客引导)、地(土
地规划 )、钱 ( 财政拨款与社会资金 )、
市场 ( 客源市场引导 )、信息 ( 政策传达 )
等要素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了巨大的
引导作用。具体体现在政策引导、组织
指引、试点申报、规划编制、招商引资
和基建配套等方面。

(2) 农业合作社在资源整合中的中
期核心作用。在福星田园项目发展中期，
农业合作社作为各方资源整合的中间环
节，将人 ( 产业服务人员集中 )、地 ( 农
村土地集中 )、钱 ( 社会资本投资 )、市
场 ( 市场推介 )、信息 ( 政策与商机运用 )
和技术 ( 农业科技运用等 ) 要素资源聚
合起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具体体现在招纳民工就业、吸纳村民入
社、社员入股集资、社员土地集中、农
产品销售渠道拓宽、种植计划指引和农
业技术合作等方面。

(3) 旅游管理公司在资源整合中的
后期主导作用。在福星田园项目发展后
期，旅游管理公司将成为各方资源要素
整合的主体，发挥着中流砥柱般的主导
作用，人 ( 游客与农旅业者 )、地 ( 经整
理的土地 )、钱 ( 注资与分红 )、市场 ( 旅

游市场 ) 和信息 ( 农旅信息 ) 等资源要
素将在该公司的统一整合与运营下得到
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具体体现在从业
人员的专业化管理、游客的组织、土地
分包经营、招商引资与成果分配、旅游
市场推广和信息服务等方面。

4结语

新世纪的乡村规划经过了两个不同
时代的发展，已进入了以田园综合体规
划为主旋律的 3.0 时代， 且仍将保持旺
盛的创造力持续发展，未来田园综合体
规划将围绕以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
慧交通、智慧物流为代表的物联网技术
与以巨头生鲜电商平台、乡村新型共享
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等方向展开探索，
从而实现未来乡村规划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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