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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测算与时序分区
杨悉廉 1,2，杨齐祺 3，周兵兵 1，吕立刚 1，王慎敏 4，金晓斌 1，周寅康 1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93； 2. 安徽省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合肥 230022； 3. 山东农业大学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泰安 271018；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学院，南京 210044）

摘 要：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关系到区域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而充分调动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则是其关键。
该文以如皋市为例，依据政策指标法测算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并基于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构建农村居
民点整理优先度判别矩阵，提出反映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区域重要性指数与紧迫性指数及评
价方法，从各镇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程度出发对如皋市 20 个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
优先度进行判别，并进行时序分区，并针对各分区提出统筹建议。结果表明：1）如皋市未来 9 a 农村居民点整理
的现实潜力为 14 859.87 hm2，占现有农村居民点面积的 46.73%和理论整理潜力的 56.71%，各镇现实整理潜力之
间具有明显差异，以长江镇和如城镇为最大，均超过 1 000 hm2；2）如皋市 20 个乡镇可被划分为优先整理区、次
先整理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 4 类，其中优先整理区现实整理潜力达 3 598.04 hm2，次先整理区为 926.87 hm2，
后先整理区达 4 539.31 hm2，末先整理区为 5 435.64 hm2，仅优先整理区和次先整理区的总现实整理潜力就能满足
如皋市未来 9 a 发展可能的建设用地需求；3）建议对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予以资金扶持与指标倾斜，
对次先整理区予以指标激励，对后先整理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并重，而对末先整理区以政策引导为主即可。该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县、镇 2 级政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积极性，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居民点整
理项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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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能够优化农村居民
点空间布局和有效补充耕地资源，是化解当前中国
土地利用矛盾的必然选择[1]，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
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2-3]，更是顺利
实现区域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基础[4-6]。现阶
段，随着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践和“万村
整治”工程等试点工作的陆续推进，农村居民点整
理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诸多学者分别就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内涵与依据[7-8]，工程实施的整理
潜力测算[3,9-14]、整理类型分区[5,15-18]与整理模式划
分[4,19-21]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研究。如曲衍波等[10]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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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提出了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的现实
修正政策指标法，统筹考虑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
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
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 5 个方面因素的限制性；李
乐等 [4]统筹考虑城市、产业、交通、生态规划的外
部性建立规划导向度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从规划导
向视角对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了类型分区
研究；刘彦随等[7]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
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
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理论，总结了农村土地整治
特别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
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和统筹协同决策
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机制。
近年来，少数学者逐渐关注农村居民点整理过
程中的时序分区问题，如汤永玲等 [22]和邸少楠 [23]
从整理后的预期效益、整理的客观可行性与主观可
行性 3 个方面分别用 14 个指标和 10 个指标就研究
区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度进行了定量评
价，林常春等[24]从河北卢龙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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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自然条件、经济可行度、迫切度和接受度 4 个
方面 13 个指标构建时序分区指标体系，曲衍波等[25]
主要根据北京市平谷区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类
型和补充耕地潜力等级两方面进行了组合式时序
分区研究，孙宇杰等[26]则从整理迫切度和整理可行
度两方面 10 个指标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开展
了县级尺度时序分区。但实际上，现有时序分区的
相关研究多是基于适宜性评价思路得到一个综合
分值的一维综合排序法，且忽视不同分区间农村居
民点整理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潜力测算间的衔接也
不够。
因此，本文以江苏省如皋市为例，在对各乡镇农
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管理学领域中影响广泛的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从区域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 2 个维度定量研
究县域农居点整理的时序分区，并提出相应的统筹协
调建议，以期为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居民
点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一定决策依据。

1

2013 年

（2006－2020 年）中，上级核定如皋市 2010－2020
年可使用的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仅
1 293.10 hm2，扣除 2010 年和 2011 年批准的新增建
设用地 1 023.13 hm2，如皋市未来 9a 间剩余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仅为 269.97 hm2。因此若不大力推
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将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如 图 1 所 示 ， 如 皋 市 （ 32°00' ～ 32°30'N 、
120°20'～120°50'E）地处江苏省南部，南靠长江，
东临南黄海，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核
心区北翼，是上海都市圈内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港
口城市。全市共 20 个镇，总面积 1 576 km2（不含
长江水面），其中市区面积 35 km2；2011 年全市总
人口 141.21 万，其中城镇人口 67.29 万人；地区生
产总值 520.67 亿元，人均 GDP34296 元，一、二、
三产业增加值结构为 9.0:55.5:35.5。根据《如皋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5 年末如皋市 GDP 应达到 1 200 亿，人均 GDP
达 8 万元，基本进入后工业化与高度城镇化的中高
度发达阶段。综合来看，当前如皋市正处于城镇化、
工业化与区域转型发展的加速期。因此，如皋市区
域土地的利用转型至关重要。
2011 年如皋市农用地 104 445.15 hm2，占土地
总面积 66.26%；建设用地 39 090.12 hm2，占土地
总面积的 24.80%；其他用地 14 097.97 hm2，占土
地总面积 8.94%。城乡建设用地计 35 218.89 hm2，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22.34% ； 其 中 农 村 建 设 用 地
31 599.70 hm2，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 89.72%。区
域土地利用的基本特点为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利用
率为 91.06%；农村建设用地占比过大，城镇工矿用
地快速增长；土地利用结构地区差异较大，协调程
度有待提高；土地利用的生态压力逐渐增大，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在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Fig.1

1.2

图 1 如皋市区位与行政区划
Lo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Rugao city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1:10 000 如皋市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如皋市土地利用变更
数据库；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1 年如皋市度统
计年鉴》；涉及到的规划数据来源于如皋市国土资
源局提供的如皋市及其 20 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和《如皋市十二五国土资源
开发与保护规划》，以及如皋市发改委提供的《如
皋市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方案》；此外，还综
合参考了《如皋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如皋市“十二五”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和《如皋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8－
2020 年》等规划数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各镇
2020 年人口数根据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适
当调整，调整方法为若 2010 年该镇实际人口数 P
超过规划预测人口数 Pi2010 则将其调整为 Pi2020×
P/Pi2010，其中 Pi2020 为原规划预测 2020 年 i 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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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若 2010 年该镇实际人口数 P 不超过规划预测人
口数 Pi2010 则不予调整，取规划预测值。各镇 2020 年
GDP 预期值根据同样方法适当调整得到，结合 2011
年各镇 GDP 产值可算各镇至 2020 年的预期 GDP 增
量。基于 ArcGIS 9.3 软件对各空间数据进行格式转换
和单位换算等，通过 Fragstats 3.3 软件对栅格化后
（30 m×30 m）的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景观格局分析，
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由 excel 2010 软件进行单位换算与
指标计算，最终建立各镇综合属性数据库。

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如图 2 所示，文章首先根据政策指标法测算如
皋市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再计算各乡
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修正系数，进而测算
各乡镇未来 9 a 内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然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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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于农村居民点潜力测算结果构建各乡镇进行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重要性指数，并依据各乡镇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推力与规划拉力构建乡镇进
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紧迫性指数计算；最后基
于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按照各乡镇进行农村居民点
整理的区域重要性指数与紧迫性指数，划定如皋市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时序分区，并初步提出各分区农
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统筹建议。
2.1 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的测算方法
2.1.1 理论整理潜力的测算
依据《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手册》中规定的
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可得如皋市各镇农村居民点
整理的理论潜力，公式为
Qi = Qi 0 − Pit × S
（1）
式中，Qi 为 i 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hm2；
Qi0 为该镇 2011 年现状农村居民点面积，hm2；Pit
为 i 镇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末期 2020a 的农村人口
数，人；S 为人均建设用地标准，m2/人，本文取《村
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中农村居民点人均
建设用地标准 60～140 m2/人的上限值 140 m2/人。
2.1.2 现实修正系数的计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实现程度受区域经济、
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条件的综合影响，综合周克昊
本
等[3]和曲衍波等[10]建立的修正系数测算指标体系，
文构建如表 1 所示的现实修正系数评价指标体系。

图 2 研究技术路线图
Research technology roadmap

表 1 基于经济-自然-社会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限制性修正系数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restrictive correction coeffici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economy-nature-society
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
经济保障能力
自然基础条件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人均 GDP/(元·人-1)

正向/逆向
Positive or negative
+

权重值
Weight
0.0274

可用财政收入/万元

+

0.0821

农村居民点平均聚居规模/m2

-

0.1030

农村居民点聚集度

-

0.2060

-2

社会潜在风险

单位宅基地居住人口数/(人·hm )

-

0.3312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1)

+

0.1937

人均移动电话数量/(部·人-1)

-

0.0566

注：正向是指表中指标层的指标值越大则综合评价分值越大，负向则反之。
Note: “+” means the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otal evaluation score, and “-”has the opposite meaning.

表 1 中，经济保障能力表示地方政府投资能力，
本文选取人均 GDP 与可用财政收入 2 个指标加以
表征[10]。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涉及房屋拆迁补偿、农
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农村居民点建设和土地复垦
等的大投资社会工程[11]。镇人均 GDP 越大，则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可用财政收入越多，则该镇
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资金动员能力越强。由于现
阶段如皋市土地整理项目的资金来源以国家投资
或省级投资等上级部门投资为主，因此，地方政府

投资能力对镇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经济限制性不
是首要限制性因素。
自然基础条件表示区域自然条件的限制性,本文
选取农村居民点平均聚居规模与农村居民点聚集度
2 个指标予以表征。如皋市以平原地形为主，经坡度
分析发现各镇现状农村居民点的平均坡度都不超过
1.5°，因此自然限制性因素主要考虑现状农村居民点
的空间布局。农村居民点平均聚居规模越大、农村
居民点聚集度越高，则认为进行农村居民点拆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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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难度越大、自然限制性越强；因为农村居民点
平均聚居规模与聚集度越大，则越宜于发展为重点
建设居民点，相对而言整理难度要大[19]。
社会潜在风险表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社
会接受性，本文选取单位宅基地居住人口数、农民
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移动电话数量 3 个指标加以表
征。根据社会物理学中牛文元院士所提出的社会燃
烧理论[27]，单位面积农居点居住人口数越多则安置
难度越大、潜在风险源越多，则农村居民点整理的
潜在风险越大；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则风险耐受阈
值越大，相应拆迁风险越小；而人均移动电话数量
越多，表示信息传播速度越大，则拆迁难度越大[28]。
对各指标值进行极差标准化，并基于 MCE 1.0
软件由层次分析法得到各指标权重。最终 i 镇进行农
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修正系数 Mi 的计算公式如下

2013 年

需求考虑。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涉及县级与镇
级 2 个层面的行为主体，以及整理工程相关的资金
筹措与可能的挂钩指标分配问题。从县级层面行为
主体的角度出发，针对各镇的不同情况，合理地安
排各项农村居民点整理工程的镇间空间布局及相
关的资金、指标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村居民点
镇级行为主体的整理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县级行为
主体有限的资金、指标的高效利用。

7

M i = ∑ Cm × Wm

（2）

m =1

式中，Cm 表示第 m 个指标极差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Wm 为其相应的指标权重。
2.1.3 现实整理潜力的测算
将各乡镇理论整理潜力用现实修正系数修正，
即可得到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整理潜力（qi，
hm2）。公式为
7

qi = Qi × M i = (Qi 0 − Pit × S ) × ∑ Cm × Wm

（3）

m =1

2.2 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时序分区方法
2.2.1 时间管理优先矩阵
时间管理优先矩阵，即艾森豪威尔时间管理模
型。它根据待处理各事项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而
将其划分为轻重缓急各不同的 4 类，其中重要性是
指与总体目标密切相关、关乎到总目标能否实现，
紧迫性是指必须立即处理、难以拖延。根据该模型，
紧迫且重要事项应该首先处理；紧迫但不重要事项
其次处理，但应能尽量交给他人去做；重要不紧迫
事项应该善加规划，注重引导和预防；不重要不紧
迫事项可以暂时缓做。在空间分异与区域统筹等相
关研究中，时间管理优先矩阵已得到一定运用[29-30]。
根据时间管理优先矩阵的基本思想，构建图 3
所示的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度判别矩阵。根
据各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与紧迫
性，可以将各乡镇分为Ⅰ、Ⅱ、Ⅲ、Ⅳ级不同优先
度整理区，即：优先整理区、次先整理区、后先整
理区和末先整理区。其中，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
相对重要性，是针对如皋市县级层面的农村居民点
整理目标任务而言的；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
紧迫性，更多地是针对于镇级层面各镇的用地发展

Fig.3

图 3 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矩阵
Prioritization matrix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2.2.2 农居点整理区域重要性的测算
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本文用各
镇现实整理潜力占全县域总现实潜力的比例来表
征，所占比例越高说明从县级层面上看该镇的农村
居民点整理对完成全县整理目标任务越重要，构建
如下测度公式
20

RI i = qi / average(qi ) = 100% × qi × 20 / ∑ qi（4）
i =1

式中，RIi 为 i 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重要性指数；qi
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hm2；average(qi)为
如皋市 20 个镇平均的现实整理潜力大小，hm2。RIi
值大于 100%说明该镇为相对重要的农村居民点整
理乡镇，反之则为相对不重要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乡
镇。越重要的乡镇，越应拨付资金以投资项目开展，
甚至进行奖励；而相对不重要的乡镇，由于其对完
成全如皋市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任务的影响不大，可
以后先考虑。
为对不同时序分区进行比较，计算各分区所包
含乡镇的平均重要性指数 ZRIp，公式如下

ZRI p =

1 k
∑ RIi，p = 1, 2,3, 4
k i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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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RIj 为第 p 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均重要
性指数；p=1，2，3，4 分别表示优先整理区、次先
整理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等 4 个不同的时
序分区；k 为 p 分区所包含的乡镇数量，依据图 3
判别分析得到。
Table 2
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

现状发展推力

规划发展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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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农居点整理区域紧迫性的测算
为测度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紧迫性，本
文从现状与预期两个方面考虑，借鉴刘玉等[5]、孙
宇杰等[26]、林常春等[24]和李乐等[4]所选指标，构建
农村居民点整理迫切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迫切度评价指标体系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urgent degree of region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1)

正向/逆向*
Positive or negative
+

权重值
Weight
0.1419

粮食播种面积平均单产/(t·hm-2)

+

0.0918

非农就业比例/%

+

0.0865

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

0.1277

农村改革试验规划导向度

+

0.1723

预期 GDP 增量/万元

+

0.0731

补充耕地任务量/hm2

+

0.1602

预期新增城镇工矿用地规模/hm2

+

0.1465

注：正向是指表中指标层的指标值越大则综合评价分值越大，负向则反之。
Note: “+” means the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otal evaluation score, and “-”has the opposite meaning.

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主要驱动因素来自多
个方面，就其现状影响因素而言，1）区域粮食安
全与耕地保护任务需求农村居民点整理以补充耕
地，本文以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平均单产
来表征，区域耕地资源越紧缺则补充耕地的现实需
求越强，粮食播种面积平均单产越大则开展农村居
民点整理的动力越强；2）区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
设需求农村居民点整理与空间布局优化，本文以非
农就业比例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
例来表征，非农就业比例越大则城镇化动力越强，
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越大则土
地城镇化速度越滞后，因此二者指标值越大则区域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性越强。
另一方面，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更多地受
到乡镇规划发展目标的影响，就其规划相关的主要
影响因素而言，1）总体的发展导向，2）主要的用
地规划。如皋市是江苏省农村改革省级试验区，农
村居民点整理工作要服务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大局，
依据试点方案采用分级赋值法得到农村改革试验
规划导向度，对如城镇、长江镇等 4 个主要改革试
点镇赋值为 3，磨头镇、搬经镇等 6 个重点改革试
点镇赋值为 2，其他 10 个普通镇赋值为 1，规划导
向度越大，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性越强。根据
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的经济发
展目标，规划的经济增量越大，则区域建设用地指
标需求越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性越强。此外，
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还确定了补充耕地任务
量这一约束性指标以及新增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这
一预期性指标，是应当积极实现的规划目标，指标
值越大表明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性越强。各

指标属性值都根据其正负向进行极差标准化法，并
基于 excel 软件由结构熵权法[31]得到各指标权重。
最终 i 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度 Ui 可通
过加权求和法计算得到，公式为
8

U i = ∑ Bn × Wn

（6）

n =1

式中，Bn 表示第 n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Wn
为其相应指标权重。然后基于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
的迫切度 Ui 构建并测算区域紧迫度指数，公式如下
20

RU i = U i / average(U i ) = 100% × U i × 20 / ∑U i （7）
i =1

式中，RUi 为 i 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紧迫性指数，Ui
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迫切度，average(Ui)为如皋市 20
个镇平均整理迫切度大小。RUi 即相对 20 个镇平均整
理迫切度水平而言 i 镇的相对紧迫性大小，反映 i 镇
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布局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紧迫性，其值大于 100%说明该镇为农村居
民点整理紧迫型乡镇，反之则为相对不紧迫型乡镇。
为对不同时序分区进行比较，计算各分区所包
含乡镇的平均紧迫性指数 ZRUp，公式如下
1 k
ZRU p = ∑ RU i，p = 1, 2,3, 4
（8）
k i =1
式中，ZRUp 为第 p 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均紧迫性
指数；p=1，2，3，4 分别表示优先整理区、次先整理
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等 4 个不同的时序分区；
k 为p 分区所包含的乡镇数量，
依据图3 判别分析得到。

3

结果与分析

3.1

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各镇差异
根据式（1）～式（3），计算得到如皋市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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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 Qi、限制性修正系数 Mi
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 qi，详见表 3。将各镇整理潜
力加总可知，未来 9 a 间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
论潜力为 26 201.91 hm2。由于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
作中经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限制性约束，预期可
实现的整理潜力为 14 859.87 hm2，占现有农村居民点
面积的 46.73%和理论整理潜力的 56.71%，表明整理
潜力较大。这已足以满足现有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扩张速度下未来 9 a 可能的建设用地指标需求。
另一方面，各镇之间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
现实限制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长江镇的理论整
理潜力是雪岸镇的近 7 倍，林梓镇的现实修正系数
是如城镇的约 2 倍，长江镇的现实整理潜力是石庄
镇的近 3 倍。本文构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修正
系数评价指标体系中，经济保障能力的权重仅为
0.1095，自然基础条件的权重为 0.3090，而社会潜
Table 3

在风险的权重为 0.5815，即更多地考虑农村居民点
整理过程中潜在的社会风险约束。因此，虽然如皋
市的主城区如城镇和重点发展的副城区长江镇其
理论整理潜力很大，但其释放的现实整理潜力仅为
理论整理潜力的 40%左右，分别为 1 068.92 和
1 135.37 hm2。如皋市经济开发区理论整理潜力也较
大，而现实约束性很强，潜力释放程度较低。随着
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这些较发达乡镇的农村居民
点整理工作中仍存在较大的可进一步释放的整理
空间。结合各镇的经济社会数据发现，经济发展程
度相对落后的乡镇其现实限制性较小，这是因为农
村居民点整理项目主要为上级投资，经济约束性不
是首要的限制性约束。平均而言，如皋市各镇农村
居民点整理的现实修正系数为 0.60，说明有 40%的
理论可整理农村居民点由于经济、自然和社会等多
方面约束而近期难以释放整理潜力。

表 3 2011 年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时序分区与有关指标
Time-series zoning and relating indicators of the towns of Rugao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2011

农村居民点整理时
序分区类型
Time-series zon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优先整理区

次先整理区

后先整理区

末先整理区

3.2

2013 年

乡镇名
Town

理论整理潜力 Qi
Theoretic
potential/hm2

现实整理潜力 qi
Realistic
potential/hm2

现实修正系数 Mi
Modifying
coefficient

重要性指数 RIi
Regional
importance
index/%

紧迫性指数 RUi
Regional
urgency index/%

长江镇

2629.35

1068.92

0.41

143.87

191.03

如城镇

2019.13

934.74

0.46

125.81

161.01

经济开发区

1378.08

819.01

0.59

110.23

123.31

白蒲镇

2645.37

1135.37

0.43

152.81

217.03

小计

8671.93

3958.04

1.89

532.72

692.38

平均值

2167.98

989.51

0.47

133.18

173.10

石庄镇

1004.28

435.39

0.43

58.60

112.48

桃园镇

943.08

491.49

0.52

66.15

113.85

小计

1947.36

926.87

0.95

124.75

226.33

平均值

973.68

463.44

0.48

62.38

113.17

江安镇

1272.32

887.11

0.70

119.40

71.47

搬经镇

1467.57

937.06

0.64

126.12

87.17

磨头镇

1698.45

960.08

0.57

129.22

91.06

九华镇

1465.31

840.68

0.57

113.15

94.06

下原镇

1542.19

914.39

0.59

123.07

97.85

小计

7445.84

4539.31

3.07

610.96

441.61

平均值

1489.17

907.86

0.61

122.19

88.32

吴窑镇

699.30

528.80

0.76

71.17

57.89

郭园镇

794.59

485.54

0.61

65.35

69.59

丁堰镇

941.81

554.08

0.59

74.57

87.45

常青镇

804.07

660.32

0.82

88.87

64.72

袁桥镇

1054.45

679.12

0.64

91.40

73.87

高明镇

1175.08

667.31

0.57

89.81

98.99

林梓镇

879.13

561.85

0.64

75.62

49.41

东陈镇

905.64

604.38

0.67

81.34

67.96

雪岸镇

882.71

694.22

0.79

93.44

69.79

小计

8136.78

5435.64

6.08

731.57

639.67

平均值

904.09

603.96

0.68

81.29

71.07

总计

26201.91

14859.87

12.00

2000.00

2000.00

总平均值

1310.10

742.99

0.60

100.00

100.00

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时序分区结果
根据式（4）、式（6）和式（7），计算各镇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重要性指数 RIi、区域紧
迫性指数 RUi，结果见表 3。各镇表现出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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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差异，区域重要性指数 RIi 最大的长江镇是值
最小的石庄镇近 3 倍，区域紧迫性指数 RUi 最大的
仍为长江镇，是值最小的高明镇的 4 倍以上，各镇
RIi 和 RUi 指标值间的变异程度较大。这说明，确实
有必要对各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进行时序分
区和统筹安排。
通过图 2 构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矩阵，判
别分析得到图 4 所示的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
分区图。从分区结果来看，如城镇、经济开发区、
长江镇和白蒲镇等 4 个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
紧迫性与相对重要性都大于 100%，是需要首先考
虑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先整理区；桃园镇和石
庄镇虽然其现实整理潜力不大，相对重要性小于
100%，但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迫切地需要补充
耕地与使用建设用地指标，是需要其次考虑开展农
村居民点整理的次先整理区；搬经镇、磨头镇、下
原镇、九华镇和江安镇等 5 个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对
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需求还不迫切，但是可整理
的面积较大，是应当重点加以规划和引导的后先整
理区；而雪岸镇、东陈镇、丁堰镇、林梓镇、郭园
镇、吴窑镇、高明镇、常青镇和袁桥镇等 9 个镇相
对其他乡镇而言，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较小
且经济社会发展对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需求还
不强，因此被划入末先整理区。

Fig.4

图 4 2011 年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Time-series zoning for Rugao’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2011

依据式（5）和式（8），对如皋市农村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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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时序分区的 4 个类型区的理论整理潜力、现实
修正系数、现实整理潜力、重要性指数和紧迫性指
数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 3。经进一步分
析可知，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总现实潜力
达到 3 958.04 hm2 ，占如皋市总现实整理潜力的
26.63%；次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总现实潜力
为 926.87 hm2，所占比例仅为 6.24%；后先整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总现实潜力为 4 539.31 hm2，所
占比例为 30.55%；末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总
现实潜力计 5 435.64 hm2，所占比例为 36.58%。优
先整理区与次先整理区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
实约束性明显高于后先整理区与末先整理区，这主
要是由于前者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在社会风
险的约束比后者要强。此外，优先整理区与次先整
理区各乡镇，除长江镇和石庄镇位于如皋市南部长
江过境区位以外，主要都位于如皋市东北部，这与
如皋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心偏东北是密切相关的。同
时，根据如皋市国土资源局所提供的 2009－2011
年度如皋市已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资料，其主
要布局在长江镇、经济开发区和如城镇与东陈镇，
且东陈镇的已实施整理项目基本位于如城镇附近，
这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3.3 各分区之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统筹建议
考虑到各镇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用
地特点与转型动力也存在一定差别；同时，县级层
面上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工作安排至少涉及到工
程资金与挂钩指标的镇间分配等问题。因此，基于
上文构建的“相对重要性—相对紧迫性”时序分区
框架，结合表 5 所示的各时序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
工作的差异性，就各分区之间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工
作提出可能的统筹建议如下：
1）对于优先整理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
均 重 要 性 指 数 为 133.18% ， 平 均 紧 迫 性 指 数 为
173.10%。表明该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对于全如
皋市整体目标的顺利实现而言非常关键，同时其对
各镇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也很重要。特别是，如城镇
是如皋市的主城区，而环拥长江的优质港区长江镇
则素有“小深圳”之称，这 2 个镇同属如皋市重点发
展与人口聚集区域。对于优先整理区的农村居民点
整理工作，不仅在资金配套上要予以倾斜，以推动
当地农村居民点整理事业；而且在用地政策上可以
适当增加农村居民点整理所得的挂钩指标量，以此
鼓励当地政府积极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
2）对于次先整理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均
重要性指数为 62.37%，平均紧迫性指数为 113.17%。
表明该类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相对较
小，但其用地需求与整理压力却较大。这类乡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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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都相对较高，且区域发
展速度较快。因此，对该类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
工作，可以在用地政策上适当增加农村居民点整理
所得的挂钩指标量以鼓励当地政府积极组织，而在
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资金配套上只需适当予以支持
即可。
3）对于后先整理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
均 重 要 性 指 数 为 122.19% ， 平 均 紧 迫 性 指 数 为
88.32%。说明该类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
相对较大，而其用地需求与整理压力较小。这类乡
镇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都相对较低，区域
发展潜力较大。因此，对该类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
理工作，建议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并重，以促进区
域的城镇化发展，保障如皋市的耕地资源安全和建
设用地指标需求。
4）对于末先整理区，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平
均 重 要 性 指 数 为 81.29% ， 平 均 紧 迫 性 指 数 为
71.07%。表明，该类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
力相对较小，其用地需求与整理压力也不大。因此，
对该类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可以政策引导
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为主，不宜过早推进。

4

结

论

1）如城镇、经济开发区、长江镇和白蒲镇等 4
个镇属于如皋市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布局的优先
整理区，桃园镇和石庄镇等 2 个镇属于次先整理区，
搬经镇、磨头镇、下原镇、九华镇和江安镇等 5 个
镇属于后先整理区，而雪岸镇、东陈镇、丁堰镇、
林梓镇、郭园镇、吴窑镇、高明镇、常青镇和袁桥
镇等 9 个镇被划入末先整理区。
2）如皋市未来 9 a 内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
总现实潜力可达 14 859.87 hm2，能够满足区域未
来发展的用地需求。其中，优先整理区
3 958.04 hm2，次先整理区 926.87 hm2，后先整理
区 4 539.31 hm2，末先整理区 5 435.64 hm2，仅优
先整理区和次先整理区的总现实整理潜力即可基
本满足如皋市全市未来 9 a 发展可能的建设用地
指标需求。为增加如皋市耕地资源数量，还需要
对后先整理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做好政策规
划引导工作。
3）为调动县、镇 2 级政府的农村居民点整理
积极性，从项目资金与挂钩指标分配两方面提出各
分区间的统筹思路，建议对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
整理项目予以资金扶持与指标倾斜，对次先整理区
予以指标激励，对后先整理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
并重，而对末先整理区以政策引导为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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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calculation and time-series zoning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at county scale
Yang Xilian1,2, Yang Qiqi3, Zhou Bingbing1, Lü Ligang1, Wang Shenmin4, Jin Xiaobin1, Zhou Yinkang1
(1.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Land Reserve Center of Anhui Provincial Land and Resources Department, Hefei 230022, China;
3.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 College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4.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time-series arrangements when implementing region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adjustment (RRLR) and its relation to regional potential of RRLR. By using a simplified reality-modifying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quota method, we estimated the regional RRLR’s realistic potential, on which we
proposed the regional important index of RRLR. Afterwards, we further proposed the regional urgent index of
RRLR and presented an indicator system to evaluate it. Then, the prioritization matrix was introduced and a
prioritization matrix for regional RRLR’s time-series arrangements was established. Finally, we conducted a case
study of Rugao city, Jiangsu province. Results showed that RRLR is crucial to support this city’s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high-growth economy and rapid-changing society. The total realistic potential
of RRLR for Rugao was 14859.87 hm2, accounting for 46.73 percent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56.71
percent of the theoretic potential, and that the 20 tow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which differ in their
priority to carry out the RRLR projects. The top priority zone contains four towns that are mostly the city’s
growth pools, and the total RRLR’s realistic potential is 3958.04hm2, which accounts for 26.63 percent of the
whole city’s total realistic potential. The second priority zone contains two towns that are in urgent need for
construction land quotas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arable land; their total RRLR’s realistic potential is 926.87 hm2,
only 6.24 percent. The third priority zone contains five towns that has much realistic potential but is not in urgent
ne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arable land requirements; their realistic potential is 4539.31 hm2 that accounts for
30.55 percent of the whole. The last priority zone contain 9 towns that have relatively low potential and less
urgent need, their total RRLR’s realistic potential is 5435.64 hm2, 36.58 percent of the whole potential. Total
realistic potential of the top priority zone and the second priority zone is enough to cover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requirements of Rugao city in the coming nine years. To further increase Rugao’s arable land, RRLR in the
third priority zone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etter motivate each stakeholder’s initiativ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use RRLR-related funds and construction land quotas as the incentives, and that more funds and
quota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top priority zone, less funds and enough quotas for the second priority zone,
more funds but less quotas for the third priority zone, and provide no active support for the last priority zone. This
research presents some guid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planning of RRLR projects in Rugao City
and similar regions.
Key words: land use, consolidation, zoning,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otential calculation, prioritization matrix,
Rugao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