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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 
——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实践与启示
“Vitalitäts-Check”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Practice in Bavaria, Germany and Its 
Enlightenments

摘要：科学评测乡村发展活力，研判乡村发展问题，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德国巴伐利

亚州食品农林厅乡村发展管理局推出的乡村活力测评新工具——“以内生型发展为目标的村镇活力测评”（简称“村镇活力测评”），旨在基于全

面客观的评价，为地方政府与规划师制定村庄更新、乡村社区发展及跨地域社区间联系的前瞻性策略提供依据。本文以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新趋

势作为村镇活力测评推出的背景，详细介绍村镇活力测评的工作任务、测评范围、内生型发展潜力识别及评价指标与结果表达，以跨村镇联盟“上

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为例分析村镇活力测评的应用成效，总结巴伐利亚州乡村活力测评工具的经验，提出对中国乡村活力测评及激活策

略的启示。

Abstract: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rural vital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o optimize territory spatial layout. The new rural vitality assessment tool“Vitalitäts-Check zur 
Innenentwicklung für Dörfer und Gemeinden”(Vitalitäts-Check)launched by the r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Bavaria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 Germany, aim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planners to formulate forward-looking strategies for village renewal,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ross-border regional community connection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trend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Bavaria as the background to propose Vitalitäts-Check, introduces the task, assessment area,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expression of the analysis results.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is reviewed with case study of Intermunicipal Alliance “Oberes 
Werntal” and the experience of Vitalitäts-Check in Bavaria is summarized to put forward enlightenments to China’s rural vitality evaluation and acti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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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活力是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保护和激

发乡村活力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 [1]。我国地域辽阔，

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明显，乡村自身的产业基础和特色资

源各不相同。科学评测乡村发展活力，研判乡村发展问题，

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国土空间

布局有着重要意义 [2]。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面积最大、人口规模第二的州，全

州 60% 的人居住在乡村地区。作为历史上的农业强州，该

州在二战后推出了城乡等值化①、土地整理、村庄更新等政

策及其相应工具 [3-5]，被推广至德国全国乃至全欧洲，成为

乡村发展的典范。2006 年，巴伐利亚州食品农林厅乡村发

展管理局（Bayerische Verwaltung für Ländliche Entwicklung,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针对乡村发展的新趋势，推出了乡村活力测评新工

具——“以内生型发展为目标的村镇活力测评”（Vitalitäts-

Check zur Innenentwicklung für Dörfer und Gemeinden，简称

Vitalitäts-Check [ 村镇活力测评 ]），旨在基于全面客观的评价，

为地方政府与规划师制定村庄更新、乡村社区发展以及跨地

域社区间联系的前瞻性策略提供依据。

本文以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新趋势作为村镇活力测评

推出的背景，详细介绍村镇活力测评的工作任务、测评范围、

内生型发展潜力识别及评价指标与结果表达，并以跨村镇

联盟“上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为例分析村镇活力

测评的应用成效，总结巴伐利亚州乡村活力测评工具的经

验，提出对中国乡村活力测评及激活策略的启示。

1  村镇活力测评推出的背景——巴伐利亚州乡村
发展新趋势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具有千年历史和最古老传统的州，目

前共设有 7 个专区，包含 25 个市、71 个县及约 2 000 个村镇，

平均每个镇下设 5~10 个村，首府为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

该州历史上以农业为主，二战后工业发展迅猛，几乎所有新

兴技术领域都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巴伐利

亚南部拥有西门子、宝马、奥迪、安联保险等全球知名企业

总部，东部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而其他地区特别是阿尔

卑斯山及其周边地带至今仍以农业为主。进入 21 世纪以来，

巴伐利亚乡村发展面临着以下新的趋势与挑战，内生型发展

逐渐成为核心议题。

1.1  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
2018 年，巴伐利亚州平均人口密度为 185.5 人 /km2，低

于德国全国水平，人口密度基本呈现北低南高的状况。根据

州统计局（LfStat）的数据，2011—2018 年间，全州人口增

长 5.1%，其中乡村地区人口增长 3.8%，低于大都市密集区

即所谓密集型空间（Verdichtungsraum）②的增长（6.8%）[6]。

根据州统计局的初步计算，2018—2038 年间人口将增加 4%

左右，其中密集型空间的人口增幅在 6% 左右，而乡村地区

只有 2.5%，各地区的差异也将日益扩大 ：南部地区特别是

慕尼黑大都市区将仍然维持相对稳定的人口增长，而北部和

东部地区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滞和萎缩 [7]（图 1）。这是由

于自 1990 年代末以来，这些结构脆弱地区的人口自然负增

长远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年轻人不断外迁而外来移民较少，

因此导致总人口下降更为明显。

出生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对年龄结构产生巨大影

响，2018 年，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已占 20.4% 左右。根据官方

预测，至 2038 年，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增至 26.5%。乡村地

区的老龄化比例更高，将从 2018 年的 21.1% 增长到 2032 年的

28.8%，比例及其增幅都将高于密集型空间（19.4%~23.8%）[8]。

居民总人数的下降和老龄化将导致大量房屋空置和土

地闲置，尤其在村镇中心地带和老旧的村民住区，由于缺乏

新鲜劳动力的注入而形成了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因此，乡

村政策制定和管理有必要从外延增长向存量更新的聚落结构

转型。

1.2  用地模式变化
在德国联邦各州中，巴伐利亚州的每日新增聚居和交通

用地（Siedlungs- und Verkehrsfläche）③最多 [9]。在人口缓慢

增长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人口数量与聚居和交通用地之间的

① 城乡等值化：德国城乡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起源于 1950 年赛德尔基金会倡导的“城乡等值化”试验。巴伐利亚州政府率先在 1965 年将

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的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的战略目标，即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

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

② 密集型空间是德国国土空间中由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化的小城镇群所组成的地区，由 1993 年 9 月 7 日的空间规划部长级会议（MKRO: 

Ministerkonferenz fuer Raumordnung）确定，考虑两个密度指标，即聚居密度指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上的居民人数）以及聚居和交通用

地占总用地的比例。密集型空间是聚居和交通用地面积以及聚居密度高于全国平均值同时聚居密度更高的用地，另一个显著的标准是居住在一

个密集型空间中的居民数大于 15 万人。这个概念用来引入法定空间规划（ROG）的结构改善措施，所界定的空间边界比一般意义上“城市型

空间”（Städtischer Raum）要小得多，可以理解为大都市密集区（Agglomerationsraum），各联邦州的划分标准略有不同。

③ 聚居和交通用地指用于居住、就业、交通以及地区内部休闲的用地，包括与聚居点相关的线性基础设施（如：跨城镇道路、高速公路、铁路或

电线的路线与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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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伐利亚州 2018—2038 年人口变化预测（以州直辖大都市和县为单元）
资料来源：https://www.statistik.bayern.de/mam/presse/karte_kreise_ 2018-2038.pdf

差距将持续扩大，即能为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买单的居民缺

口越来越高。这一土地消耗模式不断降低农林业的粮食、饲

料以及可再生原材料的生产力，弱化土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也使得具有游憩和景观审美价值的自然用地日益减少。

为了改变这种消耗型的用地模式，德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将聚

居和交通用地的日新增面积减少到 30 hm2 以内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目标，基于此目标，巴伐利亚州的聚居和交通用地日

增长量将从 2014 年的 10.8 hm2 减少到 4.7 hm2 左右。

分散的（单人或双人）小家庭居住模式导致了更多的居

住用地需求，工作场所的用地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即使人口

发展停滞不前，也会有更多的土地被占用。新增用地会增加

更多的不透水土壤，也会导致居民群体的空间隔离、现有设

备的低效使用以及大量基础设施的高成本建设和维护。因此，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社区的用地模式必须由外延型增

长转化为内生型发展。

1.3  气候变化威胁
由于巴伐利亚州境内有美因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和湖

泊，很多乡村临河而建，近年来的夏季洪水和热浪造成了很

大危害甚至人员伤亡。根据气候变化预测，在未来几年甚至

几十年将有持续的严重洪水灾害和夏季炎热等气候灾害，由

此带来的洪涝、土壤侵蚀、开裂等问题，将极大影响农业生

产和乡村居民的生活。

内生型发展可以创造更紧凑的城乡社区单元，因此作为

2018—2038 年的人口变化

变化幅度百分比 在此幅度内变化的县的数量

低于 -7.5% 大幅降低

-7.5%~-2.5% 降低

-2.5%~2.5% 稳定

2.5%~7.5% 增加

高于 7.5% 大幅增加 18

5
15
25
33

降低最多的县 克罗纳赫（Kronach） -11.8%
增长最多的县 达豪（Dachau）   +12.4%
巴伐利亚州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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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措施被纳入巴伐利亚州 2020 气候计划。居住地与

中短期需求的设施在空间上的邻近性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与相

关的能源消耗，从而提高环境友好性。被动式住宅的节能效

果在紧凑模式下更优，而在分散化布局情况下往往会被能源

传输成本所抵消。此外，人口密度较高的紧凑型聚落所产生

的能源需求密度可以为能源利用规划提供更好的空间条件。

1.4  基本服务供给萎缩
人口结构变化使得本地服务设施使用频率不足，导致了

基本服务供给的逐渐萎缩。如笔者 2018 年调研的慕尼黑机

场周边村镇弗劳恩堡（Fraunberg），下辖的 42 个村里没有药

房、肉铺和面包房，居民日常饮食需要依靠流动面包房和肉

铺，也缺少幼儿园和养老设施。

本地就近供应的保障是改善乡村地区生活、工作和环境

条件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还可以

保障社区和地方的生活质量，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是激发

乡村活力的重要因素。

1.5  基础设施成本上涨
外延扩张型发展和内生型发展相比，虽然新建设用地的

开发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嫁给建筑商，但村镇仍需要承

担维护和更新的长期后续成本，相对紧凑发展地区而言，低

密度地区的垃圾回收、交通运输等人均成本也更高。由此看

来，内生型发展还可以缓解乡村未来的设施运营维护压力。

面对上述问题，巴伐利亚州食品农林厅乡村发展管理局

以内生型发展作为村庄更新与发展的促进重点 [10]，以多功能、

多代际、活跃的乡村生活、具有特色的建筑风貌意象作为乡

村活力提升的目标，推出了激活和强化乡村空间的自身力量、

发展有活力的村庄和村镇、强化农林业、可持续保护自然生

活基底、支持可再生能源、增加产业赋值和经济实力以及本

地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现代化七大领域策略 [11]。村镇活力测评

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以内生型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活力测

评工具，通过基于乡村活力分析数据库的现状情况清查，全

面分析影响乡村发展的因素，客观评价乡村发展活力，为巴

伐利亚州村镇发展概念规划和村庄更新规划提供依据 [12]。

2  村镇活力测评工具的工作任务与测评空间范围

2.1  村镇活力测评的任务和工作步骤
村镇活力测评的任务在于为内生型发展提供实践应用导

向的依据，包括：深入了解由于人口和土地使用变化带来的

问题，尤其是当前已经出现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房屋空置现

象和向更高密度发展的潜力；分析内生型发展的现状和实施

可能性等 [13]。

村镇活力测评的工作步骤由确定基础数据、记录内生型

发展潜力、图文表达以及评价和提出行动可能性四个阶段构

成。为了快速了解乡村社区的现状情况和实现内生型发展的

可能性，活力测评涵盖了与内生型发展相关的人口、土地、

供应、参与、经济多类主题领域。基础数据和内生型发展潜

力由村镇政府独立收集，主题领域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巴伐利

亚州环境厅土地管理数据库中已存储的公开数据。规划师的

作用主要在于利用专业知识解释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专题制

图和综合评价以及提出可能的行动方案（图 2）。

2.2  村镇活力测评的测评空间范围与空间层级
村镇活力测评可以检测所有建成的聚落单元。根据州乡

村发展管理局公布的操作指南，衡量内生型发展潜力的研究

空间应包括至少有 50 名居民的辖区，这些居民的生活空间

一般成片相连，默认情况下不包括人口较少的郊区，除非其

与周边辖区有空间上的紧密联系。该范围一般依据《建设法

典》（BauGB）§34 条款和现有的建造规划（Bebauungsplan）

以及补充文件所确定的内生型发展边界。如辖区认为确有必

要，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较小规模的聚落进行评价。

在分析内生型开发潜力时，应确保评价区范围仅覆盖

合法建设的存量空间而不包括新增的外拓空间。测评空间应

覆盖与 50 名以上居民紧密联系的建设辖区以及与建设区有

直接联系的未建设用地。新开拓的住宅建筑用地只在有合

法的建设规划或补充文件的条件下才能被纳入内部建设区

（Innenbereich）。如果居住人口超过 50 人的辖区主要由零

星的农庄组成，则这些地区通常不符合建造标准。在这种情

况下，村镇活力测评只记录建筑物潜力，并应避免将这类辖

区划为测评空间，因为这将可能促使建筑密度进一步提高及

图 2  村镇活力测评的工作步骤与分工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确定基础数据

记录内生型发展潜力

图文表达

评价和行动可能性

人口

建筑物潜力

专题分析图

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说明

可主要由村镇编辑的部分 规划师工作的部分

内生型发展潜力评价 实施可能性

报告（分专题与分辖区）

用地潜力

土地利用，聚居结构和土地政策 供应 参与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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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土地管理数据库信息的内生型发展空间类别及其发展潜力

潜力空间来源 基于土地管理数据库的空间类别 现象 发展潜力

产业结构变化

导致的萎缩或

转换空间

空置农庄
农宅及其附属建筑闲置或作为仓库；地下储物空间用于非

农业用途

再利用或（建筑质量差时）进行建筑置换

部分被使用的农庄
只有部分用地仍作为工商业或住宅功能使用的农庄，其他

用地空置

如果建筑状况完整或有保留价值则适用于更新，

否则进行置换

边缘地带空置的（农庄）附属

建筑

村庄边缘的（农庄）附属建筑，在很多地方以一个谷仓带

为特征，一般不用作住宅，而是作为农场企业的附属建筑

过渡到外延区的大型建筑物，与基础设施没有联

系。根据它们以前的用途，通常只能提供在住宅

区外使用的潜力

全部未被使用 / 部分被使用的产

业闲置地

由于放弃工商业用途而成为闲置地，有些建筑质量尚可，

有些已经开始破败，也有些已经作为已清理或更新的土地。

在村镇中心，也可将诸如住宅中的空储藏室之类的空置房

归类为部分被使用的产业闲置地

通常有良好交通网络且位于中心位置的大片土

地，需要合法的建设规划，但原企业的残污

（Altlasten）①
可能使得激活的成本昂贵

特殊用途转换用地
曾作为军事或交通基础设施使用的大型用地，如兵营、铁

路用地等，是一种特殊的产业闲置地

由于其规模较大，需要对城市设计提出特殊要求，

必要时适用于开发或更新措施

既有住宅和公

共建筑

空置的住宅建筑 包括空置住宅、衰败的住宅或空置期至少为数个月的土地 根据规模、质量、分布确定未来再利用或更新的

用途。在建筑物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拆除空置的基础设施 空置的学校建筑、消防站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

建筑间空隙、

闲置地和建设

未饱和地块

建筑间空隙（Baulücke）
相邻地块已建成情况下的中间空隙用地 作为低开发成本和土地管理的建设用地，可进行 

“见缝插建”（Baulückenschließung）②

闲置地
以前用于农业、商业、工业或基础设施的用地 未建闲置地作为建设用地，已建闲置地进行功能

调整和置换。开发成本低，但残污清理成本高

建设未饱和地块
③（Geringfügig 

bebautes Grundstück）

建筑密度低于被允许建造的标准的地块，有时建造的是临

时性建筑物

作为建设用地或置换，即低成本开发，往往需要土地

整理措施（土地共享、地役权以及道路法）

未来高空置风

险物业

预期后继无人的农业或工商企业
业主 50 岁以上且无预期继承人的农民财产 从中长期来看，社会和功能变化过程预计将反映

在发展潜力中，届时可进行改造利用

面临空置风险的住宅建筑
完全为退休人员居住的住宅。土地管理数据库建议的门槛条

件如下：最多住 2 人，1 人年龄超过 70 岁

并非当前的潜在风险，但作为辖区局部地区分类

和未来行动建议的重要参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17-20 整理

① 残污（Altlasten）：再开发用地因原先的用途，例如工业等，长年累积并遗留在土地或地下水中的污染。根据德国法律，土地再开发前政府有关

机构必须对此类污染的分布和类型进行调查，使开发业主明确其修复清理成本，或由前业主清理修复这些污染后才能废弃该用地。

② 见缝插建（Baulückenschließung），即在相邻地块已建成的情况下，对中间的空隙用地进行填充式开发建设的方式。

③ 建设未饱和地块（Geringfügig bebautes Grundstück）一般指的是建筑密度低于被允许建造的标准的情况。乡村地区的地块建筑密度通常在 0.2~0.4
之间。如果建筑密度在 0.15 以下，还有 400 m2 以上剩余面积还可以进行建设，即被称为“建设未饱和地块”，可以作为内生型发展的潜力空间。

推动新的建设开发，而分散的聚落结构表明这并不是可取的

发展方向。

对拟纳入测评空间范围的建设规划区，内生型发展潜

力评估的重点在于住宅建筑和混合用途用地。对于既有建设

区中纯粹用于商业用途的用地，若在成片建设区之外，则不

应纳入研究测评范围。较大的内部开放空间被称为“内部建

设区中的外围区”（Außenbereich im Innenbereich），如果没

有合法有效的建设规划，则不被认为有优先的内生型发展 

潜力 [13]16。

随着功能联系延伸到城区以外，跨越村镇行政边界的合

作越来越重要，因此将区域层级的合作纳入评价也是有意义

的。因此，村镇活力测评指南规定其可以针对三个不同的空

间层级进行评价，即村镇中的某一个辖区、村镇作为整体以

及跨行政边界的村镇联盟区域合作 [13]。

3  村镇活力测评的内生型发展潜力空间识别、指
标评价与表达

3.1  基于土地管理数据库的内生型发展潜力空间类别
巴伐利亚州环境厅（LfU）开发的土地管理数据库为乡

村活力测评提供了每一个地基的数据，包括地基标注、地籍

编码、街道和门牌号、建筑类型、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的用途

类型、建筑法规要求、面积等信息。

村镇活力测评指南将乡村内生型发展的潜力空间按照来源

分为四类：（1）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萎缩或转换空间；（2）既

有住宅和公共建筑；（3）建筑间空隙、闲置地和建设未饱和

地块；（4）未来高空置风险物业，并通过对土地管理数据库

信息的识别划定其具体的潜力空间信息类别，提出不同的发

展潜力方向（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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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村镇活力测评的六大领域指标

主题领域 子领域 指标

主题领域一：管理 — · 州空间发展计划的区划类别 · 主要场址的中心性

主题领域二：人口
（1）人口状况

· 当前人口状况 · 5 年前人口状况

· 10 年前人口状况 · 18 岁、18~64 岁、65 岁以上三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

· 每千人的迁入与迁出人口 · 绝对迁移数

· 过去 5 或 10 年间镇和县人口变化比例 · 人口老龄化

（2）人口预测 · 预测期内的人口预测总数 · 分三个年龄组的人口预测值

主题领域三 ：土地

利用、聚落结构、

土地管理与土地

政策

（1）土地利用

· 总面积 · 聚居和交通用地的绝对值和比例

· 过去 10 年间聚居和交通用地的年均变化 · 人均建筑面积和开放空间面积

· 人均居住面积 · 户均人数

（2）聚落结构

· 聚落结构的均质性 · 与聚居结构有关的开放空间状况

· 历史聚居形态的现状和可识别性 · 村镇中心的区域典型历史建筑

· 村镇中心的整体建筑状况

（3）土地管理 在土地管理数据库根据潜力类别、土地利用规划用地类别和建筑法规表达各辖区的内生型开发潜力

（4）土地政策
· 住宅建筑的土地价值 · 土地利用规划现状 / 年限

· 土地利用规划中确定住房需求的依据 · 土地利用规划中与内生型发展有关的主要说明

主题领域四 ：供应

与可达性

（1）被调查地

区的居民数
当前 /10 年前的居民数

（2）可达性 · 与公共交通网络的连接   · 公共汽车线路数和 / 或火车线路数   · 宽带基础设施

（3）辖区级供

应结构

· 食品零售店、面包房、肉铺 · 邮政所 / 邮政代办处、银行网点

· 全科医生 · 幼儿照护（幼儿园 / 托儿所）

· 小学  · 食肆（饭店 / 咖啡厅 / 酒吧）

· 青年会所（开放式的儿童和青年工作场所） · 老年会所

· 老年人特供住宅 · 群众性体育运动设施

· 社区邻里之家 · 教堂设施

· 社团会所 ·  创新型的能源供应（远程供暖 / 就近供暖 / 中央供暖站）

（4）村镇级供

应结构

·  基本医疗供应，包括：全科医生 / 家庭医生；牙医；药房

·  儿童照护，包括：幼儿日托中心（日托所 / 批准的日托场地 / 托儿所的数目）；小学数量

·  老年人护理设施，包括：设施中的老年人可用停车位和老年人专用停车位 ；离村镇首府最近的门诊护理服务位置 ；老年

人在社区的居住形式，如多代际住房、老年人合租公寓、照护式居住、（无养老院和疗养院的）多代际项目等

主题领域五 ：公众

参与

（1）社会生活

与社团协会

· 登记注册的本地协会数目 · 每千人注册的地方协会

· 活跃在社区的主要协会 · 地方合作机构

（2）社会参与 志愿者社会参与服务清单

（3）参与村镇

政府工作

除法律规定的公众参与外，村镇提供的其他参与机会（如关于村庄发展、老龄化、青少年、自然保护、区域市场营销的专题

工作组，或在地方规划进程框架下的公众非正式参与，如未来讲习班、圆桌会议、规划小组、青年议会、老年事务咨询委员

会等）

主题领域六 ：经济

与就业

（1）就业市场
· 每千人在工作场所缴纳社会保险的雇员 · 每千人在居住地缴纳的社会保险的雇员

· 职住平衡 · 按行业划分的雇员百分比

（2）农业结构
· 按农业面积大小划分的企业 · 每千人拥有的农业企业数

· 1999—2007 年农业企业变动百分比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3.2  村镇活力测评的六大领域指标
村镇活力测评的评价指标涵盖管理、人口、用地、供应与

可达性、公众参与、经济与就业六大主题领域（表 2）[13]28-36。

3.3 村镇活力测评的评价与表达
村镇活力测评尽可能根据客观和公开的信息来源收集

指标所需的基础数据，运用土地管理数据库对建筑物的使

用情况、建筑物总量和空置比例等内容进行乡村内生型发

展潜力评估，然后将土地管理数据库内容导入乡村活力数

据库中（图 3）。对于不同性质的数据，采用时间维度比较、

均值 / 中值比较、与更高空间层级数据比较等方法确定评价

值的高低 [13]37。数据全部录入和整理完成后，数据库会生成

内生型发展潜力图、供应结构图、建造阶段和聚落结构四

张图纸（图 4—图 7）以及报表（表 3），为在下一步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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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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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

Geobasisdaten©Bayerische Vermessungsverwaltung 2013

1 5.000

注： 当前界面显示的是土地管理评估指标，可清晰呈现各村庄的建筑间空隙、闲置地、建设未饱和地块、空置农庄等潜力空间信息。

图 3  村镇活力测评乡村活力数据库界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管理局 Bayerische Verwaltung für
Ländliche Entwicklung

人口 土地 聚居结构 土地管理 土地政策 供应 参与 经济

当前所选村镇的土地潜力概览

输入与记录 土地潜力

单位

单位

当前村镇

公顷

建筑间空隙

闲置地

建设未饱和地块

空置农庄

空置状态

A 村 B 村 C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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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村镇活力测评内生型发展潜力分析图样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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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村镇活力测评供应结构分析图样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42

图 6  村镇活力测评建造阶段与聚落结构分析图样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44

图例

建造阶段 /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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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选做）

数字化地籍图

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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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密度（建筑密度 0.2~0.5）
低密度（建筑密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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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未重新认定）
受保护的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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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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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名称
内生型发展活力检测

建造阶段与聚落结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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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空间层级的报表内容

跨村镇联盟 村镇 辖区

所涵盖的村镇概况

人口

用地

( 整体与每个村镇的 ) 内生

型发展潜力

经济与地价

每个村镇的供应结构

空间类别

人口

用地

内生型发展潜力

土地政策与土地市场

村镇级供应结构

设施所在辖区的设备

参与

经济

人口

聚落结构

供应

内生型发展潜力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47

图 7  村镇活力测评规划说明与建议样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46

1 ∶ 25.000

村镇名称
内生型发展活力检测

规划说明与建议

注意：非真实数据
数据 图例标注

编制人员

制图人员

检查人员

比例尺

OpenStreet: Map WMS Deutschland

图例
日常公用品供应规划建议（举例）

双重用途形式（举例）

场地形态（举例）

行动区

村庄生态（举例）

辖区边缘形态（举例）

流动供应站

服务站

固定零售店位置

保障供应结构

重建适老住宅

优化公共短途客运交通联系

社区花园 / 图案化花园

运动场 / 游戏场

村树用地

村镇中心会面点

有特殊行动需求的区域

保留的老树

裸露的水体

土壤封闭地带

果园地

广阔草地

树篱

林荫道

小树林

步道

辖区间的自行车道

0 750 3 000 m1 500
N

中确定内生型发展目标与提出有关空间建设、功能和社会

方面的优先行动策略建议提供坚实基础。规划部门可根据

评价和分析结果制定未来发展目标，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

措施及优先事项。

4  村镇活力测评的应用成效——以上韦恩河谷为例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村镇活力测评可以快速、客观地概

述本地结构、功能和社会状况，为地方决策者提供详实的决

策辅助数据，针对房屋空置和建筑间空隙建设等问题提供差

异化策略，同时有针对性地建设引导规划和举措，实现内生

型发展。

巴伐利亚州下弗兰肯（Unterfranken）行政区的跨村镇

联盟“上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长期致力于内生型

发展，遵循优先利用地方建筑空隙及空置房屋的原则，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该联盟由 10 个村镇组成，分别位于巴特

基辛根（Bad Kissingen）县与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县，

总面积约 304 km²，人口约 5.25 万，10 个村镇下辖 46 个村庄。

2008—2009 年间，联盟应用村镇活力测评开展了内生型发

展潜力调研与评估，总共确定了 3 360 处潜在用地与建筑物，

总面积为 304.1 hm²（表 4）。
在此基础上，联盟通过实施传播性措施、专业方案类措

施、财政措施、社会措施等持续不断地推进内生型发展。传

播性措施旨在强化目标群体对内生型发展的意识，主要借助

宣传册与媒体发布信息，通过促进项目明确内生型发展的内

容并展示典型案例，以激发目标群体参与，地方行政部门也

通过设置内生型发展专员来提供咨询与指导。专业方案类措

施则包括明确内生型发展潜力等基础工作、制定方案以评估

并激活现有发展潜力、建设与规划法规方面的实施工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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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为公共文化空间、建立新的公共活动空间、筹办文化节

庆活动、举办展览等（图 8）。
得益于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至 2017 年，1 139 项潜在

用地及建筑物得到激活，被用于居住、工商业经营、居住与

工商业混合或者绿地、公共空间及其他，总面积为 102.3 hm2

（为 2008 年的 34%）（图 9）。
建筑物的重新使用以及建筑空隙的利用使得村镇中心恢

复生机。大部分建筑经改造后用于居住，也有部分用于工商

业或混合用途。在工商业使用方面，主要涉及服务业与手工

业，具体包括（1）服务业：理发店、鲜花店、园艺、健康、

加油站等；（2）手工业：机械修理、二手车销售、卫浴设施、

供暖技术、电器安装等；（3）新型农业经营，特别是马的饲养。

混合用途则主要包括：住宅 / 建筑师事务所、住宅 / 卫浴设

施经营、住宅 / 肉铺经营等。通过激活建筑物与建筑间空隙，

图 8  跨村镇联盟“上韦恩河谷”应用村镇活力测评的更新项目的改造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图 9  跨村镇联盟“上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已激活的用地及
建筑物的使用途径（2008—2017 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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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8—2017 年跨村镇联盟“上韦恩河谷”内生型发展潜力测评

与激活用地数

潜在用地与建筑物

（按类别）

内生型发展潜力

（2008年）
已激活的用地

（至 2017年）

数量 面积 /hm2 数量 面积 /hm2

建设未饱和地块 159 18.6 27 2.2

具有预期使用功能的工商

业用地

2 0.7 2 0.7

空置的产业闲置地 22 21.1 7 6.7

部分被使用的产业闲置地 11 1.9 6 1.1

空置的农庄 152 10.7 61 4.9

部分被使用的农庄 543 44.2 178 15.2

后继无人的农庄 54 6.7 17 2.7

典型的建筑间空隙 1 814 155.1 545 47.6

空置的基础设施 3 0.1 1 0.1

边缘地带空置的（农庄）

附属建筑

3 0.3 0 0

空置的住宅建筑 173 15.2 102 8.0

面临空置风险的住宅建筑 424 29.6 193 13.1

总计 3 360 304.2 1 139 102.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26

专业人员之间的经验交流、相关研究成果的运用）等。财政

措施主要指建设咨询、地方促进项目中的资金、村庄更新框

架下的投资、村镇更新措施相关资金、对跨村镇联盟管理方

面的资助。社会措施主要是地方协会及倡议组织的建立及其

发起的相关活动与项目。2008—2017 年间，联盟村镇中多

个协会开展了内生型发展相关活动，包括：将村镇中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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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工商业或服务业提供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

济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 [15]34。

5  村镇活力测评工具的优点与局限性

作为判别村镇及其村庄整体发展的基础工具，村镇活力

测评的优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4]。

· 明确内生型发展的潜力（如：空置用地、建筑间空隙、

荒地等）；

· 判断当前及未来的人口发展 ；

· 可结合当前的建设指导规划（Bauleitplanung）预测住

房建设用地的需求，为决策提供支持 ；

· 调研并评估基础生活供应设施以及社群生活 ；

· 指出特别需要开展行动的领域 ；

· 激励土地产权所有人更新房屋建筑并有效利用建筑间

空隙；

· 通过参与内生型发展方案的规划，强化居民对村庄的

身份认同。

当然，村镇活力测评工具的使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

该工具在较小的村镇使用还较少，因为此类村镇通常不具备

足够的人力资源用于采集数据与分析评估 [17]。另一方面，由

于村镇活力测评运用过程中需要采集的部分数据涉及对未来

的展望，如企业或手工业作坊后继无人或某一住宅区域内数

年后所有居住者均为年满 70 岁的老年人，因此，要求实施

者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并且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处理此类信息，

因为这些信息涉及村镇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对村镇的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这是村镇活力测评测评工具区别于其他数据采

集与调研工具的地方 [18]。

6  总结与启示

通过乡村活力评价，可重点认识乡村建成聚落单元为核

心的乡村发展现状问题、挖掘乡村发展潜力、明确乡村发展

方向、制定乡村发展的分类措施 [19]，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2019 年底，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已经开

始组织开展中国乡村活力评价研究，提出借鉴国外相关研究

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乡村发展实际与区域差异等情况，按

照系统性、代表性、真实性、可获取性、可比较、层次性原则，

构建我国乡村活力指标体系 [20]。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村镇活力

测评作为一种以测评和激发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为目标的工

具，通过全面分析影响乡村发展的因素，客观评价乡村发展

活力，为科学指导乡村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中国乡村

发展活力测评及激活政策具有如下启示。

（1）超越物质空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村镇活力测评

并未拘泥于物质空间环境，除了对内部资源的挖潜，还提供

了涵盖社会服务、经济产业、公众参与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强调乡村“自下而上”内源动力要素的发掘和培

育。本地设施供给可夯实乡村生活基础，良好的企业营商环

境可吸引更多居民留驻和就业，而广泛且深入的社会参与可

激发居民对于乡村建设的浓厚兴趣，从而给乡村建设无尽的

动力。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乡村规划和乡村基层治理的模式

不同，但在乡村活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激活发展政策

制定时，也需要考虑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综合优化以及“自上

而下”外源动力输入和“自下而上”内源动力要素的激活。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村镇活力测评主要是针对以乡村建

成聚落单元为核心的测评，而中国乡村目前的建成聚落单元

载体主要为集中、现代的乡村社区，以及传统自然形成的传

统乡村聚落，因此对中国乡村中农业发展和农业旅游服务发

展活力的测评还需要补充。

（2）充分挖掘潜力空间资源。内生型发展的本质之一是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村镇活力测评严格遵循联邦与州确定的

“内生型发展优于外延型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对乡村用

地和房屋资源的详细清查和盘点，在不增加新建设区的前提

下，充分挖掘存量潜力空间，也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空置风

险空间位置，以详细的类别记录在土地管理数据库中，为乡

村盘活既有资源、实现精明收缩提供物质空间基础。其中闲

置地、建筑间空隙、建设未饱和地块等德国特有的空间规划

术语，对于中国存量规划时代的乡村乃至城市的精细化更新

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重视乡村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可达性。服务与可

达性占据了村镇活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最大份额。幼托、小学、

足球场、面包房、肉铺、药房和生活及其必需品零售商店作

为日常生活设施，是德国巴伐利亚乡村镇区是否能留住居民

的关键。在实地调查中还发现某些村镇为了保障本地中小商

铺的存活，营造良好的本地企业经商环境，不允许大型超市

入驻，同时也鼓励本地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为乡村可持续

发展带来更大动力。我国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虽然经过了数

十年的建设已有了较大改善，但城乡间的医疗、教育、公用

事业服务仍有较大差距，且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在

乡村振兴中需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本地化设施供应和管理的分

类配套，乡村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可就地供应或 30 分钟之内

在村镇区得到供应，而医疗、教育和公用事业服务单位都应

在所属村镇区得到保证。可借助已经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推动

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高乡村生活的便捷程度和乡村的吸

引力，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和青年知识人群到乡村生活和创业，

增加乡村的就业和创业岗位。

（4）建构基于数据库的乡村科学决策平台。村镇活力测

评的特色之一是基于巴伐利亚州环境厅的土地管理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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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自行研发的乡村活力数据库进

行评价，为乡村量身制定发展方案，为编制乡村规划和区域

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德国的乡村治理较为精细，数据较

多，而中国乡村数据较为缺乏，如何用可获得数据进行中国

乡村活力的综合测评也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乡村

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薄弱地区，更需要在国家推行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契机下，充分

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构

建一套适合中国的乡村活力数据库，为科学编制乡村空间规

划和合理实施精细治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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