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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生态理念为导向搞好村庄发展规划是贯彻“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基本
国策的重要举措,不但是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优化居住条件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作
的核心内容,对于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城乡融合发展下城乡关系
的转变,对村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在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如何将生态理念引入,实
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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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under Ecological Concepts——Taking Haishu District,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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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village development plan guided by ecological concep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cherish and rationally use every inch of land,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arable land". It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and optimizing living
conditions, but alsobut also the core content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puts
forward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be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new countryside with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ffluent life, civilized rural style, clean village
appearance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In this context, how to introduce ecological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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