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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ject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and take care of each household in the
project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be close to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close to the people in the
project area; it must b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e must also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ject area. Therefore, conducting in-depth investigations, and listening to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multiple partie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re key points for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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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是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一环，既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又要照顾到项目区各家各户；既
要贴近政府行为，又要贴近项目区群众；既要科学合理，也要尊重项目区群众意愿。因此深入调研、多
方听取意见和建议，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搞好规划设计，是新时期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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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前期规划是一项针对基层，解决项目区群众农业生产需求的工作，是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重要一环。项目规划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项目资金是否能够发挥最大效益。一方面，项目规划
要以现代化农业建设为中心，农业是基础产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就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要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为主线，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经济质量；再一方面，要照顾
到项目区群众需求，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确保规划的合理性、实用性。

2. 深入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背景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指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目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在农村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及重大工程、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整备区等开展的土地整治活动，并通过农村
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建设出与现代农业生产
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1]。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自 2009 年开始组织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
旨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为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业农村
工作的重要任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也是
加大投资力度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既利于当前，更惠及长远。

3. 把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原则
通过沟渠田林路的全面配套，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
针对项目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水利措施、道路措施为重点，着力实施机耕路、渠
道防渗建设，有效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灌溉系统效益。
依托现有的农业服务体系，同时积极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大力发展优质稻麦产业，显著提高农民农
业生产技术水平。
项目建设须与国土规划、水利规划、农业规划等相协调，确保选定的建设内容布局合理、标准恰当、
经济可行。
项目实施完成后，应全面推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水价改革等措施，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农
业基础设施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4. 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前期规划工作
① 深入调研，摸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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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深入项目区实地，调查水利骨干工程、田间工程、农业机械设施、道路交通及电力设施等
的基本情况，将项目区现状河(沟)道、泵站、渠道、渡槽、涵洞、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分类汇总，摸清
断面、流量、扬程等基本参数，并记录各个设施的运行情况。
其次，要征询项目区所在的镇(村)领导干部以及水利站业务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倾听项目区所在群众
的意见。
再次，要调查其它如国土、交通等部门是否在项目区及其周边实施过项目或正在规划项目，以便使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与其他部门的项目协调一致，统筹安排。
② 依托现状，做好项目规划设计
前期基础工作准备不充分是项目区规划设计不够科学合理的主要原因。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从立项
到开工建设时间较短，设计过程较为仓促，前期现场勘察不够仔细，而项目镇村只是简单、机械地将村
上报面积累计相加，以达到项目申报建设面积，对于项目区的产业发展方向、道路建设、灌排设施等缺
乏长远规划和考虑，造成无法按照设计进行施工或者被迫修改设计方案，影响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
设计单位在进行前期基础工作时，应对项目区的整体现状调查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对规划的每座
建筑物进行丈量分析，形成书面文字材料进行说明，然后在规划图上进行标注。此外，对单位建筑物的
设计要拿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确保设计方案科学、合理、经济。最终，将单体工程的设计成果在定点
定位中体现出来。
对项目区规划时，要对项目区的产业方向有长远的考虑，结合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求，合理安排灌
排设施及水泥道路等的建设[2]。
③ 立足长远，保证规划先进性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规划设计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水平，主要原因是业务人员没有预见到农业发展
的长远，同时也存在业务人员较少，知识面不宽，把握度不强等因素。要提高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先进
性，必须引进高素质、高层次规划设计人员进行规划设计[3]，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既要结合实际，又
要科学合理，既要使项目完成后能正常发挥效益，又要为今后的发展留下空间。

5. 总结
高标准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前期规划工作中，对项目区现状的详细调查是项目规划
合理性、科学性的基础，对项目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长远考虑是项目规划先进性的保障。如此，才能确保
发挥项目效益，切实有效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田抗灾减灾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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