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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江苏省仪征市2007 年村庄规划工作 , 对村庄规划存在的问题做了探讨 , 并以仪征市村庄规划的实践为例 , 对村庄规划提出相
应的应对策略 , 总结了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以此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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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庄规划的进展与意义

1 .1  村庄规划的进展 2005 年以来,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

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坚持统

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 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的同时 ,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要求, 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1] 。

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已是我国现阶段一项首

要任务。2008 年1 月1 日刚刚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明

确指出了“乡规划、村庄规划应当从农村实际出发, 尊重村民

意愿, 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 并对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制

定、实施、修改作出了明确规定, 乡村规划管理进一步得到

加强。

近年来, 江苏各地积极开展村庄建设整治工作, 不少市

市政府与所辖县( 市、区) 政府签订了工作责任书 , 明确了村

庄建设规划和建设整治的数量、深度、进度要求和考核奖惩

办法。目前, 江苏省共编制完成“三类村庄”村庄建设规划近

1 200 个, 其中1 001 个试点示范村庄已有947 个完成规划编

制;200 个环境整治试点村已有198 个完成村庄建设规划编

制工作。从各地编制进展情况看, 苏中地区进展较快, 已完

成编制计划的98 .6 % [ 2]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 推进

过程中必然面临不少问题, 笔者以江苏省苏中城市之一———

仪征市乡镇村庄规划为例, 对当前新农村村庄建设规划的有

关问题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新农村村庄建设规

划的对策。

1 .2 村庄规划的意义  村庄规划的意义在于: ①通过加强

统一规划管理, 严格控制村镇人均建设用地各项相关指标 ,

提高配套公共设施实用率及加强农村土地集约化管理。②

通过新型住宅房屋的建设, 减少农民因房屋设计及施工问题

导致的修缮房屋或新建房屋、改善住房条件的建设资金支

出, 通过节能设计提高能源使用率, 减少农民使用能源的相

关支出。将节约的资金用作生产投入和改善生活质量 , 从根

本上提高农民生活环境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③通过对陈

旧破败村庄环境的整治,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居住环境质

量。④更新村民观念, 提高村民对规划的理解力和加强规划

的实际实施性。

2  村庄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各级政府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 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与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新规划、新建设、新产业、新生活、新素质”的要求相

比, 农村规划建设工作还很滞后, 差距还很大。

2 .1 规划起点偏低, 缺乏指导作用[ 3]  村建规划起点偏低 ,

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不适应。受历史、经济条件

制约, 不少地方村庄建设规划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

补, 多数村庄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村庄建设没有形成

气候。目前, 全国很多村镇建设还处在无规则编制中, 早期

编制的规划方案也存在脱离农村实际、可操作性差、编制手

段和方法落后等情况。

2 .2 村庄布点零乱分散,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4]  在我国, 农

民习惯于自然院落形式的分散居住 , 多数自然村庄依路、临

河、靠田布点, 比较零乱、分散, 有不少村庄还存在一家一个

点、一家一条路的现象。许多村庄台外大内空, 成了“空心

户”。由于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封建思想, 大多数农民都

不愿意迁并, 可腾退或整理成耕地的土地少。按照国家规定

的住宅标准 , 大部分农户超占面积, 大多数村庄属于粗放型

发展, 土地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2 .3 基础设施匮乏[ 4]  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稳定财政

保障, 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村内道路、给水、排

污、电讯、卫生、绿化等方面, 其中污水、垃圾和粪便对农村生

活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我国农村建设缺少规划 , 加之没有

统一建设排污系统, 致使生活污水到处流, 垃圾随处堆, 人畜

粪便到处有。

2 .4  农民观念滞后 , 对规划认识不足[ 5]  在实地踏勘和现

场寻访中发现, 不少农民仍保持着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和价值

观, 缺乏全局思想和环境意识, 导致相关规划实施性不强。

建房时, 缺乏科学设计指导 , 地方政策对农民建房规定过分

简单, 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引导, 建房施工基本没有设计图纸 ,

技术工艺落后, 导致房屋功能和质量低下, 建筑形式十分单

一, 建筑质量隐患较多。

2 .5 编制农村村庄规划的力量薄弱[ 6]  编制力量薄弱表现

在农村的专业规划人才奇缺, 村镇没有专业规划人员, 而懂

规划的不懂农村工作局面的情况普遍存在。因为缺乏专业

规划人员, 现有的规划工作人员不能深入农村实际做准确的

调查研究, 规划的编制缺乏科学性、可行性。

3  村庄规划探讨———以仪征为例

仪征行政隶属于江苏省扬州市, 位于江苏省中西部 , 总

面积901 km2 。2004 年底, 全市11 个镇( 9 个建制镇) , 共有自

然村5 616 个, 村庄总人口为342 175 人, 平均每个村庄61 人 ;

村庄总建设用地面积为4 992 .39 hm2 , 村庄人均建设用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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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m2 。村庄分散、规模小、人均用地规模大, 不利于集约利

用土地资源, 也不利于有效提高农村设施水平。2007 年以

来, 仪征市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乡镇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3 .1  村庄规划的编制原则 村庄规划既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全局, 又影响村庄建设的水平。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 科学

合理地布局 , 做到人与环境的和谐, 才能进一步改善农村生

活方式、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提高农村生活质量。

3 .1.1 尊重民意的原则。在新农村规划和建设中, 在强调

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突出农民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

位, 不搞大包大揽。在规划编制之初 , 要通过群众访谈、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 使农民了解村庄规划的意义, 并征求村民对

规划草案的意见。规划编制完成后, 规划的布局、规划的内

容、实施规划的要求都要让农民清楚。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

性的同时, 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的责任。

3 .1 .2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各地经济水

平、文化素养需求等相差很大, 要从当地实际出发, 不搞不切

实际的大拆大建。注重各乡村特点, 保持独特的地域特征和

优秀的文化传统。科学地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 先试

点, 再示范推广 , 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阶段推进。

3 .1 .3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村庄规划要更人性化 ,

通过精心组织、合理布局 , 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更加便利、舒

适。村庄规划要从改善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产、生

活条件入手, 突出搞好道路、水利、电力、电讯、卫生等基础设

施建设与村容整治, 引导和帮助农民妥善解决住宅问题, 改

善农村环境卫生, 注意村庄安全建设。

3 .1.4 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村庄规划应与新农村土地

利用规划结合起来, 实施“统一规划, 相对集中, 并小村为大

村”的农房建设方针, 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既要坚

实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这个基本原则, 又要有利于方便农民

生产生活和体现农村特点, 统筹兼顾、合理布局、互相配套。

3 .2  规划整治总体思路  乡镇一级政府在村庄规划前需组

织编制《村镇体系规划》, 对新农村建设应进行合理的选址与

布局, 统筹安排, 与规划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相协调 ,

避免相互冲突 , 重复建设。组织有经验的村庄规划专业人

员, 成立专门的设计小组, 对每个需要编制规划的村庄进行

详细的实地调查, 然后开展工作。编制成果由仪征市、扬州

市、江苏省三级审核后, 才能予以通过。

根据村庄的扩建规模和近期新建住宅的数量, 将村庄规

划分为2 类: 一是村庄建设规划, 二是村庄平面布局规划。

3 .2.1 村庄建设规划。根据近期建设的要求, 新建户数超

过30 户的、用地规模较大的, 需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在规划

编制前, 设计人员通过当地政府咨询及农民访谈, 进行基础

资料的收集 , 从以下7 个方面入手: ①村名来历、民间传说、

特色风俗; ②周边文物保护、特色景点、工业区、特殊建筑物

( 构筑物) ; ③镇域村域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及流向 ; ④村庄概

况, 包括规划村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三产比例、产值、人均

收入、规划红线范围、现状人口、户数及住宅质量、规划人口

及户数、村民出行主要方向、村域及镇域工业类型、工业区规

模、农机拥有情况、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 ⑤市、镇( 乡) 、村

级规划的相关要求 ; ⑥主要基础设施( 管网及接入口位置) ,

包括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燃气 ; ⑦对此次规划的其他要求和

意见。在详细调查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 保证规划的准确

性、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意义。

同时, 前期由测绘人员对要编制规划的村庄进行测绘 ,

并绘制1∶1 000 的地形图, 确保规划的准确性。

3 .2 .1.1  成果要求。村庄建设规划内容包括“三图、一书、一

表”。“三图”即用地现状图、规划总平面图、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图;“一书”指规划说明书;“一表”指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3 .2.1.2 主要技术标准。①建设用地面积。②户均占地面

积。③总建筑面积。④户均住宅建筑面积。⑤人口规模。

⑥居住人口和居住户数。⑦基础设施配建标准。道路 : 主要

道路的宽度为5 ～6 m, 进户小路的宽度为2 m, 步道宽度为

0 .6～1 .2 m。道路铺装材料可因地制宜 , 但需满足无障碍使

用要求 , 并配套排水沟和路灯。给水排水: 由镇自来水厂提

供水源, 敷设管网到户; 近期雨污合流制, 远期雨污分流制 ,

污水集中到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电力: 供配电线路均架

空方式敷设。村庄主要道路设置路灯照明, 单排设置, 间距

30 m, 安装高度7 .5 m。电信、有线电视、广播线路同杆沿道

路架设 , 电信线路和电力线分设在道路两侧。环卫设施 : 居

民点垃圾箱服务半径为70 m。

3 .2 .1.3  整治总体思路。①道路的整治。一次规划, 分步建

设, 考虑长远的需求。主要考虑对外交通联系: 考虑与外界

联系道路的数量, 其接口的位置, 与未来交通流量是否适应

等。村庄内部道路的宽度: 今后随着村庄的发展, 车辆逐渐

增多, 路面宽度应充分考虑两车交会、人行道、路灯杆和绿化

的需要 , 以免日后再拆房拓宽道路, 造价会更大。先由政府

投入, 做好主、次道路的基本宽度, 日后因车流量增加而扩建

的, 则由政府和农民两方面投资建设, 编制规划时预留好扩

建用地。村庄道路交通规划时, 应考虑停车场地。小的自然

村停车场可以考虑在村口附近, 大的中心村可结合商店、村

委、活动中心等公建布置。村庄规划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道

路, 道路以改造为主, 新建为辅, 尽可能节省投资。村庄内部

的道路, 要考虑能予环通。对不合理的村庄路网结构要做些

调整, 次要路也应有一定的间距 , 不能在外围兜转, 要确保村

庄内部消防、救护的畅通。入户路要求通到每家每户, 尤其

是旧房密集区。还需注意的是, 入户路不能直接接到过境公

路上, 以免影响过境公路交通通畅。应减少主要路对过境公

路的接口[ 7] 。②住宅建筑整治。根据房屋建筑质量, 分为拆

除建筑、整治建筑和保留建筑。依据功能分区的要求, 住宅

用地整治要因地制宜, 拆除危房、简易房、露天粪坑、简易厕

所及一些影响村容村貌的农村附属用房, 对布局不合理或影

响景观及道路畅通的较差建筑也予以拆除。拆除后重建的

住宅平面排列仍采用行列式布置为主, 节约用地。对于一些

环境较差、质量一般的建筑予以整治。外立面破旧或没有粉

刷的房屋 , 应进行修缮和粉刷。远期遵循住户意愿在规划指

导下进行有机更新。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规划以联排和

双拼住宅为主, 限定宅基地面积 , 防止农户占地过大 , 造成浪

费。在有条件的村庄积极推行多层住宅, 限制独立式住宅建

设。按照节能、省地的要求依照当地情况设计风格统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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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住宅建筑形式以供农户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 确保村庄

整体风格的统一协调, 又不会导致千篇一律的兵营式排列。

同时, 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农民打好地基后, 再由农民根据选

择的住宅形式自筹建房。这样既有效控制了宅基地面积, 又

节约了建设成本, 并减轻了农民建房的压力, 以优惠的政策

引导农民按照规划建设新农村。③公共设施建筑整治。结

合原村落中心进行重新规划利用, 改造成便民服务中心( 含

商品超市、农资农药农机超市、医疗服务室和治安室等) 。沿

路增设店铺用房, 拆除原有厂房或低矮破旧房屋改建为超

市、日杂用品商店等商业用房; 结合周边空地建造成以经济

树木和人造草坡为主的生态型绿化休闲公园; 结合村口路

口, 建成半围合式活动中心, 安排老年人活动室、青少年活动

中心、阅览室等, 并形成休憩广场, 便于人们聚集活动; 通过

整合及改扩建, 从而形成商业、社区服务设施完善的村落。

④生态境整治。水塘周围加强绿化, 不得人为侵占与破坏 ,

使村庄与青山绿地和谐相融。广泛宣传提高居民良好的卫

生习惯 , 加强对生产垃圾和废水的处理。垃圾实行袋装化 ,

并及时清运 , 实行无害化处理; 道路保持整洁, 无垃圾堆放 ;

房前屋后杂物堆放整齐有序; 村内墙壁干净整洁, 无乱涂乱

画的现象。规划在村中心和交通要道、公建附近设置果皮箱

和垃圾点、公共厕所。整治村内河塘沟渠 , 使水面无漂浮物 ,

水质清净无臭味。村庄景观生态环境规划应重视对自然环

境的利用, 尽量利用原有的绿化, 保护植被。保留村中的池

塘水面 , 发挥其排水、防洪等多种功能作用。利用河道水系

植种绿化, 结合池塘开辟公共绿地 , 美化了村庄环境。⑤村

庄绿化景观规划。村庄绿化应点、线、面相结合, 使村庄绿化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点式绿化, 指集中的公共绿地。为村

民提供休闲场所。公共绿地缀以花架长廊、木平台、碎石步

石等小品, 并以人行小道贯穿其中, 形成步移景异的境界。

线式绿化 , 村庄内道路两侧及水塘周边都进行绿化。面式绿

化, 居民宅前屋后均进行绿化, 同时结合公共绿地和道路水

塘边侧绿化形成有机体系。

3 .2.2 村庄平面布局规划。对于村庄近期新建户数不多、

重点在于整治现状的 , 则应编制村庄平面布局规划。村庄平

面布局规划主要内容是整治现状村庄, 适当插建翻建, 对远

期新建的地块, 做好道路等基础设施规划, 确定要保留的水

塘、林园等用地。规划好新建住宅的户数, 但不规划住宅的

具体建筑形式和布置格局, 便于以后新建地块的弹性规划。

这样既节省编制成本, 也便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实施。

在规划编制前, 设计人员通过当地政府咨询及农民访

谈, 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 从以下6 个方面入手: ①民间传

说、特色风俗; ②周边文物保护、特色景点、工业区、特殊建筑

物( 构筑物) ; ③周边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及流向; ④居民点概

况, 包括规划红线范围、现状人口、户数及住宅质量、规划人

口及户数、农机拥有情况、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⑤主要基

础设施( 管网及接入口位置) , 包括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燃

气; ⑥对此次规划的其他要求和意见。

3 .2 .2.1  成果要求。村庄平面布局规划内容包括“一图、一

表、一说明”,“一图”指规划总平面图( 以现状图衬底) ;“一

表”指主要技术指标一览表, 附于总平面图上;“一说明”指规

划内容说明, 附于总平面图上。

3 .2.2.2 主要技术指标。①规划总居住户数; ②现状居住户

数; ③规划增建户数; ④规划近期增建户数; ⑤规划总居住人

数; ⑥现状居住人数; ⑦村庄规划总用地; ⑧村庄规划其他用

地; ⑨村庄现状建设用地; ⑩现状人均建设用地; �村庄规划

建设用地; �村庄规划近期建设用地 ; �村庄规划近期建设

用地; �近期规划人均建设用地。

3 .2.2.3  整治的总体思路。①住宅建设。近期规划在保留

原有村庄的基础上, 适当翻建和插建少量低层住宅, 重点是

进行住宅建筑的内、外部空间梳理, 对违章搭建、危棚简房予

以拆除 , 对乱堆乱放予以清除, 提升村庄的形象。对现状质

量较好的一类住宅予以保留; 对现状二、三类住宅进行整治 ,

有的需内部加固处理 , 有的需采用清洗和粉刷等措施进行外

观整饰, 同时完善内部功能 , 或遵循住户意愿在规划指导下

进行翻( 改) 建 ; 有些因道路、公建设施等建设而拆除的住户

插建至适当的位置。除插建住宅外, 严格限制建设独立式住

宅, 住宅建筑基底面积不应大于宅基地面积的70 % , 住宅建

筑风格及色调与周边住宅相协调。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交通: 村内道路以梳理、改造、完善为主, 分为村庄主要

道路( 路面宽度5 m) 、宅间巷道( 路面宽度2 .0 m) 、步道( 路面

宽度0 .6～1 .2 m) ; 远期新建部分只规划主干道基本宽度。

给水排水工程: 沿路敷设管道, 给水水源来自镇自来水厂, 污

水排放进镇污水处理厂。供电工程: 村主要干道上设置路

灯, 单排设置, 间距35 m 左右( 最大不超过60 m) , 安装高度

不低于5 m, 近期与低压配电线路同杆架设。电信工程 : 现状

电信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 保持现状, 结合村庄建设整治, 优

化电信杆位线路, 美化村容。环卫工程: 设垃圾收集箱, 服务

半径一般不超过70 m; 配置垃圾收集设备和专职人员, 垃圾

由专人收集, 经镇垃圾中转站再集中统一处理。结合村内公

共服务设施新建公共厕所。③公共服务设施。结合原村落

中心进行重新规划利用 , 改造成为便民服务中心, 并预留公

共绿地、广场用地, 以供未来村庄扩展之用。④绿化景观建

设。绿化规划: 将村口、主要村庄道路两侧、滨水空间及村庄

零散地段作为绿化整理和布置的重点; 村庄绿化以乔木为

主, 灌木为辅, 局部以花草点缀 ; 村民宅前宅后的绿化可与庭

院经济植物相结合, 有组织地布置一些果园苗圃、菜园瓜棚

等极具乡土气息的生态绿地; 植物品种宜选用地方特色、多

样性、经济性、易生长、抗病害、生态效益好的品种, 如: 柳树、

榆树、槐树、竹子、杨树等。河塘整治: 清除河塘垃圾, 疏浚底

泥, 对河塘两侧杂乱的现状景观绿化进行整治梳理。村庄内

河塘整治应与村民生活相结合, 河塘的驳岸以生态驳岸为

主, 突出生态景观功能, 注重绿化、美化、亮化、休憩等功能的

综合体现。

4  结语

村庄规划后, 农村发展和建设的整体框架明确了, 乡村

可按照规划的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便利的

生活设施将吸引居民聚集, 从而使农民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物

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在从事一系列的村庄规划中 , 总结了以

下的经验: ①提取农民的意见 , 在规划编制的前、中、后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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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光合细菌, 能全面改善猪肉品质, 使猪肉口感好 , 蛋白质

含量提高 6 .12 % , 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分别下降 73 .32 % 和

81 .92 %( 表3) 。

表2 试验前后仔猪体重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of piglet weight before and after thetest

组别

Group

添加量

Addition

试验数量∥头

Test number
试验前

Before test

试验后

After test

仔猪平均体重∥kg

Average weight of piglet
试验前

Before test

试验后

After test

增重

率∥%

Weight incr-

ease rate
1 10 %光合细菌水剂 4 4 14 .062 104 .119 640 .40

10 % liquid photos-

ynthetic bacteria

2 20 %光合细菌水剂 4 4 13 .062 104 .878 702 .89

20 % liquid photos-

ynthetic bacteria

3 30 %光合细菌水剂 4 4 13 .125 108 .288 725 .05

30 % liquid photos-

ynthetic bacteria

4 对照组 4 4 15 .938 86 .989 445 .81

Control group

表3 试验组和对照组肉品质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of meet qualityin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项目

Item

蛋白质∥%

Protein

脂肪含量∥%

Fat content

胆固醇∥mg

Cholesterin
试验组Test group 35 .12 1 .58 13 .92

对照组Control group 29 .00 6 .00 77 .00

 注 : 试验组数据取10 % 光合细菌水剂处理。

 Note :Data in test group came fromliquid 10 % photosynthetic bacteria treat-

ment .

3  讨论

光合细菌是生物制品, 无化学残留问题, 也无抗药性的

问题, 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饲料添加剂。目前其在水产方

面应用较广 , 主要用于调节水体环境, 使养殖水体处于良好

状态, 从而达到促进动物体生长、增强抗病能力、提高成活

率、净化水质、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的目的。日本在光

合细菌液的应用方面开展的较早。20 世纪80 年代, 小林正

泰等学者就将光合细菌液应用于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处理, 并

把它作为优质饲料和饵料, 开展了水产、畜牧养殖等多方面

试验[ 1] 。之后, 各国学者都对光合细菌的应用给予高度关

注, 并进行了很多研究报道。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利用光合

细菌改善水质; 我国学者郑耀通等用光合细菌处理高浓度黄

泔水, 对环境条件进行了优化, 发现用光合细菌处理曝气24

h 、COD 质量浓度为25 .820 mg/ L 的黄泔水96 h , 对黄泔水中

COD 的去除率达98 .7 % , 为大规模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工

艺参数[ 2] 。崔双科等开展了从炼焦废水生物处理系统中分

离出的PSB 对炼焦有机废水的静态及动态处理试验, 表明在

pH 值为7 及有氧条件下, 炼焦有机废水中有机物去除效率

基本都在90 % 以上[ 3] 。日本群马水产试验所利用光合细菌

治疗鲤鱼的卡揶利斯病, 效果良好[ 4] ; 我国学者张满隆等研

究表明, 在臭氧存在的条件下, 随着光合细菌投放量的增加 ,

患病鱼数量呈递减趋势, 当光合细菌投放量达到1 % 时 , 即可

有效预防观赏鱼烂鳃病和水霉病的发生[ 5] ; 李勤生研究发

现, 用光合细菌( 稀释) 浸泡患有烂鳃病的鲤鱼、水霉病的金

鱼10 ～15 min , 可将病鱼全部治愈[ 6] 。除了将光合细菌应用

在水产方面, 我国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光合细菌对畜禽生长的

影响。刘务典等报道, 肉鸡饲喂光合细菌液 , 可避免抗菌类

药物的使用 , 减少药物残留[ 7] ; 余伯良发现将光合细菌添加

于肉鸡、蛋鸡饲料中, 有较明显的促生长及加深鸡皮肤及蛋

黄色泽的作用[ 8] 。

为明确不同浓度光合细菌液对仔猪生长的影响, 分别在

仔猪日粮中添加10 % 、20 % 、30 % 光合细菌液。试验发现, 添

加光合细菌的饲料适口性好, 猪只喜食。仔猪增重按对照

组、10 % 液态光合细菌添加组、20 % 液态光合细菌添加组和

30 % 液态光合细菌添加组的顺序递增, 试验组与对照组间差

异均达0 .01 水平, 但试验组间差异不显著。在该试验中 ,

30 % 液态光合细菌添加组的增重效果最好, 但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 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按10 % 的添加量进行投喂。在猪肉

品质的比较试验中, 仅取10 % 液态光合细菌添加组作为试样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供试仔猪瘦肉中的蛋白质含

量有所提高, 脂肪及胆固醇含量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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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广泛征求农民的不同见解, 切实根据农民的需求进

行规划 , 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②村庄规划不贪大求全, 根

据实际需要分类编制, 节约资金的同时确保规划的可行性。

③更新旧的理念、手法, 不以城市规划的理念规划农村, 不大

拆大建, 根据村庄建筑现状, 分别规划。④维持原有生态、地

貌、历史文化脉络,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现状, 创造特色。⑤

完善好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 确保农民生活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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