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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被放在首位，足见发展产业的重要性。“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识荣辱”，这是全面脱贫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而产业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乃至
脱贫致富的关键。2016年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被列为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和
村庄规划示范村屯之一。本文以岜独村为村庄规划示范，从农村产业选择、引导及实施发展上做了一
些有益探索，为寻求乡村振兴发展之路，实施乡村精准扶贫和加快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发展思路。

一、村庄背景分析
（一）政策导向
2015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下文《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改变全国普遍的“乡村无规划、乡村建设无序的问题，乡村规划照搬城市规划理念和方

引 领 村 庄 规 划

法、脱离农村实际、实用性差的问题”。统筹推进乡村规划编制要实施两大转变：一是转变过去沿
用城市规划编制的理论和方法，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生态理念融入乡村规划全过
程；二是把村屯规划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纲要来统筹谋划、精心设计、系统运作，促进乡村旅游、农
副产品加工、庭院经济、村屯绿化美化和建设用地整理。

—— 探 索 上 林 岜 独 村 村 庄 规 划 示 范

（二）编制背景
岜独村位于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北部，属于大石山区、边远山区和资源极度匮乏地区。为进一步
贯彻以产业脱贫的工作思路，加快岜独村脱贫进度，通过村庄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广
西”乡村建设，实现广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特编制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村庄规划，而产业发
展规划是村庄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CHANYE FAZHAN YINLING CUNZHUANG GUIHUA
TANSUO SHANGLIN BADUCUN
CUNZHUANG GUIHUA SHIFAN
文_ 唐飙（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所所长，高级规划师）
李芝（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高级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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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处于西北东南山脉之间的峡谷
之中，周围是小山丘陵地貌形态，
地势高差不大。建设用地分布在山
间谷底与低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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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庄发展环境
（1）自然条件
岜独村所属地域为喀斯特峰林区，处于西北东南山脉
之间的峡谷中，周围是小山丘陵地貌形态，地势高差不大。
建设用地分布于山间谷底与低山之间。东北邻接上林县大
龙湖，西南部临东敢水库。岜独村拥有保护完好的原生态环

岜独村区位交通条件

岜独村致贫原因及脱贫策略分析
贫困户致贫原因比例

脱贫策略

境，自然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2）交通条件
岜独村外部交通便利，距离来马高速公路西燕出口6千
米，距离燕西镇区约8千米，南距上林县城约15千米，距离
广西首府南宁约160千米。
（3）社会经济
2015年全村共有13个自然庄，全村总人口2172人，共
506户（其中贫困户182户，贫困人口800人）。全村均为少
数民族，其中壮族为90%，瑶族为10%。
2015年全村年人均收入为2250元，低于广西贫困线标
准农民年人均收入2800元，远低于当年广西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9467元。全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4.7%，残疾人口占
总人口的5%。

二、产业发展之路
（一）问题解读
岜独村人均耕地0.62亩（1亩约为0.07公顷），远低于广西人均1.3亩的平均水
平，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传统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底子薄，各农业种植零星分散且规
模不大，经营方式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农作物经济产出
低，农民增收困难。全村以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土地资源匮乏，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导
致劳力不足，因残、因病等因素是导致岜独村贫困的几大主要原因，合计占总致贫原
因的61.54%。

（二）产业发展是出路
近年来由政府主导开展的村庄风貌整治大行动，农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设施
配套齐全了，道路变宽了，环境变好了，村庄特色也有所凸显，但这种快速的用以突
出政绩的形象工程，只注重村庄外观的改变，忽略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致使村民收入
和生活品质未有明显的提高。党的十九大提出，村庄规划既要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更
要显著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通过村庄规划将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联系起
来，解决村民就业和增加收入，这也是扶贫脱贫的根本要求，而要实现脱贫致富、农
民安居乐业，发展农村产业是关键。项目组在承接此项目后，对项目进行了梳理，确
定了扶贫脱贫、产业发展和村庄风貌改造三大核心内容，本文就岜独村如何通过发展
产业引领村庄规划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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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_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龙湖景区

（三）产业发展趋势
从全国范围来看，现代农业是全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大势所
趋，从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来看，现代农业是“高产、优质、 高
效、生态、安全”农业；从建设过程和途径来看，体现在“用现
代物质条件来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
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
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积极发展休闲农
_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明山风景名胜区

业，紧密联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
态，融合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集一、二、三产业全面融合发
展，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从广西范围来看，近年来广西加大了农业发展的投入，特
别是加大特色农业产业的投入，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产业布局逐

三、产业发展策略

渐优化，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十二五”以

（一）产业发展思路

来，广西特色优势农业加快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要让农民富起来，传统的“靠天吃饭”、靠农民自己的经验吃饭早已不合时宜。党的十九大

甘蔗、蚕茧等特色农产品产量稳居全国首位，优质稻、香蕉、柑

提出：要促进农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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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

橘、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量排全国前列，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水平不断提升。
从自身来看，岜独村是国家级贫困村，是自治区扶贫开发重

规划运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来引导岜独村农村产业发展，大力培育优势主导产
业和多元化融合主体，依托当地特色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点地区，是专项扶贫资金的服务对象。近年来，岜独村在相关政

（二）产业遴选

府部门及第一书记的带领下，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

产业选择要充分考虑上林县的政策环境及岜独村的自然生态条件。上林县是广西特色旅游名

推进桑蚕养殖、四季蜜芒和山水牛饲养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全

县，中国长寿之乡，被誉为“徐霞客最眷恋的地方”、首府南宁的“后花园”。 岜独村地处国家

村在完善基础设施、扶持产业项目、生态乡村建设等方面有了飞

级自然保护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明山风景名胜区东北部，处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龙湖景区

跃式的发展，初步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西南端，北临大龙湖水库，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具有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及长寿养生
游、生态乡村休闲游的良好基础。

30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8.05 -

31

专题

COLUMN

村庄规划 打破“千村一面”

策划 / 编辑_李琳 设计＿邱勇哲

（三）产业发展引导
规划结合岜独村实际情况及发展条件，立足贫困群众自身特点、当地优
势、风土人情和生产生活，因地制宜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让每一个农
民融入产业化的进程，让他们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其中：
（1）将种桑养蚕生产、四季密芒种植基地建设、发展生态蛋鸡养殖
业、生态山水牛养殖业及生态羊、猪养殖业作为第一产业。

岜独村现状产业分布图

（2）利用当地产出农产品资源大力发展桑蚕丝加工、芒果罐头及芒果
干食品加工等绿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发展为第二产业。
（3）规划利用岜独村优越的环境资源条件，大力发展乡村生态休闲
游、长寿养生游等第三产业。以家庭为单元，开展民族风情游、生态风光
游、体验农耕文化等乡村旅游，强化旅游服务综合配套设施建设，优化乡村
旅游发展环境。规划将花卉观赏、自驾车露营、“母亲天路”、岜独秀峰、
乡村公园、蜜芒采摘、大龙湖农家乐、风味特色的壮家美食作为主要旅游发
展项目，促进当地旅游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争创生态旅游名村。

岜独村产业发展规划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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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独村基础设施规划
（四）制订投资计划
投资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从根本上说，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投资和经济增长。
因此，为了促进岜独村产业发展，规划制
订了项目及投资规模，为资金落实及落地提供
依据，有效保障了项目的实施。

（五）分期实施措施
为了使规划能更合理和更具有操作性，
规划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期实

生态果园、山水牛、蛋鸡养
殖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施、逐步推进”的原则对岜独村进行建设，沿
主要道路和发展方向逐步推进，分两期逐步落
实：
一期（2016年—2017年），提升基础设施
和人居环境质量，建设产业配套设施，满足社
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乡村产业的基本功能。
（1）完成生态果园、山水牛、蛋鸡养殖的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包括道路、蓄水池、沼气
池等。
（2）完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给排
水基础设施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并完成宣传
栏、指示牌、公厕整修、垃圾箱布设等。

乡村公园

（3）初步建成乡村公园。
（4）完成危房改造工作，完成栏独、下本
庄建筑风貌改造。
二期（2018年—2020 年），完善岜独村内
部交通组织，建设生态停车场；建设公共空间
园林景观；完善乡村旅游的配套工程。
（1）拓宽岜独村主要与外界联系道路和进
出各庄主要道路，打通栏独庄与三元庄之间的
断头路、瓶颈路，并形成环路；建设生态停车
场。
（2）打造公共空间园林景观，完善乡村公
园建设、旅游景点。

建筑风貌改造

（3）建设旅游及商业服务等配套工程。
（4）美化村民居住环境，打造广西乡土特色
建设示范村。运用“微花园”“微菜园”“微
果园”等乡土绿化环境整治技术，美化村民居
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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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独村产业发展投资计划表

打 破 “ 千 村 一 面 ”
项

目

产业规模

预计投入资金 拟申请政府贫困
（万元）
补助（万元）

资金来源

运作模式

四季蜜芒种植业

825亩

500

200

蛋鸡养殖业

100亩

1000

100

合作社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山水牛养殖业

8亩

300

100

政府扶贫资金、村民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150

150

政府扶贫

210

210

政府扶贫

2160

760

-

加工业

8个作坊，约18000平方米

资金

龙头企业+村党支部+合作社+ 贫
困户

乡村旅游
扶贫项目

岜独草坪30亩、花海270亩；雕
像1个；观景台1个；自驾车营地
12亩

资金

旅游企业负责开发及运营管理，
村民土地入股，获取劳动工资及
土地分红

合计

-

政府扶贫资金、合作社、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
村民

四、结语
在当前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农村开始展露出广阔的市场前景，由
中央到地方政府不断助力支持，农村脱贫计划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动，
众多企业和创业者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农村这块亟待开垦的肥沃土地上。如何建设好田
园牧歌、秀山丽水、和谐幸福的美丽宜居乡村是村庄规划的终极目标和重点思考的问
题。项目组在编制上林县岜独村村庄规划时，强化了产业发展的地位及作用，明确了
产业选择方向、制订引导计划，积极引导政府及企业实施，为岜独村发展集体经济提
_运用“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等乡土绿化环境整治技
术，美化村民居住环境

供发展思路。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建设，岜独村已形成了由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全面融合
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势态，村庄也由主要满足村民聚落发展中的一种低级形式向独树
特色、环境优美、配套完善、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转变，岜独村村民提前实现了全面
脱贫的新局面。（本文规划图及效果图皆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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