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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e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oved, but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so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new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four types of rural areas proposed in the strategic pla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sued by the state (2018-2022), this 

paper takes Chengdu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rural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further deepe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types, subdivide the rural categories from the four angles of rural characteristic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ural function, and give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ing basi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engdu, scientific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each type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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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发展得到了改善，但是，相较于东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发

展依然滞后，为加快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需要细化分类，明确各类乡村的发展定位，从而制定与之

相匹配的发展策略。国家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了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乡村分类，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成都市的乡村类别再细分，从乡村集聚、城乡融

合、自然和文化、项目影响四个角度，进行了乡村类别的再细分，并给出了相应的定位依据，结合成都市乡村

振兴的成功案例，针对每一类乡村类型提出与之匹配的发展策略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定位,策略选择 

1.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国

家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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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各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也为我国乡村发展指明了方

向。相较于东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发展依然

滞后，需要寻找新思路新方向来进一步加快实现西部

地区乡村振兴的步伐。学者们针对乡村振兴发展也进

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多是针对某一类型乡村发展给出

策略建议，缺乏对整个乡村发展的系统研究，研究点

较为分散，尤其缺乏对我国乡村振兴的一些重要的基

础性问题，如功能定位、特点、分类等进行研究。从

而导致对乡村振兴发展的研究和实际操作缺乏基础

支撑，本文将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1]
成都作为我国西部的重要城市，本文选取对成都市

域内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拟通过乡村功能性分类，

乡村定位发展给出匹配的乡村发展策略选择的建议，

以促进成都市乡村振兴的速度和效率，也能在西部地

区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

 

2.乡村发展定位的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想实现乡村振兴

预期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与当地乡村实际相适应的

政策措施。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统筹

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提到要合理划分县域村庄

类型，对村庄人口变化、区位条件、发展特点进行研

究，明确可以将村庄基本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

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四类。

便于统筹谋划村庄发展。成都市乡村开展分类定位的

较少，乡村分类定位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如何制定更

科学的分类标准？不同类别的乡村怎样准确找到适

宜的振兴发展策略？需要考虑到多个层面的因素。乡

村定位标准的应用，有针对性地选择发展策略，在成

都市实现乡村经济高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可

以为后续乡村振兴打下基础，也能为乡村创新创业提

供保障。
[3]

 

3.乡村振兴战略下成都市乡村类别再细分与

定位 

3.1.研究区概况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地处成都平原，在四川盆

地西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总体地势平坦，河

网分布多，物产丰富、农业发达，属于亚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6 摄氏度，年降雨量 1000 毫

米左右，水资源总量 101.87 亿立方米，总量丰富，

但人均量少。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2°54′—104°

53′，北纬 30°05′— 31°26′之间。现辖有 12

区 3 县 5 市，2019 年成都市常住人口 1658.1 万人，

农村人口为 424.31 万人，占成都市人口 74.41%，第

一产业总产值 1003.3 亿元。 

3.2.乡村类型的划分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我

国乡村类别可以划分为四类，分别是集聚提升类乡

村、城郊融合类乡村、特色保护类乡村、搬迁撤并类

乡村。我国幅员面积辽阔，地形气候等情况多样化，

对于每一个地区需要有更为详细的乡村类别划分标

准，形成一种推广面较大的科学的乡村划分方法。
[4]
 

3.2.1.集聚提升类乡村 

首要目的是为了整合多方资源，实现经济实力最

大化。一类以经济发展较强的行政村，发挥龙头作用，

将周边距离较近，乡村环境特点相似的乡村融为一个

整体，以点带面，实力强的村带动实力相对较弱的村，

促进乡村地区以“面”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一类是

以地区性特点，以中心地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完善的乡

村为主，串联周边边远乡村、规模较小的乡村、实力

较弱的乡村，形成区域性乡村网络结构，联动多乡村

联合发展。 

3.2.2.城郊融合类 

乡村距离城镇较近，可以在发展中享受到城镇发

达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更快地融入到城镇

建设中，加快实现乡村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率，改善

乡村经济发展面貌。此类乡村符合城乡融合的条件，

不具有其他类型乡村的特点，可以承接城镇产业链和

配套企业，为优化城镇建设分担空间压力，也能逐步

纳入城乡发展统一规划中，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 

3.2.3.特色保护类乡村 

概念较为宽泛，可以依据我国特色乡村收录名单

加以确认，如传统文化乡村、少数民族特色乡村、特

色自然景观乡村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还具有

独特的文化景观气息，可以利用本村的特色优势，进

行开发利用。除此之外，能够被当地认定为特色文化

乡村的，同样应当纳入保护，在得到妥善保护的前提

下，开发利用，提振此类乡村经济。
[5]
 

3.2.4.搬迁撤并类乡村 

主要有生态环境较为恶劣、人口流失严重、自然

灾害多发、因重大工程项目需要搬迁的乡村地区，这

类乡村普遍经济发展滞后，需要易地扶贫搬迁，这都

需要以当地政府部门进行科学界定为准。在一些特殊

情况下，需要搬迁撤并的乡村也应该纳入此类乡村名

单中。 

3.3.成都市乡村类别的再细分和定位依据     

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

出的我国乡村基本类别，但是，不同地区存在着不一

样的乡村发展情况，就算同一类别中相适应的乡村发

展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必须基于成都市乡村的实

际情况，再细分乡村的发展类别，以符合成都市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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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明确乡村发展具体定位，并给出相匹配的策

略建议。在四类基本类别下，以成都市交通便利、乡

村发展较快、城乡融合较好等特点，对四类中每一类

别进行再细化分类，集聚提升类乡村（A）再细化为

龙头集聚型（A1）、偏远型（A2）、交通优势型（A3）、

其他特殊情况（A4）四小类；城郊融合类乡村（B）

再细化为城镇郊区型（B1）、城镇驻地型（B2）、其

他特殊情况（B3）三小类；特色保护类乡村（C）再

细化为自然景观乡村（C1）、中华文化乡村（C2）、

农业特色品牌乡村（C3）三小类；搬迁撤并类乡村（D）

再细化为土地整合类（D1）、重大项目型乡村（D2）

两小类。一共 12 小类。乡村的定位再细分和细分依

据见表 1 所示： 

表 1 乡村的细分类别和依据 

乡村

类别 

乡村类别

再细分 
定位依据 

集聚

提升

类乡

村(A) 

龙头集聚

型乡村

(A1) 

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经济发展

较好，有龙头产业带动，乡村

区域优势明显 

偏远型乡

村(A2) 

分布在周边乡村稀少、地理位

置距离乡镇较远、地势较高交

通不便的地方 

交通优势

型乡村

(A3) 

相对于周边乡村而言，处于交

通网络较为密集，与主干道或

次干道距离较近，具有交通枢

纽特点的乡村 

其它情况

(A4) 

乡村发展基本稳定，不具有较

大的独特发展潜力，可以与周

边形成集聚的乡村 

城郊

融合

类乡

村(B) 

城镇郊区

型乡村

(B1) 

地理位置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乡

村，属于城镇郊区、待发展或

处于远期规划区域 

城镇驻地

型乡村

(B2) 

位于城镇城区范围内的乡村社

区 

其他情况

(B3) 
具备与城镇融合发展的乡村 

特色

保护

类乡

村(C) 

自然景观

乡村(C1) 

收录到“全国美丽乡村”“全

国特色景观名村”中的乡村 

中华文化

乡村(C2) 

收录到“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中的乡村 

农业特色

品牌乡村

(C3) 

收录到“一村一品”“全国特

色村庄”中的乡村 

搬迁

撤并

类乡

村(D) 

土地整合

类(D1) 

因项目实施需要，需要对乡村

土地进行重新整合，统筹规划。 

重大项目

型乡村

(D2) 

因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导致乡

村范围和布局发生改变 

3.4.基于乡村再细分类别的成都市乡村定位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

出我国乡村类别可以划分为四类。以成都市域乡村的

基本情况进行二级细化分类，构建了乡村分类概念模

型。尽可能地能够涵盖成都市所有乡村。在进行乡村

归类时，通过图 1（乡村分类模型）分别对应，判断

出乡村类别，为后续策略的对应选择提供依据。 

其中，在这 12 小类的乡村类别中，符合 A1 的有

郫都区新民场镇下辖的多个乡村，这些乡村都有苗木

龙头企业和农业发展公司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A2

有简阳市老龙村，地处偏远，需要科学探寻发展方法；

A3 有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湾村，地处交通要道，且 

 

图 1 乡村分类模型 

距离高速出口较近；A4 主要针对于不具有 A 类

其他小类乡村特点，但可以与周边乡村形成集聚效应

的乡村。B1 有温江区岷江村、天星村，距离周边一

个或多个城市较近，具有城镇郊区的特征。B2 有龙

泉驿区大面街道下辖师大社区和龙安社区，地处城镇

社区政府驻地，有着区位优势。B3 主要针对不处于

郊区，不是政府驻地，但距离城市很近，可以与城市

发展相融合的乡村，需要特殊考虑。C1 有大邑县西

岭镇下辖 6 个行政村，地处风景区内或周边，能够依

靠着风景区发展。C2 有青白江区光明村，有过街莲

萧、板凳龙非物质文化遗产，蒲江县仙阁村有飞山腰

鼓、寒山染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

征。C3 有新都区农和村，凭借传统的面粉产业，创

立特色品牌“北峰面粉”提高品牌效应。D1 有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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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盛镇下辖乡村，整理土地，合理规划，发展田园

综合体。D2 有郫都区西华街道下辖社区，因新建大

学、高速等重大项目，使得村社区进行重新规划建设。 

由于成都市村社区数量较大，本文对每一小类进

行举例证明，为后续成都市提供乡村分类方法，使各

个乡村社区在制定发展策略之前，能为乡村进行精确

定位。 

4.基于再细分类别的成都市乡村发展策略建

议 

4.1.集聚提升类 

4.1.1.龙头集聚型 

郫都区新民场镇下辖的多个乡村在成都市现代

苗木科技公司的带动下，针对多种植株进行栽培，形

成独具一派的“川派”造型植株。成都市花中花农业

公司在新津区宝墩村建设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公司

粮食稻谷产品和食用油产品的供应基地。 

此类乡村在龙头企业的优势推动下，利用本村土

地集中生产，既发挥了土地效益，也提升了村民的就

业率，在龙头企业扩大生产的情况下，本村可联合邻

近和村落情况类似的乡村，形成龙头企业集聚型乡

村，让周边乡村也乘上龙头企业的快车，以一个村的

龙头企业，辐射到一片地区的乡村，满足龙头企业扩

大生产的需要，也实现了更多邻近和类似情况的乡

村，提速乡村振兴，实现了互利共赢。 

4.1.2.偏远型 

简阳市老龙村，地处偏远，没有特色产业，没有

地区优势，通过老龙乡招商引资，在下辖包括老龙村

在内的多个乡村，实现抱团振兴，集中发展有机农产

品种植，形成多家蔬菜水果合作社，改善了偏远地区

乡村发展情况。 

此类乡村要在合作抱团的基础上，首先完善当地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招商引资，抱团致富提供

前提条件，偏远型乡村多为所属乡镇偏远，下辖多个

乡村也就都存在着地处偏远，得不到有效发展的情

况，因此，抱团形成联合体是关键，统一多方面的政

策，能在招商中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统一

的价格，统一的承包期限和规则，能为相关企业的进

驻减少很多的阻碍。 

4.1.3.交通优势型 

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湾村地处成都第二绕城高

速旁，周边多条大道相连，形成了村道乡道城市主干

道和高速的紧密相连，为十八湾村特色食用菌产业园

区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料和成品运输都能方

便快捷的进出成都市，节省了距离和时间。 

此类乡村多处于交通要道、交通枢纽、交通网络

密集区附近，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可联合周边

同样具有交通优势的其他乡村或者邻近但不具有相

同优势的乡村，打通交通连接线，将优势主村落与周

边乡村紧密相连，提升周边乡村的交通优势，使企业

愿意进驻，当地农产品能够快速到达市场，为合作社

和创新产业的出现提供基础。
[6]
 

4.1.4.其他情况 

成都市存在着以上情况都不具有的乡村，但依然

能够与周边有事乡村进行集聚的特点，需要考虑到此

类乡村的集聚发展。 

4.2.城郊融合类 

4.2.1.城镇郊区型 

温江区岷江村、天星村等村落，地处温江区城区

周围，距离城区很近，依靠城区人口多，日常休闲娱

乐的契机，整合本村土地资源，集中连片开发，依托

温江区北林绿道沿线，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打造田园

生态综合体项目、休闲观光项目，吸引城区人口转移

到本村休闲娱乐，创造经济收入，扩大乡村旅游影响

力。 

此类乡村距离城区较近，市场大，可探寻城市中

没有的自然风光项目，为城区人口提供闲暇时光休闲

娱乐的去处，打造本村特点的，例如：桂花休闲村、

民俗手工艺村、田园酒店等项目。既能够优化本村人

居生态环境，也能够提振乡村经济和区域影响力，吸

引更多游客。
[7]
 

4.2.2.城镇驻地型 

龙泉驿区大面街道下辖师大社区和龙安社区，积

极营造社区环境，加强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强化在大

面街道区域内的中心地位，并积极拓展公司企业的入

驻，丰富社区娱乐生活，增强社区在市场竞争中的实

力。 

此类乡村社区处于城镇中，拥有良好的发展环

境，需要在人居环境治理上积极创新，在治理中显特

色，在特色治理的基础上谋发展，积极引进农业产业

链，吸纳周边乡村人力资源和原材料，提高城镇化率

和整体综合实力。
[8]
 

4.2.3.其他情况 

在靠近城镇的乡村中，存在着既不属于郊区，也

不属于政府驻地的乡村社区，但是，依然具有与城镇

融合发展的特点，需要针对此类情况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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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特色保护类 

4.3.1.自然景观类 

大邑县西岭镇下辖 6 个行政村，位于西岭雪山风

景区及附近，海拔较高，但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全

镇村村通公路，依靠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在

深化旅游行业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优化风景区及沿线环境，打造出良好的景区口碑。 

此类乡村可依托自然资源，包括自然风光、生态

农产品和配套服务业的开发，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

下，从多方面挖掘自然资源，为乡村经济的提振创造

动力。 

 
图 2 乡村策略选择模型 

4.3.2.中华文化类 

青白江区光明村有过街莲萧、板凳龙非物质文化

遗产，蒲江县仙阁村有飞山腰鼓、寒山染坊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些乡村积极保护传统技艺，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宣传本村遗产特色，组建相应的非物质文化

队伍，加强本村文化遗产影响力，吸引游客前来感受

文化的魅力。 

这类乡村应当抓住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和传承性，

由于现代生活中已经较少能够了解到此类文化特色，

要更好发挥文化遗产的魅力，需要从物质和非物质双

重创新，延伸出附加值产品，增强文化遗产吸引力，

按照文化特色整体打造本村落，与现代技艺相融合，

在乡村生活气息中处处体现，赋予本村文化印记。
[9]
 

4.3.3.农业特色品牌类 

新都区农和村在面粉发展上起步较早，已经形成

了一条较为先进的生产线，并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北

峰面粉”，该公司生产能力强，有着较大的种植基地，

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并始终坚持产地质量把关，

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此类乡村有着自身的农产品特色，例如：香梨、

富硒西瓜、豆腐等农产品，挖掘本村产品的独特点，

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吸引点，创立自己的品牌，放

大特色农产品的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增加收

益。 

4.4.搬迁撤并类 

4.4.1.土地整合类 

温江区和盛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实施，需要整合大

量土地资源，但又面临着民居分散面大，不易利用土

地的问题，因此，开展了土地整合，重新合理规划使

用土地，集中开发田园综合体项目，实现经济收益。 

此类乡村由于民居和土地划分等原因，导致项目

实施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为了提振乡村经济，尽

快落地落地落实乡村振兴项目，就需要统筹规划，建

立村民集中安置区，重新布置土地使用方式，高效发

挥土地利用价值。
[10]

 

4.4.2.重大项目开发类 

郫都区西华街道下辖社区，因大学建设、高速高

铁建设等重大项目，对原多个村落进行了整合，部分

民居搬迁，顺利实施重大项目建设。 

此类乡村在项目实施的影响下，乡村格局和环境

发生较大的改变，与此同时，发展类型也由传统农业

耕作转变为城镇服务业等相关配套服务上，这类乡村

应抓住城镇融合机会，围绕项目开展新的乡村项目，

创造收益。 

5.结论 

（1）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想实现乡

村振兴预期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与当地乡村实际相

适应的政策措施。本研究立足于四川省成都市域内，

通过对成都市不同地域的乡村特点进行分析，准确定

位出几类乡村类型，为后续政策措施的制定做好前

提，进行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实现乡村振兴的预期目

标。现如今，对成都市乡村开展分类定位的较少，乡

村分类定位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如何制定更科学的分

类标准，不同类别的乡村怎样准确找到适宜的振兴发

展策略，至关重要。通过进一步细化乡村类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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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乡村定位 4大类 12小类的乡村类别划分体系，

明确了针对不同乡村的定位识别方法，构建了分类模

型，以及每一类乡村所对应的策略选择模型。 

（2）在构建基本乡村定位的分析中，主要考虑

成都市乡村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类别特征的确

定，由于成都市乡村社区数量多，本文以举例的方式，

对构建的乡村定位模型中的每一类做出参照，未全部

分类。另一方面，部分乡村存在各种特殊情况，在参

照本文提出的乡村分类模型和策略选择模型时，同样

需要根据本村的特殊情况加以调整，不能完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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