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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的推动下,如何贯彻落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已经成
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域土地的综合整治已经成为农村土地规划的重要手段,
通过构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保护、治理、修复机制,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环境系统修复
工程共同发展,优化所在区域的空间布局,推动全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土地整治的生态文明价值。并且通过对土地整治制度的发展创新,合理规划国土资源,不仅可以促进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可以达成推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实现多方面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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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how to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land work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global l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rural land planning. By constructing the protection, treatment
and restora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 the global l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project can develop together, and we can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promote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alue of land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land remediation system, the reasonable planning of land and
resourc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in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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