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程与管理·2021 第3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1,3(12)

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
王威金
萧山区戴村镇人民政府，浙江 杭州 311200
[摘要]在城市长久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土地资源成为支持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因此应
认识到城市规划与土地资源利用间的关系。同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
应认识到城市中土地资源利用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管理政策。现阶段，我国城市发展速度逐年加
快，城市中建设用地也在不断扩大，也加大了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间的矛盾。因此研究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
扩张影响进行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进而加快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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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Planning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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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urban development, it also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land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actor suppor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At the same time,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problem of l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citie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issue relevant manage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this stage, the
speed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accelerat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city is also expanding,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plann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planning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so as to speed up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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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城乡一体化主要包括城市周边乡村城市化、整体产
业统筹管理、公共服务管理等。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应认识到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重要性，更好的促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因此应先了解城市规划工作的主要内容，通过此来调节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间的矛盾，提升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

1 城市规划工作内容
城市规划工作主要是根据城市内部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同时对城市发展中需要建设的项目进行统筹规划与
管理，保证城市规划工作可以站在城市未来发展方面，从而保证城市布局的综合性与规范性，通过合理的规划更好的
促进城市发展。在进行城市规划工作时规划人员应始终保持科学的态度并做好论证工作，始终立足于发展角度提升城
市空间结构规划效果，并对社会及经济发展进行优化，从而保证城市区域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新的发展时期，也增加了城市规划工作的综合性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先保证
规划内容的详细性，同时保证城市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城市规划
过程中会涉及到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及文化方面。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也更好的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步伐
也不断加快，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应进一步加大城市规划工作力度，推动城市建筑整体化、规范化。开展城乡规划
工作后可以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可以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进行有效的优化。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应保证城市规划工作可以更好的满足时代发展要求。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也在不断被改善，城镇化发展进程也随之加快，因此更应认识到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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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实际情况保证规划效果，提升城市用地效率，更好的促进城乡发展 。

2 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
2.1 影响建设用地
目前，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不足，政府部门也推出了不同的土地管理对策，如对土地资源进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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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调控、实行土地集约管理、采用节地政策等。一些政策中指出城市土地规划应始终将经济规划作为主要标准，可以
在一定范围内相关管理部门对城市经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且涉及到的内容相
对较多，若规划过程中出现问题会给城市建设用地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进行实际规划工作时应始终立足于发展角度完
成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保证规划工作具有宏观性与前瞻性，确保可以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2.2 影响用地空间布置
城市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会给城市用地空间布置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城市用地规划的过程中应先确定
工作内容及规划范围，保证规划工作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资源分配能力。近些年来各城市发展速
度逐渐加快，城市实际用地量也随之增加，因此在进行城市土地规划的过程中应确保其可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但是
现在一些城市中依然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给城市发展带来阻碍。可见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会直接影响到用地空
间布置。
2.3 影响建设用地扩张编制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在进行城市用地扩张计划时应确保其灵活性，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却是相反的，
我国现阶段城市扩张计划也在发生改变。城市建设计划编制准备、实施及修订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准备阶
段就应做好各环节协调工作，但是需要使用的时间相对较多，给城市建设与发展带来问题，无法实现城市快速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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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可见在进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划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影响 。

3 提升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效果的对策
3.1 进一步认识到城市规划与土地资源利用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城市中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同时城市的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土地
资源的使用量。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土地资源利用问题不仅会影响社会发展同时也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改变。人们对
土地资源利用情况也更加关注，同时国家在此基础上也出台了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
《深
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决定》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利用也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市
规划工作与居民生活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与土地资源利用情况息息相关。在未来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规划
与可以更好的促进城镇化建设及发展。在进行城市规划及土地资源利用时应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管理，保证管
理效果。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也导致城市规划与土地资源利用间出现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城市规划的过
程中管理人员应先对用地规范性进行了解与深挖，避免土地利用中的不合理性，土地资源管理人员应从思想深处认识
到土地资源利用管理的重要性并做好完善工作，同时管理人员还应严格执法，最大限度保证土地资源利用水平。
3.2 始终站在科学发展角度，做好城乡统筹发展
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应始终站在科学发展角度。首先，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
其中。可以说，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应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通过此做好环境优化，从而为人们构建健康的工作
生活环境。其次，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还应贯彻统筹兼顾的理念，利用积极的措施做好城乡协调发展，在社会范围内
构建起城镇与乡村间的互动局面、协调局面。再次，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还应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在
进行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不能只看经济效益，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因此应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最后，利
用现代化技术做好土地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土地资源档案管理工作的目标是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依据，不同的发
展时期应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3.3 做好土地资料管理、土地保护并确保土地管理的规范性
首先，做好土地资源供给工作。要想保证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在利用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先了解实际情况并做好土
地资源利用审批工作，规范审批流程，从而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新增项目用地应以领先型行业、新型行业及服务型
行业为主，充分发挥出土地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次，对土地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严格审核并做好调整工作。
在进行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应使用坚持节约与集约理念，避免产能过剩、水平低或是重复的项目。同时在进行土地资
源利用时管理人员还应综合考虑存量土地的利用，最大限度提升土地资源使用效率。再次，保证建设用地开发的合理
性。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因此为了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应确保农业用地面积，不得
出现建设用地超过农业生产用地的现象。最后，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利用执法力度。在进行土地资源管理过程中应加
大一些不合规土地资源利用的执法力度。在进行执法过程中可以采用宣传方式对土地资源利用情况等进行宣传，在宣
传过程中可以采用新的媒体形式。在进行土地资源利用合理性宣传过程中应将一些利用案例发布到公众媒体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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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的不足，从而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 。
3.4 充分发挥出政府职能作用
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工作会涉及到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工作时各政府职能部门应
及时做好沟通及信息共享。同时各政府职能部门应对自身职能进行整合并构建完整的社会计划管理体系。进一步控制
好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间的关系，构建上下互通的管理系统，提升政府管理的统一性，提升管理效果。同时，将计划
管理体系作为依据对国家与区域间的发展关系进行综合考虑，同时吸收各利益方对计划的建议，从而提升管理与发展
[1]

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应做到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统一性 。

4 结语
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与城市中的建设用地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些年来城市土地逐渐扩张也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
要发展道路。因此应协调好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间的关系，政府部门也应发挥出自身职能，构建城市土地资源规划利
用体系，提升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更好地推动城市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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