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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将城乡统筹及乡村规划明确纳入条例规定范围，对城市及乡村规划

编制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城市规划从内容深度上无法达到对乡村规划的有效指引，而涉及乡村规

划的体系规划又停留在宏观的指引与控制层面。鉴于与此，各地纷纷开始着手编制可统领各项规划的城乡

总体规划。但由于当前并无对城乡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的法定规定，各地所编制的城乡总体规划内容迥异，

差别较大，其有效性及科学性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本文结合湖北省五个试点城市的城乡总体规划编制成果，

对城乡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城乡总体规划编制的必要内容，以期为统一城乡总体规

划编制的标准和规范做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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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行的规划编制体系中，县级（含县级市）总体规划层面主要有城市总体规划和

村镇体系规划。在编制、审批及实施操作过程中，这两个规划的协调与衔接产生了诸多问题，

如内容重复、审批多门、操作困难等。为解决以上实际困境，更好的贯彻党十八大、中央经

济工作和湖北省十次党代会精神，落实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和《关

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推动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落实《湖

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一条中关于“省人民政府及有条件的市（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适时组织编制城乡总体规划，推进城乡居民点和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的合

理布局、科学协调发展，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的要求，湖北省以五个城市作为试点，编制

了城乡总体规划。 

1. 城乡总体规划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1.1 概念 

城乡总体规划是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其它专项规划等，对规划区域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

发展、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及土地利用等进行空间资源配置布局和重点控制，并制定相应空

间管制政策的综合规划。
1 

1.2 基本特征 

1.2.1 协调区域统筹 

城乡总体规划作为一种区域规划，带有浓厚的新区域主义色彩，具有综合性、区域间性、

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等特点。需协调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的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内容，通过积极寻求合作与设施的共建共享，达到双赢的

目的。 

1.2.2 覆盖全域空间 

在我国，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不仅是解决城乡空间利用矛盾与冲突的途径，同

时也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的内在需求
2
。因此城乡总体规划要树立空间全覆盖的思

想，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覆盖范围作为规划范围，将农村居民点及重要的资源纳入到规划中，

并对其进行统筹，从而实现规划区域的空间全覆盖。 

1.2.3 综合各类规划 

我国的规划种类和内容纷繁，有国家层级与地方层级的规划，有不同职能部门所作的规

划，还有一些不同行业的规划。有些规划之间存在内容重叠交叉、尤其是各层面的空间规划

之间缺乏协调，彼此冲突，不仅浪费了规划资源，也无法起到空间统筹及保护耕地的需要。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综合性规划，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它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在空间上落实各项规划对重要资

源的控制。 

1.2.4 管制重要空间 

重要空间的管制是规划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一种有效而适宜的资源配置调节方

式。 



城乡总体规划通过划定区域内不同建设发展特性的类型区，制定其分区开发标准和控制引导

措施，可协调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从而来为各级政府提供空间管理依据。 

 

2. 国外相关规划解读 

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初期或者中期开始，逐步走上工业反哺农业，实行城乡协调发展的

道路。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基本上实现了城乡融合，积累了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有益经

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发达国家城乡规划经验一览表 

国家 核心思想 主要措施 

英国 中心村建设 A. 政策引导 B. 城乡规划体系 C. 立法干涉  

挪威 政府全力投入与支持 A.制定中长期规划   B.农业农村投资力度和财政转移   

C. 强化农业“多功能”性认识  D.建立公共服务倾斜长效机制  

美国 郊区建设 A.完善农业保护体系  B.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  

C.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D.健全推进城乡统筹的法律体系  

法国 新城建设 A 通过立法调控产业布局   B.完善支持乡村发展的资金渠道  

C. 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D.在乡村地区建立新城 

德国 农村土地整理运动 A. 统一社会保障体系 B. 职业技术教育  

日本 造町运动 A.保护农村工商业 B.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C. 推进农村土地规

模经营 D.发展农村教育  E.发展各类农村协会  F.健全保障体系  

韩国 新村运动 A.促进村庄整治与公服设施建设 B.增加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C. 实施农村工业区计划  

巴西 建立区域增长极 A. 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 B.通过建立增长极加速边远农村开发  

C.统筹城乡社会组织发展  

以色列 乡村服务中心 构建等级化的村落布局体系，由村庄围绕乡村服务中心组成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经验： 

发达国家多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稳定增长期后开始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实

践。 通过发展不同层次的区域增长极来完善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机制并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体系，国家的区域政策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加大政府对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更加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村镇建设

的主体和关键是农民本身。转变农民观念，促进农民就业，改善农民生活，实施多种形式的

乡村教育，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机制，形成以政府投资为引导、社会投资为主体、利用外

资为补充的市场化农业投资机制。 

3. 湖北省五个试点城市城乡总体规划成果对比分析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城乡规划法》,湖北省及时颁布了《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从城乡

规划的制定与修改、城乡规划的实施与管理、城乡规划的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 5个方面为

规划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以更

高的起点、更高的标准统筹城乡规

划工作，充分发挥《湖北省城乡规

划条例》对城乡工作的实践指导意

义，湖北省选取仙桃、鄂州、老河

口、宜都、武穴五个试点城市启动

编制《城乡总体规划》的工作，并

取得创新性成果，对实现我省“四

化同步、创五个湖北”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3.1 湖北省城乡总规试点城市概况 

3.1.1 各城市概况 

仙桃北依汉水，南靠长江，是湖北省江汉平原区域中心城市，紧临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

市武汉，素有“鄂中宝地、江汉明珠”之称。仙桃是武汉城市圈西翼中心城市，交通便利，

区位优势明显，处于湖北“金三角”（襄阳、宜昌、黄石三市构成的三角区）优先发展区的

中心和“两江”（长江、汉江）经济开发带的交汇点上。 

鄂州，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江南长江中游沿岸，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北省历史文化

名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 

 

湖北省部分已经启动城乡统筹规划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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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口位于湖北西北部，汉水中游，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大坝下游，东依中原，西

依武当，北枕秦巴，南眺荆襄；地处襄渝要道，秦楚通衢，扼鄂、豫、川、陕四省要冲，是

湖北省“襄十随”汽车走廊重要生产基地。 

宜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上锁巴楚山地，下引江汉平原，长江清江环抱，巴楚文化交

融，素有“楚蜀咽喉”、“三峡门城”、“鄂西门户”美誉。隶属于水电之都宜昌市，鄂、渝、

湘三省市交界处，境内建有两座长江大桥、两座清江大桥，贯穿南北的焦柳铁路及两江航道，

形成了空中、陆地、水上立体运输网络，现已成为湖北省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中部地区正

在快速崛起的中等城市。 

武穴市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湖北省东部边缘，四周与湖北蕲春、黄梅、阳

新、江西九江、瑞昌等地为邻，是鄂、皖、赣毗连地段的“三省七县通衢”。武穴港是长江

十大深水良港之一，在长江北岸武汉至安庆 433 公里的区间内，唯有武穴港可停靠 5000吨

以上的客货轮船，客流量在湖北仅次于武汉港。 

3.1.2 各城市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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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五试点城市全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理论判断 

根据完世伟城乡关系阶段划分方法，以人均 GDP、城镇化率、非农产业比重为因子，对

五试点城市全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判断，得出除宜都、鄂州城乡一体化进程超过全国发展

水平外，其余三城市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下图所示） 

 

3.3 五试点城市《城乡总体规划》规划内容对比分析 

根据五试点城市《城乡总体规划》成果内容的总结与比较发现，各城市均依托城市总体



规划强制性内容作了不同的深化与拓展，主要围绕规划区界定、产业统筹、生态环境与保护、

空间管制、城镇村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用地统筹、镇村规划引导及规划实施这

十个方面。 

类别 名称 主要内容 

规划区界定 仙桃 以仙桃市区行政范围作为规划区范围 

鄂州 未界定规划区，仅划定了规划范围 

老河口 城市规划区范围即为市域范围 

宜都 规划区即全市域 

武穴 规划中界定了“城乡总体规划范围”、“城市规划区范围” 

产业统筹 仙桃 产业布局根据城镇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 

鄂州 全域产业空间发展结构顺应城乡空间结构：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

重点与布局分别提出引导 

老河口 提出了全市产业空间布局结构 

宜都 对第一、二、三产业选择、空间布局进行引导；针对各乡镇提出适宜发展

产业类型；并提出产业园区规划。 

武穴 

 

提出“大园区、新产业；大集中，小分散“的发展战略，在对全域产业空

间进行布局的基础上，又分别对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行布局，深度涉

及到中心城区、新城、特色镇。 

生态环境与保

护规划 

仙桃 包含工业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鄂州 提出市域生态空间结构规划；城乡水系与城乡绿地结构规划及环境保护规

划 

老河口 提出市域生态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市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各生态功

能及其保护要求。 

宜都 包括生态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两项内容  

武穴 

 

在全域范围划分了生态功能分区及生态景观格局，并对大气环境、水环境、

声环境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多为原则性的保护措施，对镇村的保护

针对性不强 

空间管制 仙桃 将全域空间划分为四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已建区）并提出管制

要求，在图纸上落实。 

鄂州 各规划期限均划定了空间管制区域 

空间管制概念过多，对主体功能区划及近期政策区划的规划值得商榷 

老河口 提出“十三类空间、四级管制、两大刚性”的空间管制思路；并在图纸上

落实。 

宜都 仅具有四区管制的内容，缺少四线管制规划的内容。 

武穴 

 

规划区范围内未对空间管制做具体安排。中心城区部分空间管制内容实际

反应的是用地适宜性评价内容，不能起到对中心城区用地实施控制的要

求。 

城镇村体系 仙桃 仙桃的居民点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城镇体系和镇村体系；  

城镇等级体系分为三级：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  

镇村等级体系分为三级：中心村——基层村（行政村）——自然村（此级

远景消亡） 

鄂州 远期形成“主城区—新城—特色镇—新社区”四级城乡等级规模结构；  



近期规划对中心城区、新城、重点镇、农村新社区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划引

导；  

农村新社区分为农村中心社区、农村一般社区、基层居民点三类进行引导。 

老河口 远景控制城镇村体系结构：一座核心城市、二座重点镇、四座一般镇和五

十七个农村社区。城乡等级规模规划：“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集镇-

中心社区-基层居民点”六级城乡等级规模结构。 

宜都 城乡空间体系规划包括城乡空间网络结构规划、城镇规模结构规划、城乡

等级结构规划、职能结构规划四个方面。规划形成“中心城区-外围镇区-

集中居民点（农村社区）-散居点”四级规划结构。 

武穴 

 

规划中城乡体系规划包含了产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空间统筹布局

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城乡历史

文化与旅游发展规划及空间管制的内容，缺乏对城乡体系等级、规模、职

能、城镇化水平等内容的研究。规划仅将城乡等级结构归并入城乡空间布

局体系中简单论述，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建议自成一章进行深入的分析

与研究。 

公共服务设施 仙桃 构建了基于 4 次生活圈的公共设施配置的模式  

鄂州 结合城乡空间体系规划，分为四级公共服务中心  

老河口 按三级生活圈分区进行分类分级化配置 

宜都 规划结合城乡空间体系分四级进行公共服务一体化配置 

武穴 

 

规划对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按照三级城乡人居聚落地进行分类分级化配置，

即按照武穴市市区——新城+特色镇——新农村社区 的等级顺序进行配

置。 

基础设施 仙桃 采用“等级统筹”的原则，将全市域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给水、排水、供

电、供气、通信等，分为市区、镇、中心村、自然村等 4 个布网等级；按

照行政等级、人口规模、实际需求统一规划布局。 

鄂州 基础设施统筹涉及远景全域-远期全域-近期重点地区三个层次   

老河口 依据城镇村体系，对全市铁路、公路、水运、水厂、污水场、电力、电信、

燃气、环卫等交通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区域共享全覆盖的规划。 

宜都 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内容全面，覆盖全域，做到城乡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武穴 

 

采用“等级统筹“的原则，将全域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给排水、供电、燃

气、通信等，分为武穴市市区——新城+特色镇——新农村社区三个布网

等级，做到了城乡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用地统筹 仙桃 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多种方案需求预测；规划期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仍然

大于土地部门相应的用地指标，需要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整获得这部

分用地额度 

鄂州 从远景—远期—近期进行全域用地布局规划，未对全域范围内城乡建设用

地总量进行统计与分解。 

老河口 城乡建设用地全域平衡，确保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逐步降低；对远景和

远期全域城乡建设用地总量进行了控制；将远期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在城镇

村体系各个层次进行分解。 

宜都 缺少此部分的内容，没有考虑与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效协调。 

武穴 

 

未对全域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总量进行统计与分解，也未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进行衔接，缺乏操作层面上的全域用地统筹 

镇村规划引导 仙桃 对镇的引导仅限于指标，缺乏对空间结构和用地形态的具体布局引导 



鄂州 对城镇人口和用地规模进行控制，对用地布局进行引导；  

老河口 老河口城乡总体规划从发展定位、镇区布局、镇村体系、设施配套等方面对

各乡镇进行规划指引；规划提出了乡村建设单元的内容，并进行单元示例。 

宜都 缺少镇乡一级的规划引导 

武穴 

 

规划对特色镇的定位、规模、四区划定、空间布局、综合交通规划、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及农村发展指引都做了较深的探索。在农村居民点规划层面

提出”1+X“的布局模式，对不同类型的村庄提出不同的发展策略，对农

村居民点的等级、规模、职能、基础设施配置及管理体制方面均有所创新，

内容较为全面。 

规划实施 仙桃 从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提出了实施保障措施。  

鄂州 建设覆盖城乡的户籍、社保、就业与用工管理、教育和医疗卫生、农村土地

改革等多项配套公共政策；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实施内容丰富，较有针对性。 

老河口 从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提出了实施保障措施。  

市域层面提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改革；中心城区提出实施策划、“灰域用

地”的技术规定、建设用地使用的管理规定、四线管制规划等措施。 

宜都 包括规划实施措施建议和规划管理体制建议两方面。  

规划实施措施建议从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建立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库管理

机制和新区开发模式三面阐述。  

规划管理体制建议从改革规划制度，加强规划衔接和强化社会监督三个方

面阐述。 

武穴 

 
提出“城乡管理系统化、明确化、信息化“的战略 

总结湖北省五个试点城市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内容与编制实践过程，可得出若要构建城乡

总体规划的框架体系，实现城乡统筹的目标，在市（县）域统筹规划编制层面，需包含三大

部分的内容，分别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落实规划空间、产业、生态资源、公共服务设施、

交通及基础设施、城市用地与镇村用地这六个方面的统筹以及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机

制体制改革的问题。 

4. 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内容总结 

综合上述案例分析比较，较合理的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内容应包括总则、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与目标、市（县）城乡统筹规划、中心城区规划、镇（乡）规划指引、村庄规划指引和规

划实施等七部分。  

4.1 总则 

应包括规划指导思想、原则与依据、规划期限、规划区界定以及规划的技术路线。其中



规划期限应明确为二十年，同时须对城乡远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出控制性设想，近期建设规

划的期限原则上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年限一致。规划范围的确定上应当将整个市

（县）域的行政管辖区作为城乡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 

4.2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目标  

综合评价市（县）域的发展条件，对市（县）域的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现状、阶段及发

展前景等进行分析，综合考虑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城乡发展等现状，提出市（县）

域的发展优势条件与制约因素。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目标。明确市（县）在区域中的定位、职能、交通及空间布局

等关系，明确城市性质、发展战略和目标，制定发展调控指标，其应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城

镇化、基础设施、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内容。 

确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框架。制定县（市）域城镇村、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空间利用和政策配套等统筹发展的基本思路。  

4.3 城乡统筹规划 

主要包括产业统筹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空间管制规划、城镇村体系规划、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综合防灾规划及用地统筹规划。 

其中空间管制规划应作为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内容的强制性内容加以贯彻与实施。通过划

定区域内的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明确三区的管制措施；划定绿线、紫线、蓝线及黄线

等并明确其管制要求。空间管制规划应与主体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生态功能区划等充分协调，实现“空间对象—管制主体—管制措施”的对应，从而增强空间

管制规划的可操作性。 

此外用地统筹规划应作为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严格的控制，在与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的基础上，明确规划期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及城镇村建设用地分解，编制区域城乡现状和规划

用地汇总表。在对建设用地总量预测方面应考虑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土地资源承载力、耕

地保有量、城乡建设整理潜力等因素，从而体现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 

4.4 中心城区规划 

按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号）要求执行。  



4.5 镇村规划指引 

镇乡规划指引，按《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和《湖北省小城镇规划编制技术导

则（试行）》对镇乡建成区的规划要求执行。镇（乡）建设规划引导是为下层次镇（乡）总

体规划提供依据的，应明确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划定建设用地范围，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

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及重大市政设施布局，内容“宜全不宜细”，应为镇（乡）总体

规划的编制留有空间与余地。 

村庄规划指引应作为新农村建设规划的上位依据，因地制宜地制定市（县）域村庄规划

引导，避免违背乡村客观发展规律的农村居民点过度撤并；明确规划期市（县）域村庄人口

总量、村庄建设标准和建设用地控制总量。,有条件的县市，可通过划定乡村建设控制单元

的方式，核定控制单元耕地整理和村庄集约潜力，更好的指导下一步村庄规划的建设。 

4.6 规划实施 

规划实施建议可就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领域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地方政府和城乡规划

管理部门参考，例如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征地

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转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产业共建管理办法等。 

 

注释： 

1、何 熙,周 波,沈 一，《浅议城乡总体规划的理论及其实践应用》城乡规划与环境建设，2009.02 

2、胡娟,朱喜钢.《西南英格兰乡村规划对我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启示》[J].城市问题, 2006(3):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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