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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正在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其中综”比“治”更重要，

要综合施策，真正把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耕地之间的关系进行

优化，从土地指标、容积率指标、人才、资金各方面把生态空间创

造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在土地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探索出了

很多创新性的经验。此次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也是在原有基础

上融合创新，通过不断完善集体土地整备制度、混合开发等系列举措，

将原本零散破碎的土地腾挪组合成片的新做法，实现从“量变”到“质

变”的提升，有效破解了城乡融合发展中“土地碎片化利用”难题。

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最终目的是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重塑城市产业结构。南海要引进新兴产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南海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田”。新中国成立后，

南海区曾先后承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国务

院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等 80 多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其中关于农村土地的改

革内容更是格外丰富。

经验就是底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三旧”改造、村改。后者是项

目主导型，追求“由点及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规

划主导型，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上，着眼于天空

之下、土地之上，针对全空间、全要素实施大手术式的

彻底综合性改革，将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用地一

盘棋考虑。

直面问题、直击痛点的大手术，需要敢为人先、敢

打胜仗的大魄力，也需要谋篇布局、谋无遗策的大智慧。

从去年 11 月首次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誓师

大会以来，南海以第一个百日攻坚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百日之后战鼓声再次敲响，就是要求全区上下顶住

气不松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面向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工作，南海方向不变、信心更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

南海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经验
将提供更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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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日
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持续加码

今年 1 月 18 日，经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批复，南海

区成为广东省唯一以县域为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省级试点，试点期间可以获得国家试点同等的省级支

持政策，在规划审批、指标使用、资金、金融等方面得

到更加多元的支持，为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

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支撑。

相对于以乡镇或村庄为基本实施单元，以县域为单

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有更高的资源统筹和指挥

调度能力，这为南海在更广阔的空间促进土地腾挪、破

解土地碎片化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把握这一重要机遇，南海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到

了一个新高度。

其中，南海将从全区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层

面对国土空间进行统筹考虑，不断健全城乡土地要素市

场化配置和空间腾挪集聚等政策体系，为土地连片开发

利用和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南海必须要打、必须取胜的一

场硬仗。过往的辉煌改革史已经证明，只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没有南海啃不下的硬骨头。

推动城乡融合，最终目标是塑造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新形态，整理工业用地是其中最重要一环。

要在城乡融合中算好产业账，为工业连片发展提供

足够空间，必须用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土地用途，

使生态、农业、产业用地各得其所，工业用地连片成带：

一是强化主体统筹。土地规划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村

集体。目前，区政府已将集体土地开发审批权上收。二

是强化标的统筹。土地只有连片成带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为避免在“村改”中出现新的土地碎片化问题，南海将

“严格限制 30 亩以下地块交易”。三是强化机制统筹。

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必须在

市场主导下开发利用。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南海制造业的主体地位将

更加彰显，工业用地将得到更好保护。

初心易得，贵在坚守。南海，一个能够始终坚守实

业初心的城市，决定要把土地真正交到实业家手里，这

就是南海发展实业的定力、敢为人先的气魄、舍我其谁

的担当、决胜未来的格局。让我们一起为南海喝彩！

3 月 14日
直面土地问题，走好必由之路

3月 10日
南海要把土地真正交到实业家手里

2022 年 1 月，南海成为全省唯一以县域为实施单元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区，试点期间可以获得国家试点

同等的省级支持政策。南海区将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

坚，实现土地大腾挪。

近日，南海出台“三券”制度 , 落实建设广东省城乡

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创新探索，体现了南海人“再

吃螃蟹”的精神。

我们期待，随着南海“三券”制度的出台，高度城市

化地区城乡混杂、土地破碎、地权关系复杂、土地利用低

效等困境能够更有效地被破解。南海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的经验，将对珠三角存量地区提质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重要的借鉴意义。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军：

南海要引进新兴产业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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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城乡融合改革的关键是南海城乡融合改革的关键是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8 月 12 日至 14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深入南海基

层一线，调研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情况。刘守英接受《珠

江时报》独家专访时，给出了他对南海的基本判断——南海已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它最有条

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以县区域为基本单元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融合样板。

城乡融合不是简

单地把城市跟乡村

拼到一起，也不是城

市把乡村吃掉，而是

城市和乡村这两个

板块在空间上连接

成一体，在产业上高

度融合，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进而形成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

明的共荣共生。

南海有条件走

城乡融合的道路，

它不仅要为珠三角、

为广东提供先行先

试的探路，更重要

的是要探索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路径，

而这个路径的核心

就是如何构建城市

和农村融合的文明

新形态。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
城乡融合样板

判断一个地方进入城乡融合

阶段的依据主要有三点：当地的

城市化率达到 70% 左右、城市产

业和乡村产业共荣共生、城乡治

理不断融合。

发达经济体城乡转型的经验

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 70% 左右

的时候，会出现郊区化、再郊区化

和城市更新的形态，此时人口、产

业和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将实现更

均衡配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公

共服务在城乡之间更加均等化，空

间在城乡之间更加融合等，社会发

展进入到城乡融合阶段。就南海而

言，它的城市化率已经远远超过了

70% 的水平。

从中央整体部署看，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经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如果只有

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农业农村

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

化。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从全国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主要体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和不充分，其中，最大的不平衡

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

充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

具体到南海来看，南海的乡村

跟城市一直处于不断融合的状态。

第一，南海的乡村发展有很

好的基础。它的发展底子在乡村，

它的工业化率先在乡村发生、土

地价值的提升也是率先在乡村发

生，并且南海的乡村工业化一直

在往前推进，乡村产业没有凋敝

并且实现了多样化发展。

第二，南海并没有因为城市

的发展把城乡差距拉开，把乡村

农民的收入跟城市市民的收入拉

开。南海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有乡

有城，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农

民通过集体土地股份制带来的股

份分红分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

程中的集体土地的增值收益。

所以，我们对南海的基本判

断是，它有条件走城乡融合道路，

也最有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

现提供以县区域为基本单元的城

乡融合样板。

推动城乡融合破局的关键
是土地制度改革

城乡融合本身作为一种文明

形态，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

融合，而这两者的融合过程，实

际上是城乡产业、文化和人改造

提升的过程。进入城乡融合阶段

后，南海要考虑的不是继续提高

城市化水平，而是在城市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以后，怎么推动城市

跟乡村加速融合发展，要以城、镇、

村、业来构建南海的空间形态、

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要以城、镇、

村、业之间的全面融合，来达到

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共荣共生。

南海实现城乡融合的突破口

还是在城乡革命的源头上，就是

土地。南海前两轮的城乡革命，

实际上也都是依托土地的革命。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南海要推动

土地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一，土地功能要进行更明

确的规划，土地利用结构要继续

优化。在这一轮的城乡融合改革

中，南海要花功夫把集体土地和

国有土地的比例，工业用地、商

业和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这

三者间的比例，工业用地中集体

土地和国有土地的比例这三笔账

算清楚。算清楚了土地配置比例

的账，南海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

在土地上基本就布好了。

第二，进一步推动土地制度

改革从以权属为主转向利益平衡

为主。一直以来，南海在土地制

度改革上，不断推进国有土地和

集体土地的同权。下一步，在构

建南海城乡融合文明形态的过程

中，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进一步

从以权属为主转向利益平衡为主，

实现城、镇、村、业的土地利益

均衡。

第三，推进土地市场化再改

革，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体系。

要将原来的以用途为主和行政为主

的土地配置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

统一的土地配置市场体系。也就是

说，不同主体应该通过市场的方式、

透明的规则、统一的交易平台、统

一的税收和责任分担，在统一的土

地市场上获得土地。　　

（本文为专访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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