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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规划中,小城镇作为对农村和城市进行衔接的重要桥梁,也是城市经济辐射农村经济的重
要途径之一,更是改善农村地区文化生活、经济水平的核心,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向上连接城市,
向下带动农村,在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平衡发展等相关工作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基于生态
理念的影响,小城镇规划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对生态理念的运用,明确区域生态建设重点内容以及经济发
展方向,寻找出适合小城镇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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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in Smal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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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mall towns, as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re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urban economy to radiate the rural economy, and are the core of
improving the cultural life and economic level of rural areas. As a link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ey connect the city upward and drive the countryside downward, a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value in
further promoting th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ncepts, small towns planning also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use of ecological concepts, clarify
the key conten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d a
suita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smal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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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小城镇建设已经获得了十分可观的

1.1开发过度无序

建设成果,将苏南地区作为代表的大批量小城镇,将其发展侧重

小城镇的招商引资工作,是确保其实现经济发展的重点工

点放置在了乡镇工业上,已经从初始的工业小作坊,走向了规模

作内容之一,但是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会导致生态问题层

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之路。而在工业化发展的影响之下,小城镇面

出不穷。过度关注招商引资,忽略了当地相关政策的规定,招商

貌也出现了颠覆性转变,成为现代化的舒适居住地。但是在早期

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多为短期性；招商引资大多数过度开发当

粗放式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发展缺乏战略规

前地区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林地资源,导致小城镇发展经济需

划,基础设施不够健全,针对环境问题不够关注和重视,很多小

要将牺牲生态资源作为条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不符合可持续

城镇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现象较为突

发展理念,尤其是对于个别小城镇来说,过度发展当地的化工经

出,同时有逐步恶化的发展趋势,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对小城镇

济、服装经济和石材加工经济,往往会浪费和牺牲更多的生态自

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为

然资源,导致当地的产业发展迈入到了发展误区,无法真正地起

了进一步解决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生态经济存在的矛

到产业发展的带头作用；对资源的过度整合,导致小城镇的经济

盾和冲突,需要基于生态理念,明确小城镇的区域生态建设重点,

无序竞争问题日渐加剧。开发区成为小城镇招商引资的主战场,

并将此作为依托,将生态小镇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为小城

也是引起资本展开竞争的重要阵地。这些年来,我国小城镇开发

镇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区的高速发展和建设,支撑了当地经济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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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开发地区多为低层次,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发较少,导致资源

2.2旅游服务型小城镇

被严重浪费,甚至引发恶意无序竞争。

2.2.1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

1.2公共配套滞后

旅游服务型小城镇具备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环境,自有其

综合实践,目前我国小城镇的城镇规划大多数都是各自为

独具特色的娱乐、外部休闲环境,人文环境较为完善,当地居民

政,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较为碎片化,布局较为分散,无法对土地

有着较为浓厚的生态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并

资源进行深度整合,给排水以及供电等小城镇基础配套设施不

已经初步建设生态自然环境保护措施、人性化旅游服务项目,

够完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公共文化、卫生以及环保基础设施

当地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和建设,带动了旅游产品的产业链发展,

建设明显不足,污水和垃圾的综合处理率不达标准,文化设施建

促使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人们素质较高。因此在生态环

[1]
设无法满足城镇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个别村镇在基础设施

境建设重点上,需要综合当前地区的区域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

上资源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对社会企业的吸引力,导致地方经济

要展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重点突出历史文物环境的保护率；

的发展受到制约。尤其是在个别村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资金来

提升旅游资源保护率；保障旅游资源环境达标；提高自然保护

源主要靠村集体和村民支持,缺乏来自国家层次上的稳定财政

区面积；而对于沿海地区,则需要重点突出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以

资源投入,导致村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明显滞后。

及海域环境功能达标率。

1.3环境脏乱落后

2.2.2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环境优良是对村镇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但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上,主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

是在实践中,人们大多只关注经济的发展,缺乏对环境保护的关

发展当地的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如,将旅游行业的发展侧重

注,认为地球的承载力无限,或是认为自己这一代地球不会毁灭,

点放在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旅游区；二是全面推动旅游服务行业

对污染物肆意地制造、排放,将牺牲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作为

的进步,实现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进步,共同发展；三是

代价。村镇地区环境脏乱差,环保意识不足,到处可以看见垃圾

积极吸引外资,以促使旅游服务行业发展规模得以扩大,并带动

堆放地、污水排放地,电线乱拉,管道随便乱铺,虽然建设新农村,

信息和交通服务行业的发展和进步,推动当前地区区域经济实

却未建设新风貌。个别村庄甚至变成了重度工业污染企业的污

现飞跃式的进步。

染物排放地。尤其是近些年来,水污染问题越发严重,而水是万

2.3民俗文化型小城镇

物生命之源,水资源的污染,也对村镇地区的居民生命安全带来

2.3.1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

了威胁。

民俗文化小镇具备较为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历史文物

2 小城镇区域生态建设重点及经济发展方向

保护环境,人文环境较为完善,并已形成人性化的旅游服务项目,

2.1工业开发型小城镇

人文素质较高,可带动当前地区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因此在

2.1.1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

生态环境的建设重点上,需要将其侧重点放置在制定出城镇区

在工业开发型小镇中,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十

域生态环境建设体系,并对以下内容进行重点突出：历史文物的

分清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步,对农村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保护率；旅游资源项目的保护水平；旅游环境的达标水平。

的基础,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缓解了当地农村劳动力过剩问

2.3.2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题,并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上,和旅游服务质量小城镇高度相似：

也可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因此,

一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旅

在其生态环境建设重点上,需要基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构建

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带动当前地区产业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指标体系,并着重突出以下指标：乡镇企

和优化；实现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将旅

业在污染整治上的达标率；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源排放的达标率；

游服务行业的侧重点放置在历史文物保护和人文环境上。

固体废物垃圾的综合处置率以及固废综合利用率；节水措施的
[2]

普及率；农业领域发展的水资源综合利用达标率 。
2.1.2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2.4生态农业型小城镇
2.4.1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
生态农业型小城镇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生态农业的发展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

和进步,实现了农业经济的生态系统建设,并通过对农业结构的

市场作为导向,将进一步实现当地工业开发作为主导,构建出独

调整和优化,改善农业领域的发展效益。通过农产品的物质循

具自身小城镇特色的支柱性产业；二是将工业领域的发展规划

环、深层次加工,促使农业经济增产增值,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

做好管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区域生态环境；三是将实现生态经

态环境,除了保障农产品生产的安全性,更是优化了当地的生态

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作为核心目标,对传统工业型产业

环境。并通过对农业领域发展废物的资源利用,保障农业生产的

[3]
进行改造、升级,综合技术水平实现污染防治 ；四是进一步加

清洁化,使得农业环境得到提升。因此在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内

速当地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脚步,积极践行循环经济和绿色

容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综合考量小城镇区域生态

环保目标,推动当地企业积极迎合时代的发展需求。

环境规划和落实；将进一步构建出高产稳产农田作为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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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为完善的农田生态建设工程体系；对水土流失问题、土

可持续发展作为小城镇区域生态规划的重点内容,对当地的旅

地沙漠化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现代化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游资源展开深入挖掘,实现生态环境和旅游景点发展的深度融

工程；将环境污染整治放置在重点位置,建设区域生态小镇。

合,以推动第三产业全面进步；保留原有文化特征,满足城市人

2.4.2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群追求恬静、自然小城镇环境,释放心理压力这一需求,让人们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一

可以在小城镇中感受到和大城市截然不同的城镇文化,真正的

是围绕生态适应性这一原则,以及市场行业的发展需求,对于有

实现返璞归真；旅游规划需要将环境保护作为前提,确保旅游资

必要的产业和种群,对其结构进行综合调整,其主要目标就在于,

源得以有效维护,实现可持续利用；提倡自然景观,尽量减少大

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确保小城镇走上可持续发展之

规模人工服务设施的建设,就地取材,展现出自然景观之美。

路；二是通过对小城镇农业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发展

3.3注意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践行循环经济发展

独具当地特色的特色农业、节水农业以及生态型农业；三是形

就现状来说,我国大多数小城镇的区域生态建设暂未形成

成独具生态特色、出口能力更强、无污染、无公害、更为安

可持续发展战略,产业发展较为凌乱,布局结构不够合理,无法

全的优质农产品；四是在小城镇全方位推广生态经济生产技

真正地提升生态效益。因此需要将循环经济理念作为核心,对产

术；五是将生态农业作为核心,对一、二、三产业进行协调,

业发展进行有效引导。在发展时,需要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以保障当地区域经济实现健康稳定

可持续化、循环利用化,实现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

4 结论

的良性循环。

3 讨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自我国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理念之

小城镇的经济发展不可将牺牲当地生态自然环境作为代价,

后,对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清晰的指引。未来,小城镇成

实现经济和生态建设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进步,因此在小城镇

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城市经济向农村地区覆盖的重

区域生态的建设过程中,在保障经济得以提升的前提下,需要从

要纽带,将生态理念融入到小城镇的区域生态建设规划中,其重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要作用不言而喻,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深

3.1始终坚持生态优先这一原则

度融合,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价值更高的生态效

这对小城镇进行规划时,应该综合当地的自然经济发展格

益。因此,需要把握未来小城镇区域生态建设的重点内容以及对

局以及历史地貌优势和产业结构,对原有地进行充分运用,实现

应的经济发展方向,基于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建设,制定出不同的

和农田保护区之间的协调,尽量选择薄地、荒地,并和现有建设

发展规划,以推动小城镇走上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用地进行协调；在进一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过程中,兼顾
小城镇生态发展格局,并基于小城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落实
更为严格的土地管理机制,以优化小城镇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
用水平；综合运用各类节能技术、节地技术,将其侧重点放置在
发展低碳小城镇上,构建出资源节约型小城镇,以推动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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