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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时

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政策红

利将促进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和乡村数

字经济高速发展。2019 年 5 月颁布的《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纲要》、2020 年 5 月出台的《2020 年数字乡村发

展工作要点》等文件，明确部署了我国下一阶段数字

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即在继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和数字经济的同时，深化信息惠民便民等工作，具

体包括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加强数字乡村发展的

统筹协调等内容 [1]。

近年来，德国乡村地区也在迅速发展的全球

化数字网络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探索新的发展模

式。公共财政难以覆盖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

施，城乡间愈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与空间交集以及区域

认同感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促使村与村之间、村与

城镇间跨越行政边界，在“整合性发展”（integrierte 

Entwicklung，英文为 integrated development）理念下

开展了包括数字化在内的一系列实践。受到国家政

策和财政投入不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和德国的乡

村数字化发展路径和现状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全

球城市化”和“全球经济和社会数字化”的当下，

乡村地区面临的一些困境（如人口老龄化、空心化

等）是相似的 [2]。德国北威州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

（OstWestfalenLippe）的案例是在区域整合性发展框

架下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案例

的探讨分析，为我国开展下一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重

点任务提出借鉴和策略。

Practicing Dig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Within a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OstWestfalenLippe, Germany

“整合性发展”框架内的乡村数字化实践 
—— 以德国北威州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为例

李依浓  李洋
Li Yinong, Li Yang

作者： 李依浓，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yinong_li@yeah.net
  李洋（通信作者），博士，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规划师。

liyang.cx@thupdi.com

实践综述

摘要：在城乡经济联系与空间交集愈益紧密的背景下，德国城乡等值化思想的

内涵发生了改变。乡村地区不再完全依附中心地等级模式对基础设施和服务进

行自上而下的纵向均等化分配，而是以跨越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的“整合性发

展”模式开展乡村更新、公共服务供给等工作。这种相对灵活和开放的发展模

式，通过建立区域共同发展愿景、实施计划以及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在避

免利益竞争的同时发挥区域优势和区域合作的潜力，完成单个村、镇、市无法

完成的任务。本文通过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的乡村数字化实践案例，解读德

国乡村数字化项目在“整合性发展”框架下的规划路径和实施成果；并结合我

国下一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提出三点建议：促进乡村数字化发展项

目可持续性，建立城乡数字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和管理程序，以及激发乡村地区

数字化发展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pa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urban-rural 
equivalence” is chang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 no longer completely 
depends on the top-down central place mode, but is increasingly following a bottom-
u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 that crosses different spatial boundaries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s. Such a relatively flexible and open development mode, through 
establishing common perspectives, working plans and cooperation networks between 
different entities, helps to avoid competitions and releases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solving problems that individual village, county or city may not be able 
to handl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n OstWestfalenLippe reg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lanning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German 
rural digital proje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urban-
rural digit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establishing coherent pla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of urban-rural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bottom-up” digi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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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性发展”理念的产生背景和优势特点

1.1  “城乡等值化”发展理念
二战后，随着乡村地区在社会中承担角色的改变及其自

身所面临问题的变化，德国的乡村规划在不同发展时期不断

调整其价值体系和工作内容。1953 年，西德政府颁布的《土

地整理法》中明确了乡村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农业结

构，保证农村地区农业和林业经济的发展；1960 年代乡村

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此举在提升乡村地

区生活水平和消灭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将城

市的建筑风格、宽直的道路带入乡村，严重破坏了乡村地

区的原有肌理和风貌；1970 年代，以迪特尔·维兰（Dieter 

Wieland）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和规划师开始反思，指出局部

的农业发展以及为消除地方差异而高强度投入建设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设施，并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停

滞和衰败问题，以城市为样板的乡村更新更是对乡村地区传

统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3]。在 1975
年的《建筑遗产欧洲宪章》和 1977—1980 年德国联邦《未

来投资计划》（ZIP: Zukunftsinvestitiongsprogramm）的影响下，

德国各地开始倡导“有所保留的”村庄更新，通过限制改造

传统乡村的空间结构来保护乡村特色和乡村空间更新的延续

性 [4]。同时，在规划的技术内容中，乡村地区的地位与城市

地区更加平等。1975年，以整个联邦的国土发展为对象的《联

邦空间秩序规划》（Bundesraumordnungsprogramm）纲领文

件提出了“城乡等值化”的概念——“联邦范围内所有居民

拥有在符合期望的距离内享有合理的住房、工作、公共服务

设施以及合乎尊严的自然环境的权利”。

从德国近几十年来乡村规划的发展路径看，尽管各时期

的侧重不同，但对于提供充分的、“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条件，对于区域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关注，有很强的连续性和

延续性。

1.2  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新探索
基于传统思路，德国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投

入主要遵循“垂直构架”的乡村规划和投资发展体系。该体

系基于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旨在

通过纵向等级划分将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职能

在全国范围内以均等分配的模式建构，并通过定义某些重点

村镇和重点村庄以发挥其带动作用来加强该区域发展的空间

联系，从而实现城乡资源的均等化配给 [5]（图 1）。然而，自

实施以来，中心地模式所构想的即按照人口和等级均等化分

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愿景并未实

现，反而被很多学者诟病其阻碍了乡村地区的发展。主要问

题表现在：首先，在实践中不能通过学术的、量化的标准来

定义“中心”并对其分级（Ulrich Brösse）[3]; 其次，所谓的

“均等化”投资 , 或是投资到发展意愿不高、资源潜力不足

的“中心”地区却没有形成预期的经济增长而导致了国家资

源的浪费，或是因为人口规模不够和行政等级低等因素而忽

略了有较强发展意愿且具有潜在资源和发展条件的“边缘”

乡村地区，使之丧失了发展机会 [2] ；第三，只有很少一部分

村子被定义为“中心”，大部分乡村地区则被划分为“剩余

地区”，由此中心地模式被斯蒂恩斯（Gerhard Stiens）等学

者所抨击，指责其优先服务于联邦政府的政治利益而损害了

乡村地区的权益 [3]。

尽管中心地模式一直是德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工具，

然而近年来，一些乡村地区不再完全依附中心地等级模式

对基础设施和服务“自上而下”地纵向均等化分配，而是

以整个乡村地区或是将乡村地区与相邻城镇作为一个整体

开展乡村更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信基础

设施）等工作。1984 年，在针对德国全国范围的《农业

结构和海岸地区保护议程》（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nstenschutzes）中提出将单个村庄与其所处的区

域整体发展相结合的新思路，乡村在区域发展中被赋予了

新的角色和意义。2004 年颁布的《农业结构和海岸地区保

护议程》明确规定了“整合性乡村发展框架”（Integrierte 

ländliche Entwicklung） ，将乡村更新、田地重划和农业结构

发展规划等内容结合在一起，以整体推进的方式带动乡村

地区的发展 [4]。该框架下的各项措施中，涉及空间规划的项

图 1  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空间规划和投资发展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wissen.de/sites/default/files/styles/lightbox/public/

wissensserver/jadis/incoming/318114.jpg?itok=bov2VzV1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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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目和计划主要遵循《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

《州域发展计划》（Landesentwicklungsprogramm）以及《区

域规划》（Regionalplan）等。在建筑指导性规划层面上的

整合性乡村更新规划则更为具体，需根据《建设法典》

（Baugesetzbuch）、《建筑规范》（Bauordnung）以及《田地

重划法》（Flurbereinigungsgesetz）等法律规范制定相关建设

规划。考虑到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性，各联邦州在

方案的实施路径、制定组织流程或区域管理等方面制定了

各自的规则，鼓励在实践中采取灵活且因地制宜的方法和

措施。

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城乡间界限的愈加模糊，“整合性乡

村发展”逐渐突破了乡村地区内部以及村与村之间的合作。

2007 年《莱比锡宪章》中明确提出了“整合性城市发展”

（Integrierte Stadtentwicklung）的理念和策略，倡导城乡间

构建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地区网络交流平台，合理

有效地利用区域基础设施，发挥共同优势，共用现有资源，

实现城乡共同的发展愿景 [6]。此外，为了创造城乡间等值的

生活条件，避免区域内部竞争投资、就业岗位以及高素质

劳动力等资源，欧盟也通过区域改革和结构政策改良、设

立“欧洲农业定向保障基金”（Europäischer Ausrichtungs- 

und Garantiefonds für Landwirtschaft）等措施，推动空间或

功能上有关联的县（Kreis）、市（Stadt）、乡镇（Gemeinde）

等以更广泛的涉及地区为整体，开展“整合性区域发展”

（Integrierte regionale Entwicklung）规划。整合性城市或区

域发展规划在功能上衔接了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 [7]，除了遵

循州、联邦、欧盟的空间规划和建筑指导性规划的相关法

律和规定外，还需符合专项规划的法规和管理政策，其工

作内容涵盖空间、社会、经济、自然保护、区域综合发展

等多个领域 [8]（表 1）。
整合性乡村、城市和区域规划策略及其所构建的工作框

架为基层村、镇在法定的规划途径之外开辟了一条非正式协

商与合作的渠道，以寻求实现区域发展中的共同目标。它的

产生和应用反映了“城乡等值化”思想变革在公共服务提供

模式上的新探索（图 2）。

1.3  “整合性发展”模式的优势特点
在实践中，整合性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出以下三点优势。

（1）通过构建跨越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的新发展主体，

建立区域共同发展愿景和实施计划，能够在避免利益竞争的

同时发挥共同的区位优势和区域合作潜力，完成单个村、镇、

市无法完成的任务，如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保护、区域环境保

护、数字化发展等。

（2）“整合性发展”模式中，村、镇、市与区域的合作

网络并不建立在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上，而是基于平等的伙伴

关系。整合性发展规划的最大吸引点在于有其利于推动具体

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通常具有本地人才和资源等优势，便

表 1  三类“整合性发展”规划策略的内涵、制度基础和工作内容

整合地域范围 整合性乡村发展 整合性城市发展 整合性区域发展

“整合性”的内涵

从乡村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通过建立跨越组织和行政部门的合

作，制定涵盖乡村经济、社会生活

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策略

通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构建平

等的伙伴关系，制定包含经济主体、利益相关者

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综合城市发展策略

为了创造城乡间等值的生活条件，避免区域内部的利益

竞争，将空间或功能上有关联的县、市、乡镇等作为一

个整体，制定区域专项或综合发展策略

制度基础

· 区域规划相关：《空间秩序法》《州

域规划法》《州域发展计划》

· 建筑指导性规划相关：《建设法

典》《建筑规范》

· 田地重整规划相关：《田地重划

法》

· 区域规划相关：《空间秩序法》《州域规划法》

《州域发展计划》《区域规划》《州城市更新促进

方针》（Förderrichtlinien Stadterneuerung）

· 建筑指导性规划相关：《建设法典》《建筑规范》

《城市建设促进法》（Städtebauförderungsgesetz）

· 管理相关：《州财政预算条例》（Landeshaltshal-

tordnung）、《地方管理法》（Bezirksverwaltungsge-

setz）、《财政平衡法》（Finanzausgleichsgesetz）

· 区域规划相关：《欧洲空间发展计划》（Europäisches 

Raumentwicklungskonzept）《空间秩序法》《州域规划法》

· 区域经济相关：“欧盟结构基金”（EU-Strukturfonds）、

《区域改革及结构政策》（Gebietsform und regionale 

Strukturpolitik）

· 农业／乡村空间相关：《农业结构和海岸地区保护议

程》、“欧洲农业定向保障基金”

· 自然保护相关：《自然 2000》（Natura 2000）、《联邦德

国自然保护法》（BNatschG）

工作内容

· 根据《建设法典》推动乡村更新

建设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 根据《田地重划法》重新划分土

地使用，塑造乡村空间；

· 符合乡村特点的公共服务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

·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 乡村地区环境保护；

· 乡村地区发展管理等

· 根据《建设法典》进行城区改造、中心城区复

兴、建筑保护；

· 居住环境和公共空间建设；

· 本地住房市场和住房经济；

· 交通设施建设；

· 移民融合；

· 社会发展等

· 根据《建设法典》进行城区改造、中心城区复兴、建

筑保护；

· 区域经济发展；

· 农业发展；

· 健康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 旅游与休闲设施；

· 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保护；

· 数字化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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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过合作网络实现整合发展 [9]。

（3）在申请欧盟、联邦、州发展基金项目时，这种汇集

了各方智慧的、联合应对的“整合性”结构框架在评估中具

有强大的竞争力，有较高的可能性获得与之匹配的资金支持。

鉴于以上优势特点，近年来逐渐有乡村地区开始采用基

于整合性发展模式的数字化发展策略。

2  德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发展策略

目前，德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发展策略按内容大致可分

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乡村社会服务两类。

光纤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和载体。

因此，“千兆级光纤网络”的升级和拓展是乡村数字化的首

要任务。此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智能化网络”（Die 

intelligente Vernetzung）的扩展这一概念，指通过数字技术

联结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之间的合作，形成区域性

数字化网络枢纽，以完成智能交通、信息安全强化、数字

化教育等任务，推动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1]（图 3）。与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进的是因地制宜的数字乡村社会服

务：“联邦乡村发展计划”（FPRD: The Federal Programme for 

Rural Development）每年投入 5 500 万欧元用于推动乡村地

区的数字化发展，然而其中大部分资金被分配给以区域为发

展整体，或是利用数字化网络枢纽开拓乡村数字化服务的项

目，仅有一小部分资金（1 100 万欧元）流向以村庄为单位

的数字化项目 [10]。

在上述两类建设内容中，“智能化网络”的扩展以及保

障乡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条件，在现

阶段还依赖于乡村地区与相邻中小城市间的紧密合作，比如

为乡村地区居民提供远程诊断并配合以临近城镇治疗的医疗

服务 [12]。此外，乡村地区由于行政等级较低、人口规模小，

一般情况下很难获得联邦政府在数字化发展领域的直接关注

和资金投入（2018 年仅有 68 个村庄数字化项目获得了联邦

乡村发展计划的资助 [11]）；但是另一方面，联邦和州政府通

过政策倾斜或财政支持，鼓励城市与区域的合作发展。综合

这两点因素，“整合性发展”框架下的乡村数字化建设是符

合乡村地区利益且能够获得多方支持的方案。下文将要介绍

的东威斯特法伦利普经济地区的整合性行动规划则是区域整

合性发展应用于数字化实践的新尝试。 

3  案例研究——“整合性发展”框架内东威斯特
法伦利普地区的乡村数字化实践

3.1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的发展背景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下称利普地区）位于德国北威

州东北部，涵盖六个相邻县和一个地区管辖的比勒菲尔德市

（Bielefeld）， 全域面积 6 500 km2，人口约 200 万（图 4）。基

于相近的自然条件和居民的区域认同感，利普地区在 1990
年代初提出了区域发展概念，并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

多个地区的整合性发展计划，如“地区示范性经济管理”

（2002—2007 年）、“技术革新导向的创新和知识发展计划”

（2008—2011 年）等。这些尝试为 2015 年利普地区开展整

合性行动规划奠定了基础。 

图 2  跨越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的“整合性”发展模式
图 3  德国“智能化网络”概念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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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利普地区被联邦经济和技术部评为全德最具创

新和经济效率的五个地区之一。然而，人口结构变化、人才

流失、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和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的加快等

因素导致该地区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人口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乡村地区人口流失严

重，存在持续向大城市转移的风险。据预测，2030 年乡村地

区居民人数将下降 5%，届时人口老龄化严重，年龄结构失衡。

（2）人才就业。北威州工商联合会的调查显示，预计

69% 的大学生毕业后会在本地就业，然而因缺乏对本地中小

企业的了解，57% 的学生没有针对职业发展方向选择专业或

继续教育课程。

（3）经济和技术。金属、电子、电子机械等领域的中小

企业面临管理和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北威州工商联合会研究

显示，2020 年利普地区人才缺口将达到 22 000 人，这意味着

目前 1/3 企业的人才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

（4）土地利用。驻扎在利普地区的 23 250 名英国军

队及其家属于 2020 年撤离，2 000 hm2 土地面临重新规划 

利用 [13]。

3.2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性行动规划
为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利普地区于 2015 年制定并颁

布了“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性行动规划”（OWL 4.0- 

Integriertes Handlungskonzept der Region OstWestfahlenLippe），

旨在利用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刺激，带动该地区

的经济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其作为尖端科技孵化地

的可持续发展。该整合性行动规划的核心策略是建立自下而

上、超越行政边界的新发展主体以及合作发展框架，将地方

政府以及企业、科研机构、民间智慧团体等社会资源汇集起

来形成合作网络；同时，依据区域发展条件和潜力、本地居

民的发展意愿以及各参与主体间沟通协调达成的一致发展目

标，进行资源整合，实施具体项目。由于该整合性行动规划

中有关构建跨越区域、各方参与的合作网络的策略符合联邦

政府扩展 “智能化网络”的国家战略，同时该规划响应了北

威州政府提高地方自主更新能力的号召 , 因而获得了欧盟促

进地方发展基金委员会（EFRE）和联邦乡村发展计划的基

金支持 [13]。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性行动规划 ”的关键步骤

是优劣势分析（SWOT: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reats）（图 5）。对此，规划团队结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

响，对该地区在数字化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瓶颈进行分析和评

估，并以此为基础引导该地区总体发展目标、具体目标和实

施项目的制定。

对利普地区优劣势的分析结果显示，作为全德最具创

新力和经济效率的地区之一，利普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1）高密度且多元化的、拥有业内领先技术的中小型企

业；（2）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机构；（3）经济、科技、社

图 4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区位和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th-owl.de/fileadmin/_processed_/csm_Cluster_itsOWL_146ab56ae3.jpg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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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各行业间紧密的合作关系；（4）由 200 多个企业和研

究机构共同建立的“东威斯特法伦利普智能科技系统”（it’s 
OWL: Intelligente Technische Systeme OstWestfalenLippe) ，

该系统通过联结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推动研究成果的转

化和企业的技术革新。由此，利用包括智能科技系统在内

的本地优势资源，推动国家战略工业 4.0 的更广泛应用，

维护利普地区的持久竞争力，成为整合性行动规划的总体

发展目标。

在这个目标框架下，基于可支配资源和各参与主体的

实施能力，规划团队确定了六项具体目标和 10 个实施项目，

并成立“东威斯特法伦利普有限公司”（下称“有限公司”）

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在 10 个实施项目中，由“有限公司”

直接负责的“竞技场 4.0”项目被设定为总体统筹项目，通

过构建长期且形式多样的交流平台为其他九个项目团队提供

持续交换经验和成果的机会。“工业 4.0”项目在构建企业与

研究机构的合作渠道方面有优势，因此项目团队在为中小型

企业提供数字化信息、咨询、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健康

4.0”等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并承担部分项目间

的统筹协调工作。涉及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的“智慧乡村”

项目，针对利普（Lippe）县和赫克斯特尔（Höxter）县两个

县人口流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在移动公共

服务和共享经济领域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此外，实

施项目还包括推动信息产业链发展的“商业 4.0”和“食品

4.0”，以及对废弃军营和机场进行重新规划利用的“赫尔福

德（Herford）军营”“据特斯洛（Gütersloh）机场”改造项

目（图 6）[13]。

由于实施项目之间存在共同的具体目标或工作内容的交

集，“有限公司”通过设立协调工作委员会等组织结构，以

定期举办研讨会等的合作方式，打开项目间合作和交流的

“接口”，构建参与项目的各个工作小组、机构、企业和个

人间的合作网络。例如：乡村数字化项目中寻求数字化技术

在气候保护、清洁能源和教育领域突破的部分与“环境保护、

能源、建造 4.0”项目之间存在工作交集，在建立农产品产

业链化应用领域又与“食品 4.0”间存在合作关系。项目间

的合作不仅能够带来短期的协同增效，而且能将各项目参与

主体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

 对于利普和赫克斯特尔两个县乡村地区的实施项目来

说，“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性行动规划”在宏观环境

层面和微观实施层面均提供了多层次的支持：整合性行动规

划及其框架以 10 个实施项目为“窗口”，通过在城市与乡村、

不同行政单位、企业、社会团体等之间建立合作网络，创造

了信息、技术、社会资源等共享、互换和交流的机会，将数

图 5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发展的优劣势分析及其对应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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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发展的资源和成果辐射到乡村地区的各领域和群体；在

“智慧乡村”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各参与主体获得了

技术、资金，以及负责区域发展政策的专业人士对项目实施

的监督管理、咨询服务、广告宣传等各项支持。

3.3  “智慧乡村”项目的实施
“智慧乡村”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启动，在经历了组建

团队、设立工作框架以及对接“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

性行动规划”等准备工作之后，利普县和赫克斯特尔县采取

了不同的规划目标选择程序：利普县经由专家评估、参与

主体协商（政府部门和协会等）、参与主体会议等步骤确认

了参与项目的 10 个村庄；赫克斯特尔县则是出于公平竞争

的考虑发起了公开竞赛，通过评比选出六个获胜方参与“智

慧乡村”项目。尽管筛选程序和评判标准不同，但参与方的

决策团队需要拥有一致认定的必要条件，包括：（1）相对

开放的、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氛围；（2）充足的、潜在的本

地居民和社会团体力量；（3）参与构建数字化合作网络的意

愿 [14]。这些条件在引导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7, 图 8）。

“智慧乡村”项目的方案设计过程可分为开始、展开以

及蓝图生成三个阶段。在项目开始阶段，规划团队与各村协

会、合作社等地方社会团体一起筹备乡村会议。其中，地方

社会团体负责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组织调查问卷的发放

和回收；居民通过调查问卷登记参与志愿服务的意向，并对

备选的数字化应用手段进行评价；规划团队则基于调查结果

制定研究报告。在展开阶段，地方团体协助规划团队针对不

同年龄和职业的居民组织多种形式的村庄研讨会，共同商讨

可能实施的数字化发展措施。在蓝图生成阶段，利用整合性

行动框架中的信息、技术等资源，定制符合需求的数字化发

展措施，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建立信息平台；创造

数字化生活空间环境；开展数字化相关培训；利用数字化技

术加强邻里互助（表 2）。
在这些数字化发展措施中，最为关键的是覆盖 16 个村

庄的为期一年半的数字化能力培训。近 150 名志愿者在培训

结束后，或是投入信息平台的建设中，如利用“智慧乡村”

项目规划团队提供的模版制作本地的“村庄广播”网站；或

是参与数字化空间环境的创造和维护，如按需定制“智慧乡

村客厅”；或是加入本地数字化相关培训，以加强数字化人

图 6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4.0 整合性行动规划”的目标和实施项目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绘制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数字化发展方案

建立行业和部门间跨职权合作网络，
明确未来数字化发展措施

利用数字化转型激发商业潜力，为新
的商业模式和初创企业提供支持

保障数字化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
输送

（因英军撤离带来的）国土空间的
重新规划和利用

统筹数字化发展资源，通过多种渠道
传播相关信息

实施目标

主题性项目

统筹利用“东威斯

特法伦利普智能科

技系统”在内的本

地优势资源，推动

国家战略工业4.0的

广泛应用，以维护

东威斯特法伦利普

地区的持久竞争力

项
目
间
合
作

项
目
间
合
作

部
分
统
筹

整
体
统
筹

“健康4.0”：
聚焦“工业4.0” 框架下健康经济领域的数字化升级，如移动医疗、个性化服务等

“食品4.0”：
完善食物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信息化应用，包括质量监测自动化、卫生监控等

“环境保护、能源和建造业4.0”：
通过“能源4.0”实验室提高电、热等能源的综合利用，以更低的成本保障能源供应

“智慧乡村”：
针对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提出因地制宜的数字化措施发展方案

“工业4.0”：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数字化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并构建产品转化网络

“商业4.0”：
通过打造中小型企业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程序，推动信息产业链发展和多样的数字服务

“工作4.0”：
为应对各行业因数字化升级带来的挑战，对企业在健康管理、继续教育等领域的需求提
供相应支持

“赫尔福德教育园区”改造：
位于赫尔福德的军营将被改造为科研导向的教育园区，吸引教育机构、初创企业等的入驻

“据特斯洛机场”改造：
据特斯洛机场将被改造为紧邻自然的工业园区，吸引研究实验室、创新型企业、展示中心
等机构的入驻

“竞技场4.0”：
协调整合性实施规划和各项目的实施工作

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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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县规划目标选择程序 赫克斯特尔县规划目标选择程序

与目标村庄建立联系：项目团队组织村长、协会、村民等共同参与第          
一次会议，初步探讨可能实施的数字化方案

评判标准内容

·协同合作或邻里互助的传统
·可支配的本地人文资源

·面临人口变化带来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活跃的乡村社会团体
·5～10个活跃的本地联络人
·超过3个应用于本地数字化发展的策略

·广泛的居民参与
·开放的、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的氛围
·参与构建数字化合作网络的意愿

专家评估：考虑到拟定指标和发展条件等因素，由利普县政府和
“智慧乡村”项目团队选出有发展潜力的村庄

目标村庄选择程序的确定：经“智慧乡村”项目团队、赫克斯特尔
县长、乡村公社社长协商，通过公开透明的竞赛程序选择

竞赛前期准备：参赛村庄通过与“智慧乡村”项目负责人接洽，了解
竞赛相关事宜，并进行前期准备

竞赛评选：经不同年龄、不同机构的外部评审员讨论，选出六个参与
“智慧乡村”项目的村庄，落选的村庄可共同参与“数字能力培训”
专题

政府部门协商：项目团队负责与村庄所属县或市的政府部门沟通，
了解参与项目的意愿

图 7  利普县与赫克斯特尔县的规划目标选择程序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绘制

图 8  利普县（左）和赫克斯特尔县（右）评选／竞赛结果的公开现场图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表 2  “智慧乡村”项目中的数字化发展措施

建立信息平台

1.“村庄广播”网站和应用：

为居民提供有关本地线上交易、地区新闻、活动等相关信息以及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

2.“信仰平台”：

以本地学校资源为基础建立“信仰平台”，为中老年人提供教堂服务信息和相关宗教仪式

创造数字化空间环境

3.“智慧乡村客厅”：

建立共享“智慧乡村客厅”，配备居民所需智慧家居设施，其商业模式经由各村村民讨论制定

4.“智慧公交车站”：

建设提供无限局域网和个人移动装置充电设施的公交车站

开展数字化相关培训

5. 数字化能力培训：

16 个村组织近 150 名本地志愿者接受为期一年半的数字化培训，涵盖数字化农业、信息安全、信息媒体法律及教育 4.0 等内容

6.“无人机”技术培训：

为提高年轻人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开展无人机培训课程，无人机拍摄的图片或视频应用于村镇的网站和村庄广播等信息平台

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邻里互助

7. 互利互惠团体“爱心村”：

村民在项目团队的指导下成立自组织团体“爱心村”，通过挨家挨户访问掌握虚拟社区服务的供需地图，将提供专业知识或能力

的个人和需求方联系在一起，加强邻里互助，增进社会凝聚力

8. 数字化“紧急呼叫系统”：

为老年人提供应对健康问题、技术损坏、意外等情况的数字化紧急呼叫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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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后备力量的建设。为平衡公共服务不足、社会生活不便的

问题，各村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邻里互助，如欧文豪森村

（Ovenhausen）成立了互利互惠团体“爱心村”，威尔德村

（Wehrden）为老年人设计了数字化“紧急呼叫系统”等。

另外，一些村庄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如贝加村（Bega）开

展“无人机”技术培训，比乐贝克村（Billerbeck）建设“智

慧公交车站”等 ( 图 9, 图 10)。

“智慧乡村”项目的各项措施于 2018 年开始执行，从实

施效果看，村民普遍加深了对数字化技术和应用的认识，并

投入本地的数字化实践中。在方案设计阶段，每个村都有 50
名以上的村民参与村庄研讨会，进行数字化措施的相关讨论；

在实施阶段，每个村都有主动负责各项措施落地的联络人、

志愿者等；此外，利普县约 65% 以上的居民参与了村民互

助项目 [14]，本地的社会凝聚力得以增强；项目周期结束后，

由各村村民负责技术平台，如“村庄广播”网站的运营和维

护等，并积极为感兴趣的村庄提供咨询和帮助服务，联络相

邻县加入扩建信息平台，推动构建更广泛的区域数字化合作

网络。在下一阶段，“智慧乡村”项目会融入“利普县 2025
未来发展规划”（Zukunftskonzept Lippe 2025）以及赫克斯特

尔县的“村庄·未来·数字化”（Dorf.Zukunft.Digital）项目，

由此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基于“智慧乡村”项目截至目前的

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整合性发展”框架为利普地区的乡村数字化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灵活而开放的工作框架，但不能忽视

营造居民广泛参与数字化发展的意识和社会氛围，注重挖掘

居民和社会团体等本地力量是数字化项目在村庄落地生根且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村庄筛选和评估、举办村庄研

讨会、开展数字化培训等程序，帮助村民认识到数字化对村

庄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使其产生了使用数字化工具的意愿和

参与项目实施的动力；通过将信息平台的运营和维护交由村

民负责，并提供长期的数字化技术传授和交流平台，提升了

村民独立自主使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保障了各项措施的持

续效力。

第二，基于“整合性发展”理念的乡村数字化实践并不

仅意味着技术变革，同时也成为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化本地社

会网络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契机。在“智慧乡村”项目中，规

划团队考虑到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社会群体的不同信息渠道、

行为习惯和数字化需求，以创新性的议题和活动形式吸引本

地居民广泛参与并且贯穿项目始终，赢得了近 150 名本地居

民志愿长期服务于此项目。在德国乡村地区普遍人口流失、

老龄化严重、社会网络不断萎缩的背景下，“整合性发展”

模式下的数字化建设成为凝聚村庄个体力量、加强村庄内部

社会组织有序运转的契机，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第三，在“整合性发展”模式中，通过构建跨越“自上

而下”的行政等级以及灵活而开放的合作网络，将专业团队、

地方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保证了乡村数字化

各项实施策略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投资效益。在赫克斯特尔

图 10  “智慧乡村”项目中有代表性的数字化发展措施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图 9  “智慧乡村”项目中数字化发展措施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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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中，通过公开竞赛来筛选目标村庄的机制，能够将有

限的资源投入有较强发展意愿且具有潜在资源和发展条件的

地区。本地村民和社会团体的全程参与能够帮助规划团队了

解村庄资源状况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力保证了实施策略的

可行性与针对性。

4  德国乡村数字化实践带来的启示

德国“整合性”发展理念基于“城乡等值化”思想以

及对于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探索，在传统的“中心地”纵

向资源分配体系之外，构建了一种相对灵活、开放、超越

行政边界和部门事权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尽管德国利普

地区的案例是“整合性发展”模式应用于乡村地区数字化

发展的一个新尝试，但其发展理念和各项举措与德国政府

近年来推出的多项数字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实施策略一脉

相承：政府职能重点作用于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如推动

“智能化网络”的扩容和联通；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数字化

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并建立民间资本的管理框架；倡导数

字化的全民意识，并为各地的数字化自主发展“留白”等。

这样的数字化发展环境对于本身拥有较强发展意愿，且拥

有丰富资源的乡村地区（如拥有高密度、多元化的技术企

业以及智能科技系统等资源的利普地区）更为有利，但相

应地可能会忽视发展意愿不高或资源潜力不足地区的数字

化转型。

此外，尽管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参与德国的数字化进

程，但是目前德国乡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作主

要依靠国家和欧盟的支持以及特别的资金注入。相较于我

国近年来对于乡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仅中国

电信在 2013—2018 年对乡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到 

200 亿元 [15]），德国乡村地区获得的资金投入十分有限，这

也导致乡村地区的高速宽带网络部署缓慢，进一步阻碍了乡

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这一弊端促使德国的乡村数字化实践

充分发掘和调动其可支配的设施资源，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推

动各项举措的可持续性。本文探讨了德国数字化发展策略和

“整合性发展”框架下的数字化实践经验，发现其尽管存在

局限性，仍能对我国下一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几项重点任务

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4.1  借鉴“整合性”发展相关思路，促进乡村数字化发

展项目可持续性
我国《2020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中提出“整合

运用已有设施资源，探索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等加强数字

乡村发展的统筹协调的具体任务。借鉴德国“整合性”发展

相关思路，应在条件允许时将区域作为一个发展整体，建立

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网络，以便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带动乡

村地区参与凭借其自身规模和力量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此

外，为促进乡村数字化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应在筹备（如优

先选择有发展意愿且具有活力和潜力的村庄作为规划目标）、

规划设计（如注重居民参与，制定可行性与针对性强的措施

等）、运营和维护（如将本地村民和团体作为主体参与者）、

再发展（如扩大宣传，拓展合作网络等）的全过程进行布局，

建立项目收益平衡机制。

4.2  建立城乡数字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和管理程序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城乡融合，创新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

体制的基本原则以及统筹发展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强化城

乡一体设计的重点任务。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实现有效的城

乡数字一体化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城乡间共同的发展愿景，还

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可操作的、促进一体化的措施，

以及落实一体化的规划和管理程序。与城市发展相比，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参与因素多，过程更为复杂。决策主体应采取

多元化的鼓励措施（如设置专项发展基金，创造合作平台

等），以及面向发展过程的引导方式（如信息、咨询、技术

服务等），为城乡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的合作创造条件。此外，

应针对城乡间明确一致的发展目标，制定规划实施框架和步

骤，并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

引导、内部对外联系等方面的工作。 

4.3  激发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
在德国“整合性发展”框架下的乡村数字化实践中，

乡村地区努力争取上级政府的关注，争取参与区域“整合

性发展”的机会，本地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投入数字化建

设项目的竞选和决策，以及本地数字化发展的长期建设中。

我国的乡村地区一直有互助合作的机制和传统，决策主体

应充分激发这一“传统”的潜力 , 按照不同年龄和职业人群

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采取宣传、培训等方式营造数字化发

展的氛围，培育本地居民独立自主使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

使乡村地区的本地力量能够参与乡村数字化的规划和实践

过程中。这不仅有助于各参与主体掌握当地资源和构建社

会网络，也有助于通过本地居民人际互动解决包括数字化

在内的发展需求，形成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自下而上”

的内生动力。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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