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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国家加大了土地整治力度,但是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自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土地整治
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两者协同发展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土地整治的长远目标,土地整治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文章探讨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性、一致性问题,通过对协同性发展中所面临问题的分
析,探寻解决问题的策略措施。通过对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性问题的讨论,确保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
开展,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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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开发就是结合城乡区域建设要求,对土地进行重新

土地整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现有用地使用率,减少
土地资源的搁置、浪费等,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为了提高我

建设,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在建设前,需充分整理土地,确保
其实用性。

国整体环境质量,以可续持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

土地复垦就是指对被破坏或退化的土地再生利用及其

改善人居环境,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在当前构建和谐社

生态系统恢复的综合性技术过程,对破坏较为严重的土地资

会新形势下,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源进行整理,实现再利用的目的。

又同时存在统一性。因此,在土地整治工作过程中,应注重与

所谓建设用地,就是将建成后闲置的土地资源进行重新

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保证整治工作的实际效能。近年

改造和应用,如旧城镇改造、旧工矿改造等,以增大土地资源

来,我国土地整治工作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外对土地

利用率。

整治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

不管是哪种土地整治工作,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土地质

以完善的土地整治规划优化乡村景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提

量,提高土地资源使用率,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在

出了以规划设计视角,促进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

现今发展形势下,土地整治工作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

发展:如鲍海君(2009)、李晨(2012)等人提出以规划设计视

一方面要按照土地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制度以及节约集约

角,促进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郧文聚(2011)

用地制度的相关规定实施整治工作,另一方面还需充分考

对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中生态景观建设战略需求进行了探

虑到整治周边环境以及村落的生活、生产作业情况,以推

讨；《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明确,规划期

动城乡建设的统一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强我国综合

内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国通过土地整治补充

国力。

耕地 160 万公顷。本文基于当前的研究理论,从土地整治

1.2 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的概述入手,通过分析不同类别的土地整治工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人

作对生态环境消极、积极的不同影响,比较论述二者之间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共生、良性循环、全面

的矛盾性、统一性,总结两者的协同发展,进而对协同性发

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十八大报告中已经

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最后探究解决当前问题

开宗明义的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设生态文

的措施策略。

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名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

1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明建设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高级形式,是维护自然环境

1.1 土地整治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措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 设保

土地整治这一概念在 2000 年以前就已被提出,不过当

证；生态文明建设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

时的主要工作是以土地整理、土地建设为主。直到 2000 年

具体实施,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美丽中国

以后,土地开发整治的概念才被广泛应用到工作中。土地整

的有力保障。
2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性

治包含的内容主要有：
土地整理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用地,是利用工程、生物等

2.1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性

技术对农田、道路、林地以及村落用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治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生物、植物、土地、水文等因素有着

理,从而增大农业用地面积,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积极作用,而土地整治对于上述这些因素既存在着正面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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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存在着负面不利影响。在我国土地整治工作中,主要

忽略了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忽视了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维护,

通过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复垦等形式来提升农田用地的使用

致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损伤,在区域内盲目推行土地整治,

面积,以保证用地的均衡性。但是随着农田用地面积的不断

也使土地生产能力遭受破坏,最终致使区域生态平衡被打

增大,农田质量却并未得到有效提高,严重时甚至还出现了

破。

倒挂情况,使农田用地与实际标准要求不符,不仅降低了土

3.2 区域特色问题

地利用率,而且还引起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大降

土地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也实

低了生态环境质量。并且在土地整治过程中,也存在因方法

现了区域土地规划管理模式的一种变革。根据不同地区生态

应用不当反而加重自然环境破坏的情况：如在农田整治过程

环境的差异性,客观上要求土地整治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将

中,水利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将会改变地下水原有系统,水文

水土资源、气候条件、人文环境作为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

结构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在土地平整过程中,一些不科学、

然而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土地规划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多

不合理的整治措施,使土地污染加剧,打破土壤成分,破坏土

同质化现象,以“标准化”实施整治工作,并未针对区域特色

质营养层,导致土地肥力减退,土壤退化严重；在道路建设

进行合理设计,这使得区域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并阻碍

中,道路硬化引起区域内生物环境改变,景观多样性发展

了区域生态环境的合理发展。

受到阻碍,生物生长环境也随之缩减；在对裸地、河滩、

3.3 短期效益问题

沙地等自然保护区的不规范使用中,野生动物的生存范围

土地整治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区域土地资源进行重新整

骤减、自然群落的演变也会发生不良发展。不正确、不合

合,有效调整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完善土地结构,在短期内增

理的一些土地整治建设,都将对生态环境带来无法估量、

加可用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为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赢得

不可逆转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

空间,短期效益较为明显。但是,如果只追求短期、眼前成效,

设存在矛盾性。

土壤耕作层将会受到破坏,整治后的耕地地力下降,肥力不

2.2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致性

足,土壤储水保肥能力缺乏,土地质量大大降低,甚至破坏区

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又存在一致性。在土地复垦、

域河流、湿地等生态环境,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规整同时带

土地整理等方面,将未经使用、零散闲置、受损严重的农用

来多样性的丧失,若仅仅追求土地整治的短期经济效益是得

土地进行整治,不仅能够扩大我国耕地范围、增加耕地面积、

不偿失的。

改善土壤情况,还能够起到改善生态环境、净化空气质量的

4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性发展的策略

作用；一些存在问题土地,如自然破坏土地、废弃工矿用地

4.1 强化生态化土地整治理念

等,在针对这些土地进行整治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改善原有

土地整治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应将生态文

土地质量,促使其恢复原有功能；利用生物工程等多种举措,

明建设的主旨和理念贯穿于土地整治的整个过程,从生态文

能够改良土壤情况,优化植被覆盖水平,避免土地被侵蚀。土

明建设的宗旨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全面认识土地治

地整治工作又对生态文明建设起着促进发展的作用,两者存

理的意义,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与土地整治协同发展的理念,

在一致性,土地整治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

对土地资源有效保护,对生态环境有力维护,同时兼顾生态

建设步伐。

平衡及生物多样性发展。

2.3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协同发展

4.2 拓展研究范畴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是

拓展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研究范畴,将

土地整治的发展目标,两者应协同发展。土地整治进一步提

生态化过程研究、景观特征研究并入。研究生态过程,实现

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的土地资源管理办法为生态

土地生态化整治,探究土壤侵蚀、面源污染、灾害侵扰等问

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更加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实

题的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分析水质、生物多样性情况；研究

现；生态文明建设以土地整治为基础,重视土地资源整治效

景观特征,结合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特征,在土地整治的同时

果的运用,保持土地整治的良好成果,为土地整治树立新目

也加强人与自然的连接；优化设计模式,结合区域环境特征

标,促进土地资源优势配置。只有促进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

制定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案,并按照多样性原则,筛选最佳设

建设协同发展,既能真正实现土地整治改善生态环境的最终

计方案,确保其有效性和经济性。

目标,又能将土地整治作为重要措施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4.3 增强整治技术

发挥全力。

增强土地整治技术,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道路生

3 土地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态景观技术、生物环境修复技术、农村生态植被建设技术、

3.1 战略目标问题

景观风貌提升技术、水体生态景观技术和自然与人文景观

土地整治作为实现耕地平衡一种重要方式,主要是为了

特征保护等多项技术,按照各项标准以及技术要求完成土

达到总量均衡、补偿均衡以及占用均衡。不过在土地规模扩

地整治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土地整治的目标应该以生态

大的同时,其经济效益被过度强化,片面追求增加耕地面积,

文明建设要求为基准进行合理制定,且结合区域内地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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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文因素等不同,选用合理的整治技术,强化生态景观

维度开展各环节作业,以保证整治方案制定的合理性、可行

效果。同时在扩大耕地面积时,应对耕地质量予以严格控

性,提升土地整治效果,促进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

制,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合理的生态保护措施,提升整治效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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