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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镇化发展的新时期，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阶段已然成为了过去，

新时期最重要的是体现“人的城镇化”，对数量地追求已经被稳抓质量所取代，

提高质量最为关键的是城乡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到新时期发展的结果。由于公

共服务设施与居民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质量的要求亦包

含公共服务设施在内。针对新背景下的新要求，研究如何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

相对应的优化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乡镇公共服务设施为研究对象，在新型城镇化理论的指导下，以湘

潭市鹤岭镇为例，通过调研、访谈等方式，总结了鹤岭镇在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社会福利设施这四类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结合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的新要求从条件差异、人口分布、公共服

务设施的需求及供给体系等方面对现存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在确定配置原则、

配置体系基础上，按照相关的配置标准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对鹤岭镇公共服

务设施进行配置，以优化和科学安排当前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进而针对鹤岭

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以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为出发点从政策、空间布局、

规划编制、供给方案、监督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优化；鹤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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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stag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goal has pass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new era 

is to reflect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and the pursuit of quantity has been 

replaced by quality, and quality has been improv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joy the new result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n an equal footing. Sinc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new urbanization requires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or quality 

requirements. In view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contex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how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olicies for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relevant 

theories and cases, and takes Heling Town of Xiangtan Cit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education facilities in Heling Town through field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The problems in the four type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uch as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ies, cultur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and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combined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new urbanization for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the allocation principles and systems. Integrate relevant configuration standards to 

study the configu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Heling Town.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Heling Tow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new urbanization are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ive aspects: policy,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supply plan and 

supervision.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service facilities; optimized configuration; Heli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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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  

城镇化在前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后期内需动力不足等影响

社会稳定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情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

路”。  

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继而对公共服

务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状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而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规模和质量却停滞不前的事实，这一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这一

理念提出之后加以凸显。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特别指出（第 15 条）：“加强中央政府宏观

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这一政策的出台把长期不受重视的

公共服务设施放在了政府首要考虑的位置，说明地方政府的职能开始转变，而

非经济发展唯一论。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由原先只考虑经济发展的速度、城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只满足规范中规定的数量，开始转移到在注重数量的同时不忽视质量的影响力，

更加注重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平等的现象。   

乡镇是国家行政体系构成中的绝大数，其公共服务供给在乡镇职能中却一

直处于尴尬被忽视的情境，无法发挥关键的作用。面对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

提出的足量、提质配置、城乡均等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依此为背景，从乡

镇这一主体入手，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及优化具有必

要性与研究的意义。  

1.1.2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城市化率在 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

的时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到了 57.3%，

也就是说我国目前仍处于加快城市化的阶段，但是由空间上的发展产生的城镇

化率与人的城镇化率并未出现同向的增长。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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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对城镇化的内涵产生了新的诠释：主要包括公平共享、统筹协调、集约

高效、生态环保等，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协同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其核心任务主要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

时，满足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多元化需求。  

1.1.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新要求  

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之举，无论是城市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对常驻人口的全面覆盖、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地区的延伸布点都是其对公

共服务设施提出的有关公平、有关效率和有关可持续性的要求。  

（1）有关公平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而做出的改变，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求城镇与农村居民都能公平地接触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常住人口全覆盖。保障接受以幼儿园为主的学前教育和义

务教育的权力，允许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加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不仅局限在城市，更要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向农村延伸。加快信息化进村入户，尽快实现通邮、通快递等服务向农村覆盖。

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市与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在使用过程中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结果均等，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无差别化使用，实现公平。  

（2）有关效率是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在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时

需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公共服务设施合理的服务半径、配置的环境、常驻人口

的规模以及居民对于不同种类设施的使用频率与要求等；加强对县城和重点镇

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大、吸

纳人口多的县城和重点镇的支持力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集约高效的模式，在

满足设施服务人口最大化，服务半径最优化的基础上，争取以较低的成本获得

较高的效益，并被服务的人口高效使用。  

（3）有关可持续性是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所提出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 

针对居民和社会对于设施的多元化的需求给予相匹配的持续性的供给机制，达

成有机的供需平衡；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对于设施配置进行全过程系统的管理

与维护，并对居民的日常使用及公共的维护进行及时反馈，保障公共服务设施

的持续性的供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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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   

纵观国外的研究现状，在研究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时，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

方面： 

1912 年，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概念由美国学者戴蒙德所提出。之后，来自各

个学科的专家们，将研究逐渐扩展到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与需求等领域。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有所转变，提出配置的评价体

系。 

（1）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 

配置模式的研究主要涵盖了管理机制、覆盖群体等层面。Michalos A .C

等分析了联邦政府、以及各省、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设施的满意度，针对公共

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并认为，在配置模式上，“自下而上”

显然要比“自上而下”更为高效。Nip D 提出，当前已存在的公共服务设施管

理系统由政府规划部门和相关学者所构建的，公众并未参与其中，因此他认为，

公众的参与对于公共设施的配置过程而言至关重要。 

（2）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优化 

对于一系列选址目标进行均衡处理，从而在理论层面上，计算出最优区位，

并与现状相结合，全面改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方案。LiaoChin-Hsien 等人深

入探讨了在道路优化下，城市环境质量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之间的关系，最后

针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服务域勘测方法。 

（3）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 

当前国外对于公共服务配置的研究也日益成熟，众多的学者则将研究重点

转向设施的评价。Mc Al-listeri 提出在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时，应从理

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公平高效地构建相应的评价标准。Tseng M L 测评了英国

公共休闲中心的各项绩效，从而总结出，公共服务设施绩效评估系统应具具备

如简单操控性、兼容性等的优点。 

1.2.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上，则是以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域作为

研究的主要方向。小到基层的社区、街道，大到城市人群。他们的研究主要聚

集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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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①从使用者需求角度出发。 

陈兵在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上，基于实际需求，探讨了它的空间布局，将

数据模型与空间软件分析相结合，形成一种数理定量方法，从主客观两种角度

分析了公共服务设施，判断了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任晋锋提出，在布置公共

服务设施时，要基于使用者需求，使配置实现差异化，同时，还要从社区的定

位，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属性出发，采取各种形式的利用和建设模式。 

②基于服务规模、服务半径等条件。 

杨国霞分析了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影响较大的几种因素，如区位条件、人

口基数等，将其与村庄人口规模等级做综合研究，提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模

式、配置规范和重点。朱查松在研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时，对日本“生活圈”

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并予以借鉴，对于公共服务设施，以服务范围、服务需求

强度、以及居民出行距离等指标为依据，从类别上，对于公共服务设施做了相

应的划分，基于构建各种层次的生活圈的目标配置了公共服务设施。 

（2）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式 

陈振华的观点是，若是村庄规模不大，那公共服务措施便无所依托，难以

正常运转，所以他研究后提出了“临界规模”观点，建议农村在配置和建设公

共服务措施时，可以以中心村作为核心。梁增敏建议以联建共享模式来进行公

共服务的配置，从而构建复合型公服设施体系。王鹰翅则以提高效率、保障公

平作为研究方向，以佛山市顺德区为研究目标，探讨了该地的各种二元化特征，

如乡镇差别、人口多元、镇街差异等，提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要以均等化规划

的实现等六个要素作为方向。费彦在比较了独立占地与地块配建两种模式，认

为只有对以中小学为代表的大型居住配套设施的用地进行有效控制和规划，才

会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现最优化。纵观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他

们普遍认为，在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上，协同配置、联建共享才是最合理的配

置方式。 

（3）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发展失衡严重，所以，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的研究上，采用统一的标准也是不切实地的。也正是因此，也使得研究者们只

能根据各个区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案。彭瑶玲等基于重庆地区的现

状，按照地形，将当地农村地区以坐落区位的坡度、高度的不同进行划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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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依据人口布局程度的不同，坝区的高度、丘陵集中度、移民的可行性，来配

置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从而求出了当地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配置标准和内

容。单彦名等人则将现有的各项标准结合起来，以北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

地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预测了它的发展趋

势，最后针对该地区，构建了三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级体系，即“特大型村

庄-大型村庄-中型村”，并对每一级的配置，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标准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3.1  研究目的  

面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内涵的转变，以此为依据，通过

对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问题的阐述，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鹤岭镇的公共

服务设施进行合理配置，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引导鹤岭镇及其公共

服务设施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良性同向发展。  

1.3.2  研究意义  

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依靠其数量的增长并不

能代表城镇的发展及其水平地提高。因此，面对新的要求，各级政府需要进行

针对性的调整，鹤岭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需要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其发

展要求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案，因此，本文试图在实行上述条件的基础上

分析得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及优化政策，具有一

定的研究意义。  

（1）理论方面  

虽然目前存在着诸多关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理论甚至颁布了配置的

规范，但就新型城镇化这一背景出发对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展开研究

的理论较为稀缺。因此，本文所开展的研究是对现状诸多关于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有助于拓展关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理论。有

利于顺应时代潮流，为今后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

一定理论思考价值。  

（2）实践方面   

本文通过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特点以及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新要求，从湘

潭市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实践研究着手，总结提出针对鹤岭镇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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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优化政策，从而提高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效率和水平，对完善新型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及优化有具体的实践指导方向。  

1.4  研究内容与对象  

1.4.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共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首先对鹤岭镇的现状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结合上位规划的要

求与新型城镇化的背景综合确定得出鹤岭镇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二部分：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社会福利设施四类公共服务设

施的现状进行研究，概括得出其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所出现的问题，在新型城镇

化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解析。   

第三部分：以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所提出的新要求为基础，通过

原则的确立、人口规模预测、体系的构建以及规范标准的梳理总结，对鹤岭镇

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社会福利四个类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具体的

配置研究。  

第四部分：结合上述部分所开展的研究与配置的结果，以新型城镇化为出

发点，提出基于公平性、效率、可持续性角度下的优化原则，对鹤岭镇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置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与建议。  

1.4.2  研究对象  

公共服务设施是指为满足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等多项活动提供公共服务产

品的设施，具有公共性及服务性等，其内容、项目设置必须对所服务的居民的

年龄、生活方式及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本文研究中的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界定为：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

化体育设施及社会福利设施。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1.5.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多种方法对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及优化展开研究，具体包括

文献的收集与总结、实地开展调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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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资料研究  

通过对关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向的国内外的书籍、学术论文、研究报告

等的阅读，整理、归纳，得出现有的结果与存在的问题。掌握当前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的动态性的规划布局，参考借鉴理论成果，为研究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与优化对策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2）实地调研法  

在对鹤岭镇及其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主要运用了实地调研考

察、座谈访问等方法。首先是对鹤岭镇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社会福

利等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现场实地勘测，对居民的使用评价进行问卷收集

等。其次就鹤岭镇镇域整体公共服务配置现状与未来的规划向鹤岭镇政府及下

辖的有关部门进行访谈，收集部门资料与意见。  

（3）对比分析法  

在文章中采用大量的数据表格的表达方式对鹤岭镇及其公共服务设施的供

给现状进行较为直观的对比展示，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对现状研究中的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可参考的国家或地方规范进行对比研究，为鹤岭镇在其后的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优化中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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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研究框架  

 



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9 - 

第二章 鹤岭镇发展概况 

2.1  鹤岭镇现状分析  

2.1.1  地理区位  

鹤岭镇地处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北部，东与雨湖区响水乡接壤，西与长沙

市宁乡县相邻，南与姜畲镇毗邻，北与长沙市岳麓区交界。镇人民政府驻黄丰

寺，东距湘潭市雨湖区政府约 15 千米。  

全镇总面积为 156.2 平方千米，辖区东西最大距离 15.7 千米，南北最大距

离 29.6 千米。（图 2.1）  

2.1.2  政区划分  

2011 年末，鹤岭镇辖有农科、石泉、日新、白冲等 41 个行政村，碑头镇

村级镇 1 个，689 个村民小组。至 2015 年末，行政区划整合，鹤岭镇辖有果沙

社区、红旗社区、白冲社区、跃进社区 4 个社区居委会及鹤岭村、立新村、长

安村等 18 个行政村，总面积 156.2 平方千米，总人口 8.29 万人，现镇人民政

府驻黄丰寺。调整后的鹤岭镇各村 /居委会人口、户数、面积统计情况（见表

2.1）：  

 

 

图 a)鹤岭镇在湖南省    图 b)鹤岭镇在长株潭城市群     图 c)鹤岭镇在湘潭市雨湖区 

图  2.1 湘潭市鹤岭镇区位分析  

Fig. 2.1 Location Analysis of Heling Town, Xiangtan City.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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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鹤岭镇各村/居委会人口、户数、面积统计表（2015 年） 

Tab.2.1 Heling Town Area Statistics（2015）  

村民委员会名称 人口数 总户数 村民小组数（个） 面积（平方千米） 

响塘村 3091 833 30 7.21 

立新村 4505 1193 45 8.82 

长安村 4002 1075 24 5.24 

群力村 3549 959 40 6.88 

双泉村 3226 915 35 8.37 

双丰村 4131 1015 40 10.04 

红星村 2859 781 37 5.84 

晶鑫村 3406 966 38 8.51 

龙头岭村 3464 899 35 8.96 

凤凰村 3431 912 33 7.91 

向阳村 3919 1110 45 9.18 

金侨村 3451 963 41 7.13 

南谷村 3128 953 40 6.37 

云龙村 3124 890 46 8.21 

新泉村 3301 914 43 10.66 

龙安村 3912 1093 49 13.07 

关峰村 3518 970 39 9.17 

仙女村 3475 2017 36 9.55 

白冲社区 4888 1828 27 

5.32 
红旗社区 4317 1682 20 

跃进社区 4148 1656 28 

果沙社区 4860 2028 20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2.1.3  自然环境及资源  

鹤岭镇属丘陵盆地，西南、西北多山普遍地势较高，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

趋势，最高点仙女山山峰海拔 311 米，境内山脉纵横，河川交错，最低点柴山

水库，海拔 38 米。境内四季分明。全年冬夏时间长，春秋两季短，暑热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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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期短，热量充足，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性，全镇多年的年平均气温一般在

16.7~18.3℃之间，全乡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1584~1885 小时。境内春季和夏季多

东南风，盛夏多南风，秋冬季多西北风。鹤岭镇的水资源主要由外来水源和基

础水源组成。外来水源主要由距其南面 7.5 公里的韶灌右干渠和靳江河组成。

韶灌配套工作灌溉面积 13600 亩，提灌支渠 7 处，总长 45 公里，受益鹤岭镇 9

个村；靳江河是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宁乡县黄材水库，自西向东纵穿于本镇

域，涉及鹤岭镇 9 个村，共灌溉 10680 亩农田，境内河长 8.5 公里。鹤岭镇物

产丰富，人杰地灵，有极为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如锰矿石、石灰石等，地处尧

家村的仙女山，风景优美，是集宗教、旅游、避暑、休闲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 

2.1.4  经济概况  

2011 年，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 7.6 亿元，完成年任务的 114.5%；规模工业

总产值 7.2 亿元，完成年任务的 115.1%；固定资产投资 5.3 亿元。  

2013 年全镇实现财政收入 4000 万元(预计数，下同），其中地税 2100 万

元、国税 1900 万元，同比增长 29%；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3440 万元，

同比增长 36.9%；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60 万元；实际到位内资 13000 万

元；农村经济总收入完成 137020 万元，同比增长 39.1%； 

2015 年全年实现财税总收入 5165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35000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40000 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完成 33000 万元，实际

到位内资完成 20000 万元。  

2.2  鹤岭镇发展前景  

2.2.1  发展背景  

为了更好地在全省域范围内积极有序地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湖南省人民

政府制定了《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 年)》。规划提出到 2020 年，

长株潭城市群迈入国家级城市群行列，构建三大区域性城市组团、建设一批中

小城市、专业特色重点镇，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位列

其中。  

从湘潭市的规划层面来说，拟在湘潭市区西北方向，包括长城乡部分、姜

畲镇、鹤岭镇，建设雨湖新区城乡统筹发展先行区，总规划面积 252 平方公里，

计划以乡改镇促进鹤岭镇成为生态文明的两型示范新农村，把鹤岭镇及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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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改造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工业示范区。  

就鹤岭镇的自身发展而言，2015 年原鹤岭镇与原响塘镇进行了合并，这一

举动是提升雨湖区发展承载能力，增强经济辐射功能，加快两型社会建设的需

要，是湘潭市将城市空间向西拓展，将河西地区统一规划、建设管理，统筹城

乡发展和与长沙大河西进行良好衔接的战略需求。雨湖经济开发区、雨湖新城

的规划建设将是鹤岭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契机，而目前鹤岭镇发展规模，功能

和职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还不够高，为了抓住机遇，顺应时

代的要求，要求有科学合理的规划用以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好地带动全镇

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2.2.2  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鹤岭镇可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等方

式来推动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以城镇化改造农村；并规划基础设施向农

村延伸、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覆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1）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实施镇区与社区带动战略，提升城镇核心的功能。通过建设辐射通道和节

点，增强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提高城镇支持农村的

能力。  

（2）镇域基础设施统筹目标  

村庄建设应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联建共享”的原则。优化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衔接区域相关设施，实现资源共享。  

2.2.3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1）近期发展目标  

规划至 2020 年，鹤岭镇全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8.5‰以内；各村广播

电视覆盖率达到 85%，自来水普及率达 90%；镇域医疗卫生保健条件有所改善，

医疗床位数/医生数按 2.5：3 设置；镇域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 4

平方米/人，新建敬老院床位数不低于 1 张/百人。全镇总人口控制在 1089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25800 人，金侨社区 3800 人，碑头社区 1050 人，

仙女社区 1400 人，尧家社区 1100 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49.78%。 

（2）中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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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至 2025 年，全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6.5‰以内；各村广播电视覆

盖率达到 90%，自来水普及率达 95%；镇域医疗床位数/医生数按 2.8/3.2 设置；

镇域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 4.5 平方米/人，新建敬老院床位数不低

于 1.5 张/百人。全镇总人口控制在 1385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34000

人，金侨社区 5400 人，碑头社区 2100 人，仙女社区 2000 人，尧家社区占 2000

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57.95%。 

（3）远期发展目标  

规划到 2035 年，全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5‰以内；各村广播电视覆

盖率达到 100%，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镇域医疗床位数/医生数按 3.0/3.5 设

置；镇域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低于 5.5 平方米/人，新建敬老院床位

数不低于 2 张/百人；镇域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00%。全镇总人口控制

在 1724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40000 人，金侨社区 9700 人，碑头社

区 4000 人，仙女社区 3000 人，尧家社区 3000 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65.01%。 

表 2.2 鹤岭镇发展目标汇总表 

Tab.2.2 Heling Town Development Target Summary 

社会发展目标 近期发展目标 

（规划至 2020 年） 

中期发展目标 

（规划至 2025 年） 

远期发展目标 

（规划至 2035 年） 

全镇人口自然增长

率 

8.5‰ 6.5‰ 5.5‰ 

镇域人均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面积(平方

米/人) 

 

4 

 

4.5 

 

5.5 

全镇总人口  （人） 108900 138500 172400 

镇区人口规模（人） 25800 34000 40000 

城镇化水平 49.78% 57.95% 65.01%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2.3  本章小结  

  本章从政治区划、地理区位、自然环境资源等方面对鹤岭镇进行了镇域整

体概况的介绍，基于鹤岭镇目前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上位规划及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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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新要求，总结得出鹤岭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达到的社

会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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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分析 

3. 1  现状概况  

鹤岭镇辖有果沙社区、红旗社区、白冲社区、跃进社区 4 个社区居委会以

及长安村、群力村、双泉村、双丰村等 18 个行政村， 总面积 156.2 平方千米，

总人口 8.29 万人，现镇人民政府驻黄丰寺。（图 3.1）  

 
  图 3.1 鹤岭镇镇域规模现状图 

Fig. 3.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wnship scale of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3.1.1  人口及其居民点分布  

2011 年末，鹤岭镇辖区总人口 63907 人，总户数 11538 户，另有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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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 人。总人口中，男性 32990 人，占 51.6%，女性 30917 人，占 48.4%；14

岁以下 6934 人，占 10.8%，15-64 岁 49164 人，占 77%，65 岁以上 7809 人，

占 12.2%。2011 年人口出生率 1.32%，死亡率 7.2%，人口自然增长率 5.8‰。  

2015 年鹤岭镇下辖 1 个镇区，4 个个社区居委会和 18 个行政村。镇域户籍

人口为 82900 人，非农人口 22745 人，全镇暂住人口较少。根据历年人口资料，

可得鹤岭镇  2006-2015 户籍人口变化情况(表 3.1)，以及鹤岭镇各村/居委会人

口、户数、面积统计情况（表 3.2）。  

表 3.1 鹤岭镇 2006-2015 年人口变化情况 

Tab.3.1 Population changes in Heling Town （2006-2015）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表 3.2 鹤岭镇各村/居委会人口、户数、面积统计表（2015 年） 

Tab.3.2 Heling Town Area Statistics（2015）  

村民委员会名称 人口数 总户数 村民小组数（个） 面积（平方千米） 

响塘村 3091 833 30 7.21 

立新村 4505 1193 45 8.82 

长安村 4002 1075 24 5.24 

群力村 3549 959 40 6.88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居委会 5 5 5 5 5 5 5 5 5 5 

村 数（个）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总户数（户） 20441 20620 20797 20971 21057 21160 21280 21394 21510 21578 

总人口（人） 73588 74233 74867 75498 75806 76176 76609 77020 77437 77680 

总
人
口 

城镇人口 16574 16682 16666 16641 16189 15756 15362 15146 15112 14821 

农村人口 57014 57551 58201 58857 59617 60420 61247 61874 62325 62859 

人口出生率  
0.883

% 

0.980

% 

1.053

% 

1.073

% 

1.140

% 

1.319

% 

1.305

% 

1.398

% 

1.402

% 

1.408

% 

人口死亡率 
0.029

% 

0.025

% 

0.028

% 

0.031

% 

0.509

% 

0.721

% 

0.639

% 

0.585

% 

0.577

% 

0.581

% 

年迁入口（人） 969 960 1162 1064 1358 910 1246 992 1129 1153 

年迁出人（人） 790 813 999 835 885 609 1059 882 903 917 

镇非农业人口

(人)  
22476 22526 22568 22620 22671 22678 22694 22721 22729 2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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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泉村 3226 915 35 8.37 

双丰村 4131 1015 40 10.04 

红星村 2859 781 37 5.84 

晶鑫村 3406 966 38 8.51 

龙头岭村 3464 899 35 8.96 

凤凰村 3431 912 33 7.91 

向阳村 3919 1110 45 9.18 

金侨村 3451 963 41 7.13 

南谷村 3128 953 40 6.37 

云龙村 3124 890 46 8.21 

新泉村 3301 914 43 10.66 

龙安村 3912 1093 49 13.07 

关峰村 3518 970 39 9.17 

仙女村 3475 2017 36 9.55 

白冲社区 4888 1828 27 

5.32 
红旗社区 4317 1682 20 

跃进社区 4148 1656 28 

果沙社区 4860 2028 20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1）人口分布不均衡  

受地形、区位条件、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镇域

内人口在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大部分行政村和人口集中于西北、中部位置（如

立新村、群力村、长安村等），南部的人口密度低（如新泉村、龙安村等）。

（图 3.2）  

（2）村镇分布沿县道、河流分布明显  

鹤岭镇镇内主要交通干线为县道 X008、X009、X011,这些干线县道纵横交

错于镇区规划范围内，即是鹤岭镇对外的主要通道，也是村镇和产业布局的主

要依托轴，而现状人口也随着这些县道呈带状分布。  

（3）镇区人口规模小  

2016 年城镇总人口约 14897 人，仅占镇域总人口的 18.23%，未达到湖南

省基本城镇化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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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概况  

目前鹤岭镇镇域范围内对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化体育设施及社会

福利设施四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均有布点，但配置规模及质量差别较大。教

育设施及医疗卫生设施在镇区及乡村范围内的布点较为广泛，等级级别较高的

设施基本考虑布置在镇区范围内，但其规模及质量较低，对周边的村庄辐射影

响力弱；文化设施在镇区及乡村中布点广泛，但在设置内容上未考虑居民日益

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村庄部分文化设施配置内容单一、设施陈旧并处于关闭

状态；镇域范围内体育设施考虑配置的情况甚少；社会福利设施就镇域范围而

言考虑布置的情况较少。鹤岭镇镇域范围内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共享问题涉

及情况较少。  

图 3.2 鹤岭镇镇域人口分布现状图 

Fig. 3.2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town of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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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设施  

截止 2015 年，鹤岭镇镇域有公办幼儿园 1 所、民办幼儿园 9 所，全镇在园

幼儿 1430 人，专任教师 58 人；小学 15 所，在校学生 2316 人，专任教师 141

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 2 所，初中在校学生 828 人，专任教师

61 人，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小升初升学率、九年义务教育率基本到达 90%，

市级高中 1 所，在校学生 1326 人，专职教师 103 人，升学率达 85%。（表 3.3、

表 3.4）。  

表 3.3 鹤岭镇 2015 年中小学生师生情况 

Tab.3.3 Teacher and stud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in Heling Town(2015) 

教育设施类别 机构个数 在校学生数 教职工数 师生比 

高中 1 1326 103 1:13 

初中 2 828 61 1:14 

小学 15 2316 141 1:16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表 3.4 鹤岭镇部分现状中小学幼托一览表 

Tab.3.4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re in Heling Town 

学校或教学基地 所在村组 
建筑面

积（m
2
） 

班级

数（个） 

在校人数 

总人数（人） 教职工人数（人） 学生（人） 

仙女中学 仙女村 5680 9 453 32 421 

白冲学校 仙女村 1400 6 212 12 200 

稠泉小学 双泉村 1100 6 146 11 135 

烧汤河小学 金侨村 2300 6 200 15 185 

仁兴学校 仙女村 3060 6 215 15 200 

司马小学 龙安村 1800 6 211 13 208 

长龙小学 云龙村 1880 6 196 14 182 

南谷小学 南谷村 2994 6 229 17 212 

山界小学 凤凰村   480   4   78   6   72 

立新小学 立新村   1350   6   165   12   280 

仙女中心幼儿园 关峰村 700 5 194 14 180 

金盆德艺幼儿园  双丰村   450   4   46   4   42 

小星星幼儿园  云龙村   1400   4   181   11 170 

鹤岭馨香幼儿园 镇区   900   3   193   13   180 

资料来源: 导师团队提供  



第三章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分析 

 - 20 - 

通过对鹤岭镇中小学生在校人数的详细的统计可知，鹤岭镇目前义务教育

率基本为 90%，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全覆盖。但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小学

分布较为分散，规模等级均不高（图 3.3）。  

 

 

 

 

 

 

 

 

 

 

 

 

 

 

 

与湘潭相邻的区域，如长沙的坪埔区，其小学距鹤岭镇路程较远，上学距

离远超过小学的服务半径的要求且小学均无住宿设施的供给；临近鹤岭镇的响

水及姜畲，小学布置分散，上学距离超过服务半径的要求；湘潭市的中心城区

为湘潭小学布点的集中区域，但距离鹤岭镇的路程也远远超过服务半径的要求，

造成上学路程的不安全也不方便鹤岭镇的村民接收九年义务教育。  

鹤岭镇现状三所中学分布在镇域的西北与西南方向，与鹤岭镇相邻的响水

及姜畲的中学的服务范围可以对鹤岭镇的新泉村、龙安村及双丰村的部分村民

产生一定的覆盖影响力，湘潭市的中心城区的中学集中区域，距离鹤岭镇的路

图 3.3 鹤岭镇镇域小学布点现状图 

Fig. 3.3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hip primary schools in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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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超过中学服务半径的要求。（图 3.4）  

 

 

 

 

 

 

 

 

 

 

 

 

 

 

 

 

图 3.4 鹤岭镇镇域中学布点现状图 

Fig. 3.4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hip middle schools in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就鹤岭镇自身而言，部分距离镇区较远的村庄或人口较少的村庄因为义务

教育阶段的要求设立了学校，但就读学生人数过少，部分学校师生高于湖南省

教师学生配比标准（《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试行）），这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在中小学教师队伍里教师尤其是农

村小学的教师学历半数为专科及以下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础教育的发展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  

（2）医疗卫生设施  

鹤岭镇在 2015 年末，有镇中心卫生院 1 家，村级卫生室 42 个、床位 408 张，

固定资产总额 3570 万元，专业卫生人员 171 人，其中职业医师 37 人，职业助

理医师 48 人，注册护士 45 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3.6 万人次，建立特殊病例、

慢性病例 3000 余人次。全镇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2%。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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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侨医院的中风病专科被确定为湘潭市临床特色专科、湘潭市中医重点专科、

湖南省中医重点专科，并被确定为全国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  

与鹤岭镇相邻的长沙坪埔区布置的多为卫生所，医疗卫生等级级别较低；

医疗卫生设施集中的湘潭中心区距鹤岭镇的路程约为 15km,对于普通的病症

（如感冒、发烧或紧急包扎等）而言，选择钱前去的医治成本较高。（图 3.5） 

 

 

 

 

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鹤岭镇镇域内的金侨医院设备、人才较镇域其他医

疗卫生设施而言设置更为集中，其他区域仍然处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

下，村级卫生室配备床位不充分，卫生技术人员配置不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

问题较为突出。  

（3）文化体育设施  

图 3.5 鹤岭镇镇域医疗卫生设施现状图 

Fig. 3.5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towns of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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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设施和居民日常生活关联较大，生活在乡镇内的居民在日常工作

之余及平时的休闲娱乐生活中均会使用到文化体育设施。  

文化设施方面。截至 2015 年，鹤岭镇共有乡文化站 1 个，广播电视站 2

处，有村级文化活动室 42 处，农家书屋 41 个，藏书 6 万余册。境内有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石灵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安寺。  

体育设施方面。截至 2015 年，仅有学校设置体育场  3 处，4 个村（仙女、

南谷、凤凰、金侨）安装了健身器材，体育设施配置方面未实现镇域全覆盖。

乡内有司马、荷花、金盘、双湖、柴山 5 个村庄组建了腰鼓队，每年端午节，

会集中在靳江河碑头段举办龙舟赛。  

通过实地调研可以看出，鹤岭镇镇域文体设施配置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

需求，文化设施设置项目的类别匮乏，体育设施数量较少、服务半径过大，造

成居民使用过程中不便利现象时常发生。村级文化活动室已基本覆盖了整体农

村地区，但是设施项目上设置单一未考虑村民的综合使用需求以及信息化的发

展对村民的影响，使用率不高，部分农家书屋因缺乏管理人员而处于关闭状态。

另外，体育设施在整个镇域未形成整体配置体系，健身设施配置不足，乡镇居

民参与文化活动及健身锻炼的场所较少，且由于设施的选址及项目配置建设等

问题（可达性差或规模较小或设施未配置、配置不足、缺乏维护等问题）完全

无法满足居民进行体育健身的需求。  

（4）社会福利设施  

湘潭市的市级养老设施基本布置在中心城区，现状的养老设施大部分处在

改建扩建的过程中，如市六医院、莲城医养中心等市级养老设施需进行扩建，

在此过程中新建的养老设施项目也提上了日常安排，以便服务不断增加的老龄

化人口。  

目前鹤岭镇镇域有 1 家敬老院，位于仙女村、房间 56 间、收养农村五保

人员 112 人，这对目前鹤岭镇近 1.0 万的 60 岁以上老人来说是不够的。不仅

仅是养老的问题，与老年人相关的福利设施，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老年人室外活动场所等日常活动的需求未被考虑。社会福利设施的配

置形成了较大的缺口。（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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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鹤岭镇镇域社会福利设施现状图 

Fig. 3.6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in the township of Heling Town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3.1.3  鹤岭镇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居民满意度分析  

在对鹤岭镇镇域范围内的现状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实地勘测的过程中，也对

居民的使用状态及意见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结果如下：调查对象主要为鹤

岭镇的村、镇居民，被访者及其家庭样本共计 281 个，其中镇区（含社区）190

个（包含居民 127 个，村民 53 个），腹地村民 91 个（涵盖中心村、基层村）。 

（1）教育设施  

调查显示，关于适龄学生就学地点选择，幼儿园就读基本都集中在本村或

镇区；小学有一半以上的人会选择在镇区就读，极少部分选择去市区就读；初

中选择在镇区的比例达到（59%），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35%）选择去市区

上学，可以看出随着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基础教育层次不断的升高，居民选

择在鹤岭镇镇区或湘潭市市区就学的比例随着升高，部分村小学的利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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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鹤岭镇目前已基本实现镇域内公路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使

用公共服务设施的便捷性，交通不再是制约设施使用的主要原因，出行方式的

选择也决定了居民到达设施所耗时间。对于教育设施布点的位置而言，对居民

的直接影响是上下学路途中所消耗的时间，时间过长主要会影响学生在就学路

途中的安全，增加出行的风险。  

例如，居民到幼儿园的出行方式有步

行（32%）、校车（31%）、自行车或电

动车（25%）等，步行方式及校车接送的

方式占幼儿园出行方式的半数以上，对于

离家较近的幼儿园居民选择步行的方式进

行接送，而距离较远的幼儿园的出于对幼

儿安全性的考虑，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下均

会考虑安排校车的接送。（图 3.8）  

针对最佳服务半径可知，幼儿园为

300m 、 小 学 为 500m 、 中 学 为

1000m，从中可以大致推算出居民

到幼儿园的出行时间为 5-10 分钟、

图 3.8 居民到幼儿园出行方式选择 

Fig. 3.8 Residents choose to travel in kindergarte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3.7 适龄学生就学地点选择 

Fig. 3.7 School-age student location choic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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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为 15-20 分钟、中学为 20-30 分钟。  

调查显示，居民到幼儿园、小学、初中出行时间大多在 45 分钟以内（比例

从 89%、81%到 62%），随着基础教育等级的升高，上学路途所耗费的时间有

所增加，所占比例也呈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 11%、19%到 38%），甚至出

现有少部分的学生需要在路途中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图 3.9 到幼儿园所花时间      图 3.10到小学所花时间          3.11到初中所花时间 

Fig. 3.9-3.11 Time spent on school trip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据调查可知，鹤岭镇教育设施覆盖面较广，但基础教育的等级多为幼儿园

和小学，但初中及高中数量稍显不足。居民对镇域教育设施的满意度为（65%），

主要问题集中在：幼儿园及小学学校位置分散、教育设备陈旧、基础设施缺乏、

整体教学水平不高等 ; 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改善意见也体现了此问题。（图 3.12、

图 3.13）  

 

 

 

 

 

 

 

 

图 3.12 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满意度 

Fig. 3.12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educational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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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卫生及福利设施  

采访中发现，居民对于卫生院和卫生室的评价以一般和较为满意为主（图

3.14）。镇区居民及村民都对就近就医提出意见，希望能增加医疗卫生设施布

点，尤其是基层村；而镇区居民对于医院及镇卫生院的使用率较高，因此更加

关注医疗设备配置问题。多数被访者都认为乡镇医院都需要改进的问题是医护

人员素质和医疗设备水平（图 3.15）。  

值得注意的是，镇域有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但鹤岭镇相应的配套养老机构，

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未设置或并未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只有仙女村设有

一处养老院，养老设施配套服务未规划的同时，甚至缺乏对于养老服务的宣传

工作，有近 10%的人未曾使用甚至听说过老年活动室等设施。居民对养老设施

从增加布点、增设新的室外健身及活动场地、新建老年活动中心等各个方面提

出了改善意见。  

 

 

 

 

 

 

图 3.13 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改善意见 

Fig. 3.13 Residents' opin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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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居民对养老设施改善意见 

Fig.3.16 Resident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old-ag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3.14 居民对医疗卫生及福利设施满意度 

Fig. 3.14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care and welfar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3.15 居民对医疗卫生设施改善意见 

Fig.3.15 Resident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health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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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及体育服务设施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居民用于文化、体育锻炼等消费

会逐年增加，尤其是城镇居民，但目前鹤岭镇面临的是镇区文体设施配置不足

的现象以及乡村文化所、农村书屋设施简陋、大多数村庄未配置体育设施或配

置项目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通过调研可以看出，居民对

于文体设施的满意度不高，集中在不满意（39%）、一般（32%）的评价上（图

3.17）；在对文体设施使用的频率上集中在偶尔（每月使用 1-5 次）村和一般

（每次使用 6-15 次）（图 3.18），镇居民对文体设施熟悉度和使用度相对较低。

文体设施均面临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条件差以及基层文化专业人员匮乏，在居

民对文化设施意见中，都有对相应问题的反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网路

的发展与普及，居民对于网络文化及新兴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学习力，尤

其是村民（图 3.19）。  

 

 

 

 

 

 

 

 

 

 

 

 

 

 

 

 

 

图 3.17 居民对文体设施的满意度 

Fig.3.17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ultur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3.18 居民对文体设施的使用情况 

Fig.3.18 Residents' use of cultur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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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问题 

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总体存在建设滞后的现象，与城镇建设并非同向发

展，就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公平与效率而言，在镇域范围内镇区与农村地区因

联络较差，共享服务的观念未落实，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落后的现象普

遍存在；再者，鹤岭镇镇区公共服务设施辐射力薄弱，对周边居民的吸引力有

限造成公共服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可知，近年

来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和进步，但与自身的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的水平；更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之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长期以来重城轻

乡、先富带后富等思想的影响下，鹤岭镇政府在公共资源投入上仍然对镇区及

其社区有着一定幅度的倾斜，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区域性供给差异，城镇公共服

务设施出现了不公平、不高效和不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  

3.2.1  建设公平性失衡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在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包括空间、设施和服务对

象等在内的多方面的不平等的现象。   

鹤岭镇镇域整体范围内已基本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全覆盖，教育水平正在逐

步提高，修、扩建文体设施在规划进行中，鹤岭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图 3.19 居民对文化设施的改善意见 

Fig.3.19 Resident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ultural facil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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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共服务设施发展良好的态势下，鹤岭镇自身的优势资源构建不充分，

镇域各级居民享受到的设施质量存在差异化现象，重点体现在镇区与中心村、

中心村与基层村之间。在教育设施方面，初中及高中布点在镇区；唯一所二级

医院鹤岭镇中心医院及养老院均布置在镇区及社区周边，但在设施规模等级以

及设备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局限性，提升镇域整体服务质量的能力有限，未能

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需求中起到先锋作用，无法成为带动乡村建设，转承周边

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点。  

公共服务设施虽然种类较多，不仅有保障民生的教育及医疗服务设施，也

具有文化体育及社会福利等满足居民更高层次发展需求的公服设施，但一般都

集中布置在镇区中心，而鹤岭镇的乡村地区主要还是考虑幼儿园、乡卫生室和

村民书屋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功能单一。  

鹤岭镇镇域目前社会福利设施只有一所敬老院，且形式单一，乡镇居民在

养老方面的选择范围较窄，短期或日间托管及老年人活动场地设施未设置。  

3.2.2  配置效率低    

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相关规范仍存在差距，例如设施

配置普遍存在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规模过小及与同类资源浪费的问题等。  

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量首先按人口规模进行推算。然而，鹤岭镇教育教育

设施供给数量达标但供给质量存在未达标现象。《幼儿园建设标准》也将幼儿

园按服务人口分为了以下几类：（表 3.5）  

表 3.5 幼儿园建设规模分类表 

Tab.3.5 Kindergarten construction scale classification table 

服务人口（人） 2000 2000~4000 4000~6000 6000~8000 

规模  2 班  6 班  9 班  12 班  

人数（人）  90 180 240 260 

依据标准，规定城镇幼儿园不宜少于  6 班，而镇区的鹤岭馨香幼儿园的园

区只有 3 个班级，鹤岭镇部分幼儿园存在办园规模未达标的问题（见表 3.4）。

《城市（镇）基本中小学设计规范》规定完全小学、九年制学校、初级中学、

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按班级数分成  12 班、18 班、24 班、27 班、30 班、36 班

和  45 班几个规模类型，并分别制定了各学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通过调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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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鹤岭镇镇区布置的中学的班级数均在 10 班以下，镇区及乡村小学的班级数

都在 6 班以下。  

3.2.3  供给可持续性亟待改善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未能与城镇居民的实际需求接轨，供给模式僵

硬，不能体现乡镇发展特色；供给形式老旧，与信息现代化目标未能充分融合；

供给内容不能体现多元需求特征，与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促进乡镇协调发展有所

偏离。  

（1）目前应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规范无法完全适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对比现状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滞后的

现象。鹤岭镇镇区现状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是按照国家规范进行规划配置，具有

时效性的差异，规范注重的是统一模式下的配置标准，无法结合当地文化、发

展特色、居民生活特征进行配置。  

（2）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总额在整个公共财政支出中处于湘潭市平

均值以下，仍然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在投资供给的可持续性问

题上仍然依靠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的投入、市场投资少、渠道单一、多元供

给体系未形成，  

（3）互联网的兴起，极大的改变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娱乐习惯，网络与居民

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为居民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自由交流、沟通互动创造了一个

无形胜有形的巨型平台。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村民通过快捷的网络服务可以在

网络平台上随时反馈自己使用设施的感受与要求，但是鹤岭镇政府信息网站及

信息反馈平台的构建还未提上行政议程，无法方便及时的与居民交流，获取信

息有限。  

（4）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形式大部分沿袭了传统设施的服务形式，

仅靠设施服务居民，面对居民渴望的高效快捷的公共服务网络体系服务的诉求，

鹤岭镇目前未实现了网络共享、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中考虑 WIFI 覆盖性屈指可

数，公共服务设施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待进一步提升。如电商的发展，城镇居民

和村民享受网络购物的同时，代收点等网络服务的配套设施的未被考虑。   

3.3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问题解析 

3.3.1  发展条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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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岭镇镇区、中心村和基层村资源优势不同，在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分布上

有着各自的要求与特点。另一方面，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不同，鹤岭镇整体发

展中会呈现侧重点不同，往往优先发展镇区、中心村，而对于基层村未来可能

再度进行撤并或调整通常是以基本满足其需求为主。  

3.3.2  人口分布差异  

人口分布的差异性决定公共服务的规模及布点。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体系进行了相应地演变，部分农民进入城镇成为

常驻人口，导致村庄居民点的人口规模缩小，无法满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模

的最低要求，但坚守并生活在这一土地的农民由于人口规模达不到配置要求需

要可考虑进行村庄之间的公共服务设施共享，可达性便成为了首要的解决的问

题。村庄在行政层面进行了撤并但在此过程中，公共服务设施要不就保留现状，

要不就直接整合，并未对撤并后的新农村重新进行整体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以至于出现数量与质量均无法满足的现象。  

3.3.3  需求多样化及反馈滞后  

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农民市民化，产生除了基本生活保

障需求外更高层次的其他需求，对设施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对其水平

的要求有提高的现象。受老龄化社会的影响，老龄人口占比提高的现实因素以

及养老设施种类不齐全、标准未指定、总量不达标的情况促使我们对养老设施

进行关注。  

由于当前乡镇网络服务技术局限，限制了网络平台的及时构建，即使部分

城镇政府部门创建了信息交流平台，但是如何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收集，梳理出

可进行反馈的真实信息，并做到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及时可靠地改进，仍然存

在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与挑战。  

3.3.4  供给体系薄弱且单一  

公共服务设施通常由政府部门进行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公益性和低收益

性影响了投资资本的介入，单纯的政府供给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与运营的模

式，使得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还是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多元供给渠道及体系

地构建仍然处于起步及探索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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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形式上，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种类单一，无法满足经济条件和生活

水平提高下人们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提出的新的要求，使人们的使用兴趣下降，

造成公服设施的闲置与浪费，村图书室里面的图书类型单一、无法及时更新、

未安装电脑或网络服务，村民使用不便，一般把它作为临时开会的场所在其他

时间处于关闭的状态。   

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安排的使用时间与居民日常生活安排存在时间上的不对

称现象。白天忙碌的生活，使得绝大数青年人及儿童休闲和锻炼的时间集中在

徬晚或周末，而社区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几乎都安排在工作日及白天，居民无

法正常使用活动中心。  

3.4  本章小结  

本章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社会福利这四大类公共服务设施出发

对鹤岭镇公服设施的现状情况进详细行阐述，总结出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目前

存在的建设公平性失衡、配置效率差及未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从镇域发展条件

的差异性、人口分布差异性、需求多样化、反馈情况、供给体系等方面对现存

的问题进行深度地探讨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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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思路及规划布局 

4.1  规划思路  

以实现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对乡镇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统筹

安排，在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公平及效率下，首先考虑不同等级规模的居民点的

差异化的需求以及周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辐射影响力，解决好乡镇体系中的公

共服务设施的共享配置的问题，提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及使用效率，最终实现

配置优化。构建乡镇公共服务设施等级体系。依据不同等级不同规模居民点对

于公共设施的内容与服务半径影响力的不同进行构建。一般而言，公共服务设

施的规模、内容及服务半径随着居民点的等级相对应的扩大扩容调整。在公共

服务设施的体系中注重不同层级部门辐射影响带动力的差别，城镇及村庄体系

中的中心村是未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首选考虑因素。  

4.2  人口规模预测 

人口规模数量与等级影响并决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数量等。通过

对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可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及规模设定做铺垫。 

（1）自然增长率预测  

根据鹤岭镇 2004-2015 年人口资料统计，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5.56‰，随着

湘潭雨湖区及鹤岭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期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会保

持相对稳定的水平。总体人口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  

综合考虑相关政策和湘潭总规相关指标，结合计划生育新政策（2016）和

鹤岭镇的实际情况，规划全镇近期（至 202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8.5‰

以内，规划全镇中期（至 2025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6.5‰以内，规划全

镇远期（至 2035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5‰以内。  

（2）机械增长率预测  

2013 年前由于鹤岭镇经济较为落后，外出务工人多，外来人口较少，人口

机械增长率较低。但随着鹤岭镇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将有力推动工业、旅游

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贸业的发展，期间将会有外来人口参与

鹤岭镇的相关建设、运输、服务等工作；同时随着鹤岭工业园，物流园等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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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上政策帮扶，将吸引资金、技术人员进入鹤岭镇。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

两部分将构成鹤岭镇人口的主要机械增长部分。  

考虑到鹤岭工业园园近期到 2020 年建设用地主要在鹤岭镇内，中期 2020

至 2025 年建设用地主要是为鹤岭镇境内的工业用地及矿山公园的开发建设，对

鹤岭镇镇域内的机械人口增长有比较大的影响，并且机械人口的增长有一个大

的提升；远期 2026 至 2035 年规划建设用地主要为鹤岭镇境内的工业用地以及

物流园区的建设，并随着鹤岭工业的建设完成，企业的吸收，鹤岭镇镇域内的

机械人口的人口会进一步增加。另考虑，镇区及整个镇域的开发建设，也会对

机械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影响。综合考虑，鹤岭镇镇域内近期 2016-2020 年

人口年平均机械增长为 4500 人；中期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逐步完善以及城镇化

的加速，规划预测镇域中期人口年平均机械增长为 5200 人；远期随着进一步城

镇化和产业链的拓展以及各项产业的发展，规划预测镇域远期人口年平均机械

增长为 6000 人。  

（3）总人口预测结果  

采用总人口递增模型，进行预测：  

规划到 2020 年全镇总人口控制在 1089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25800 人，金侨社区 3800 人，碑头社区 1050 人，仙女社区 1400 人，尧家社区

1100 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49.78%；规划到 2025 年，全镇总人口控制在 1385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34000 人，金侨社区 5400 人，碑头社区 2100 人，

仙女社区 2000 人，尧家社区占 2000 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57.95%；规划到 2035

年，全镇总人口控制在 172400 人以内，镇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40000 人，金侨社

区 9700 人，碑头社区 4000 人，仙女社区 3000 人，尧家社区 3000 人。城镇化

水平达到 65.01%。 

表 4.1 鹤岭镇人口预测汇总（2020-2035 年） 

Tab.4.5 Heling Town Population Forecast Summary（2020-2035）  

规划期限 

控制人口规模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镇区 25800 人 34000 人 40000 人 

金侨社区 3800 人 5400 人 9700 人 

碑头社区 1050 人 2100 人 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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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社区 1400 人 2000 人 3000 人 

尧家社区 1100 人 2000 人 3000 人 

全镇总人口 108900 人 138500 人 172400 人 

城镇化水平 49.78% 57.95% 65.01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4.3 配置体系  

4.3.1  规模等级体系  

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居民点在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应不同的级别，一般

来说规模等级越高的居民点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级别越高，有利于对低等级

的居民点产生辐射影响带动的作用，便于规模等级较高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其

服务效率，也便于公共服务设施规模设置中的建设实施   。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镇居民点在空间格局上发生着变

化，农村居民点进行布局上和规模上的有着新的调整方向，便于其纳入城镇整

体的发展框架之中，逐步形成一个空间布局合理，公共设施齐全，生活水平较

高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协调系统 

为了抓住机遇，加强城镇建设，规划期内鹤岭镇逐步建设成由镇区（社区）

-中心村-基层村所组成的层次分明、规模适度、功能合理的镇域村镇体系结构。

根据鹤岭镇镇域发展战略，结合现状村镇职能结构的特点，规划将鹤岭镇村镇

体系结构按其职能和规模分为三个等级（图 4.1）： 

第一级：镇区（社区）。鹤岭镇镇区是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

集居住、商贸、工业物流、高新技术、农副产品加工于一体，新型城镇化模式

下的现代化城镇。规划期内，加强对新镇区的建设，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

环境、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商贸商住及其工业，提高经济实力，强化辐射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社区为：碑头、金侨、仙女、尧家，集商贸、

建材、中药培植研究与深加工、健康疗养、生态旅游、苗圃、畜牧业贸易及生

产、生态农业、文化休闲旅游为一体，完善社会服务设施和经济服务职能，形

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  

第二级：中心村。包括龙头岭、双泉、仙女、向阳村。发展现代农业生产、

农副加工以及生态旅游。规划期内，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和经济服务职能，带动



第四章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思路及规划布局 

 - 38 - 

片区经济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的较大规模的村庄，成为周

边村庄的经济服务中心。  

第三级：基层村。向塘、立新、长安、群力、双丰、红星、晶鑫、凤凰、

金侨、南谷、云龙、新泉、龙安、关峰、。以居住和服务于农业生产为其主要

职能，并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基地，带动村庄和自然村

的重要环节；故以居住和服务于农业生产为其主要职能，应改善基层村的居住

环境，并提供完善的设施为农业服务，实现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  

 

 

 

依据居民点规模等级的不同，其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不同。鹤岭镇镇区公

共服务设施主要承担的是中高等级公共服务职能，如初、高中教育、鹤岭镇综

合医院、综合文体设施、以及养老院、残障人士托养中心等。四个中心村（龙

头岭、双泉、仙女、向阳）为周边的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中心村是通过对村落

图 4.1 鹤岭镇镇域体系规划图 

Fig.4.1 Heling Town System Planning Ma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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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整合而成，一般是区位便利、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因此，中心村能够配

置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在一定的辐射影响范围内使自身及周边的村庄享

受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基层村提供保障村民基本生活的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4.3.2  配置类别  

国内目前颁布的公共服务设施规范只有《城市公共设施规范》，该规范主

要针对城市进行设置，对于乡镇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并未涉及安排。

生活在城镇或农村的居民对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需求并不相同，因此针对该规

范在进行镇公服设施配置的类别选择与具体指标确定时，选择性地参考，而对

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并无太多的参考价值。同时，在《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镇规划标准》中也有部分内容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如前文所述，本文所指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含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

文化体育设施、社会福利设施四类。因此，对于相关规范中关于公共服务设施

的分类总结也只涉及以上四类（见表 4.1）。  

资料来源：国家各类规范 

类别 相关规范 设施名称 

教育设施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 

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 

 

镇规划标准 

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职业学校、成人教育及培训机构 

 

医疗卫生 

设施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 
医院、口诊所、卫生站、护理院 

镇规划标准 
计划生育站(组)、防疫站(卫生监督站)、医院

(卫生院、保健站)、休疗养院、专科诊所 

 

 

文化体育 

设施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 

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

中心)、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老年活动站)、居民

运动场(馆)、居民健身设施 

 

镇规划标准 

 

文化站(室)、青少年及老年之家、体育场馆、

科技站、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影剧院、游乐

健身场、广播电视台(站) 

社会福利 

设施 

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 

老年人服务中心、养老院、托老所、残疾人托

养所 

 

表 4.1 各规范对于公共服务设施划分整合 

Tab.4.1 Various specific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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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国家标准为依据，湘潭市的《湘潭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2018 年修改版）对于居住区级别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配置的级别、内容及

指标的确定。对鹤岭镇的镇区及社区具有参考性(表 4.2) 

表 4.2 湘潭市居住区分级控制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Tab.4.2 Hierarchical control of residential areas in Xiangtan City and configu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类

别 

序

号 

项

目 
内容 配置标准 

建筑面积 

(m
2
) 

用地面积 

(m
2
) 

教 

 

 

 

 

育 

l 

托

儿

所 

保教小于 3 周岁儿童 30 人／千人指标 — 

4 班≥1200 

6 班≥1200 

6 班≥1200 

 

2 

 

幼

儿

园 

 

保教学龄前儿童班级

人数 25-35（座／班) 

 

30 人／千人指标 

 

— 

 

4 班≥1500 

6 班≥2000 

8 班≥2400 

 

 

3 

 

小 

学 

 

 

6-12 周岁儿童入学 

 

 

 

70 人／千人指标 

 

 

 

 

— 

 

12 班≥6000 

18 班≥7000 

24 班≥8000 

 

医 

疗 

卫 

生 

 

4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健康教育、预防、保

健、康复、计划生育

和医疗等 

 

 

宜设在交通便利、

环境安静、服务距

离适中的地段、应

有对外方便的出入

口和无障碍通道 

  一级：

2000-300

0 

 二级：

200-500 

 

一级：

3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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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5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图书阅览、科普教育；

网吧、球类、棋类活

动、科技活动、各类

艺术培训班及青少年

活动中心、老年人学

习活动用地 

青少年活动中心

建 筑 面 积 按

100-200m
2
／千 人

控制，用地面积按

240-300m
2
／千 人

控制：青少年、老

年设施不得设在

地下 

 

 

4000-800

0 

 

 

 

 

 

8000-15000 

 

 

 

 

 

6 

 

 

 

 

 

文

化

活 

动

室 

 

书报阅读、书画、文

娱、健身、音乐欣赏、

茶座等，重点考虑青

少年和老年人的活动

需求 

青少年活动站建

筑面积按 20-30m
2

／千人控制，用地

面积按 40-60m
2
／

千人制：设施不得

设在地下 

 

 

 

400-600 

 

 

 

 

 

400-600 

 

 

 

体 

 

 

 

 

 

 

 

 

育 

 

7 

 

体

育

活 

动

中

心 

 

包括居民室外健身场

地、慢跑道、篮球场、

排球场、羽毛球场、

小型足球场、健身房

等配套设施 

 

每个一级居民点

应配置一处；用地

面积 300-650 m
2

／千人控制，建筑

面积按 100-260 m
2

／千人控制：宜配

60-lOOm 直跑道和

200m 环形跑道 

 

 

7700-130

00 

 

 

 

 

 

18900-32500 

 

 

 

 

 

 

8 

 

 

 

 

居

民

运 

动

馆 

居民健身场地，包括

篮、排球及小型球类

场地，儿童及老年人

活动场地和其他运动

设施等 

室 内 建 筑 面 积

100-260 m
2
／千人

控制，室外用地面

积可按按 300-650 

m
2
／千人考虑 

 

2050-400

0 

 

 

 

430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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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居

民

健 

身

场

地 

组团居民健身场地 

 

 

室 内 建 筑 面 积

50-130 m
2
／千人

控制，室外用地面

积可按 150-325 m
2

／千人考虑 

 

85-140 

 

 

325-525 

 

 

社 

区 

服 

务 

 

 

 

10 

 

 

社

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社区管理、社区办公、

活动室、教室、阅览

室、保健室、法律援

助 

 

按 开 发 建 筑 面 积

1％比例配建；应配

置面积不<300m
2
室

外活动场地；可与

文化中心共同设置 

 

600—800 

 

— 

资料来源: 《湘潭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18 年修改版）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类均是把城市与乡村分隔进行

设置，并没有关于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对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提出相关规范和标准。本文研究乡镇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在综合总结上述国家

和地方相关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结合鹤岭镇的自身发展的特点及按照镇区-中心

村-基层村不同的规模等级与职能对公共服务设施等级体系进行制定。下列为鹤

岭镇不同职能规模等级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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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 

Tab.4.3 Heling Tow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Table 

 

4.3.3  配置标准  

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规范和湖南省、湘潭市相关技术规定对公

共服务设施所做的规定的基础上结合乡镇现状及需求特征，最终确定鹤岭镇公

服设施配置标准（表 4.4）  

需配置、  建议配置 

 

类别 项目配置 镇区 中心村 基层村 共享范围 

 

 

教育设施 

幼儿园    局部共享 

小学   — 局部共享 

初中  — — 局部共享 

高中 — — — 全镇共享 

专科院校  — — 全镇共享 

 

 

医疗卫生 

设施 

综合医院  — — 全镇共享 

专科医院  — — 全镇共享 

卫生院   — 局部共享 

卫生所   — 局部共享 

卫生室    局部共享 

 

 

 

文化设施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影剧院 

  

— 

 

— 

 

全镇共享 

文化站   — 局部共享 

文化活动室 
 

— — 局部共享 

 

 

 

体育设施 

体育场  — — 全镇共享 

健身广场   — 局部共享 

室外灯光 

球场 
  — 局部共享 

全民健身 

设施 
 

  
局部共享 

 

 

社会福利 

设施 

敬老院  — — 全镇共享 

儿童福利院 
 

— — 全镇共享 

残障人康 

复指导站 

 
 — 局部共享 

托老所   — 局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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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一览表 

Tab.4.4 Heling Tow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List 

类别 配置项目 面积指标 配置要求 

 

 

 

 

 

教育设施 

 

幼儿园 

 

占地面积 16-18m
2
／人 

集中在镇区及中心村布置，

由校车接送上学，每班 20

—35 人 

 

小学 

 

 

占地面积 25—30m
2
／人 

 

集中镇区及中心村设置一

所小学，部分小学设有寄宿

制，每班 35—45 人 

 

初中 

 

占地面积 28—30m
2
／人 

 

实行寄宿制，每班 40—50 人 

 

高中 

 

占地面积 25—30m
2
／人 

 

 

 

医疗卫生

设施 

卫生院 建筑面积≥4000m
2
 

床位数千人指标取值按当地

发展情况而定 

卫生所 建筑面积≥300m
2
 

根据服务人口确定最终面

积 

卫生室 建筑面积 60—80m
2
  

 

 

文化体育

设施 

乡镇体育健身 

设施 

建筑面积 800m
2
,用地

面积：3000—8000m
2
 

包括室外全民健身设施、篮

球场、足球场、游泳馆、羽

毛球 

乡镇健身广场 建筑面积≥1500m
2
 可两个集中布置 

室外灯光球场 建筑面积≥2000m
2
  

文化站 建筑面积≥ 500m
2
 包含阅读、展览等功能 

 

社会福利

设施  

 

 

敬老院  

 

 

3000m
2 

护理人员与休养人员比例

为 1:3-1:4，乡镇可适当降

低标准  

  
 

每镇一个，有敬老院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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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老所  500m
2 镇不设置  

老年活动中心  ≥100m
2 每个中心村一个，部分基

层村可结合设置  

4.4 鹤岭镇配置需求分析  

4.4.1  教育设施  

学生的人数是教育设施规模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鹤岭镇全镇已基本

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设施的覆盖，因此决定因素不再是学生的人数，而应该对

由人口出生率确定未来学生增长的人数以及生源产生流动等原因。根据统计数

据得知，鹤岭镇近五年的出生率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 1.3％左右的水平（图

4.2）。从出生率的角度来看，鹤岭镇近几年的学生数量（尤其是幼儿园学生的

人数）增长较为稳定的。然而，在对鹤岭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后发现近年来鹤

岭镇中小学学生数量呈现减少的现象。可以推测出鹤岭镇学生数量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学生开始外流求学。升学率的提升对留住外流的高中生资源较为有利。

另外，通过调研可知，外流学生的主要去向为湘潭市。湘潭市相较鹤岭镇而言

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4.4.2  医疗卫生设施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是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现在不仅仅是看病治

图 4.2 鹤岭镇近五年人口出生率变化（2011-2015） 

Fig.4.2Changes in birth rate of Heling Tow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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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对身体进行保健，城镇居民尤其注意身体亚健康

的态，因此对医疗保健的投入逐年稳定上升（见表 4.6）。同时，随着老年人

口的不断増多，居民对医疗设施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鹤岭镇 2015 年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达到 12.2％，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老年人由于自身身体

状况而更依赖医疗设施，因此，随着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对医疗设施的需求将

会不断增加。  

表 4.6 鹤岭镇居民平均医疗保健支出费用（2006-2015 年 单位：元） 

Tab.4.6 Averag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 in Heling Town（2006-2015）  

年

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医

疗

支

出  

130.8 168.2 198.5 211.3 247 287.2 327 428.5 514.5 613.5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交通设施的便利，居民出行距离单位时间内在不断

的增加，乡村与城镇之间的联系加强、可达性越来越高，因此交通不再成为居

民去城镇看病的制约因素。因此，在对鹤岭镇的医疗卫生设施需求进行分析时

需要考虑镇区对于中心村和基层村的影响力，以及湘潭市对于鹤岭镇镇域范围

内医疗卫生设施的影响，但由于湘潭市自身医疗卫生措施存在资源配置规模限

制的情况、鹤岭镇的规模与配置标准可适当进行独立配置。  

4.4.3  文化体育设施  

鹤岭镇目前文化体育设施配置体系尚未建立，基于现状的问题首先应考虑

其对文化体育设施配置体系的构建，其次随着鹤岭镇面对发展契机对自身的规

模，功能进行协调性地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生活在其中的

居民对密切联系的文体公共服务设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另外，鹤岭镇作为湘潭市的后花园，其境内，自然景观方面有仙女山综合

旅游区，休闲观光方面有南谷山体验式观光区，生态农业方面有碑头葡萄园、

司马、候田蔬菜种植园、人文景观方面有国家矿山公园、并计划依托金侨医院

及周边的健康产业形成健康度假旅游。虽然有上述旅游资源，但除仙女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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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旅游资源均未全面开发，配套设施缺乏。总之，旅游资源处于未能有效开

发的状态中。随着旅游产业的构建与不断发展，鹤岭镇镇内的游客人数会不断

增加，在对其文化体育设施需求进行分析时应当将游客的需求考虑在其中。  

4.4.4  社会福利设施  

湘潭市对于鹤岭镇来说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且距离较近，因此会有更多的

人选择去湘潭市甚至长沙市工作或进城务工，造成鹤岭镇农村生活的都是老年

人和儿童，农村“空心化”现状、留守老年与儿童的问题日益凸显，同时，2011

年的人口资料显示，鹤岭镇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2.2%，表明鹤岭

镇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虽然鹤岭镇镇区因规划发展建设会吸引青壮年的返程，

但是周边村庄的老年人口数量还是会不断增加，这使得福利院、敬老院等福利

设施需求以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新型养老模式会呈现扩张与增加的趋势。  

4.5 规划布局  

4.5.1  教育设施  

本次规划教育设施涉及的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设施的

布置规划。在规划时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和“中学集中布置”的原则，结合

居民点进行布局，按照鹤岭镇行政等级调整后的“镇区-中心村”两个层级安排

学校数量和规模，力求做到每位学生享受平等的就学环境。在近期的规划实施

过程中先考虑保留基层村小学，到远期，随着村庄结构布局调整，原有的部分

基层村的居民向中心村聚集，基层村不设置小学等级以上的教育设施。对于因

地形因素造成的学生就学路途耗费时间过长或者学校服务半径超过学校布置最

优服务半径的地区，可将寄宿制入学纳入考虑范围。  

鹤岭镇教育资源在配置规模上应实现持续动态配置。计划到 2035 年，镇域

规划共布置中学共 5 所、小学共 1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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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居民点在空间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居民集聚区域，规划的

5 所中学在满足服务人口的基础上做到集中共享布置，并以便捷的交通为主要

的辐射影响方向最终形成的中学的辐射范围基本能对鹤岭镇居民点形成全覆

盖，如出现无辐射影响的范围的，可考虑对部分中学设置寄宿制，保障学生的

就学环境安全。  

（1）鹤岭镇镇区按每 3.5 万人设置一所中学（含高中），按 2 万人设置一

所小学。镇区共设置 1 所中学，2 所小学（图 4.4）。规划小学的服务半径基本

覆盖镇区的居住区集中区域，镇区中学在服务自身的基础上对周边的村庄有一

定的辐射影响力。  

图 4.3 鹤岭镇镇域教育设施规划图 

Fig.4.3 Heling Town Township Education Facilities Planning Ma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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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鹤岭镇镇区规划中小学服务 

Fig.4.4 Heling Township Township Plann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ervice 

Scope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2）镇域其他区域范围保留现存的 3 所中学（湘潭市第十八中学、仙女中

学、南谷二中），新建一所碑头中学；9 所小学（分别位于仙女村、双泉村、

龙安村、南谷村、碑头集镇、云龙村、凤凰村、红星村）。  

（3）金侨村、仙女村、鹤岭村各设一所小学。  

（4）现存的幼儿园均保留，同时在四个社区（果沙、红旗、白冲、跃进）

及日新村各设一所幼儿园。  

①幼儿园规划布局  

按照人口出生率的分析，近五年内鹤岭镇的人口出生率是处于较为稳定的

水平，考虑到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的影响，带来一段时间内人口较快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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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鹤岭镇全域幼儿园发展趋势，幼儿园逐渐向中心村及镇区开始集中的

同时可以考虑扩大现存幼儿园的建院规模、增加对幼儿教师的投入，镇域目前

只有一所公办幼儿园，未来适当选择区位合适、办学条件较好的幼儿园进行政

府投入，等到幼儿园服务人口难以满足需求时可再考虑新建。到 2035 年现存的

幼儿园均保留，同时在四个社区（果沙、红旗、白冲、跃进）、日新村各设一

所幼儿园。社区幼儿园首先考虑设置在通达性较好的次要道路上，避免主要车

行交通对其安全造成的隐患，同时考虑幼儿园的服务半径（300m）并结合居民

集中居住点进行布置；幼儿园每班人口控制为 20-35 人，使生均占地面积达到

16-18 m2，考虑中心村的规模等级将幼儿园班级数量设为 6 个班、9 个班，城镇

班级规模考虑设置为 6 个班、9 个班、12 个班。到 2035 年实现儿童上学校车接

送全覆盖，保证儿童安全。  

②小学规划布局  

主要是对鹤岭镇镇域内的小学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基层村中对教学建筑质

量不合格、教学水平低、学生人数少的学校进行村庄之间的撤并，合并之后的

选址可考虑小学最佳服务半径（500m），对辐射影响力强的中心村的小学进行

增建，尤其考虑教学配套设备的更新与升级，更加注重学生课外文化与体育锻

炼方面的设施的设置。另外，小学的规划布局要结合村庄迁并整合规划。当前

情况下，原则上 1 中心村 1 小学，对于部分离镇区较近的中心村和两个比较近

的集镇考虑合用小学，实现教育设施的优质配置，同时也能实现资源共享。到

远期逐步将小学集中设置在中心村与镇区，达到标准化的建设要求。本次规划

鹤岭镇共设置小学 18 所。规划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为 25-30m2，中心村设置的小

学的班级规模宜设 12 个班、18 个班、24 个班，镇区小学的班级规模数量为 18

个班、24 个班、30 个班。班级学生控制在 28-35 人之间。  

③初中规划布局  

通过鹤岭镇镇域规模等级的确定，逐步将初中往镇区、社区迁移布点，满

足中学最佳服务半径（1000m）的规定，集合镇区与社区的资源对初中教育进

行重点整合与发展、扩大镇区的对周边社区及乡村的教育资源优势的带动力，

实现镇域教育的优势并带动周边社区与乡村的均衡发展。鹤岭镇共规划 5 所初

中。镇区新建两所中学，保留现有的初中（湘潭市第十八中学、仙女中学、南

谷中学）并适度扩大规模，提升教学水平。初中生均占地面积为 28-30 m2,每班

控制人数在 40-50 人左右，班级规模宜设 18 个班、24 个班、30 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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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高中规划布局  

鹤岭镇目前只有一所中学 (含高中部 )位于镇区，布局比较合理，根据对人

口增长的分析以及高中服务等级与半径的确定，对现有高中进行适当扩建，使

得生均用地规模达 22m2，生均建筑面积达 9 m2，以满足镇域对于高中服务设施

的使用要求。更加主要注重教学质量及特色教育的提升。在师资力量的建设上，

依据湖南省师生配备比进行动态配置，结合新型城镇化的集约高效的原则对中

小学规模进行整合，使得教育资源能高效利用。  

4.5.2  医疗卫生设施  

医疗卫生服务对环境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在布局时应该首先远离中小学校，

并设置在交通便利靠近居住区的位置上。对于镇中心医院、镇卫生院等级的医

疗卫生设施需进行单独的选址与建设。镇中心医院一般确定依照服务全镇居民

的需求进行合理的选择建设，医疗硬件设施与医护人员整体医疗水平处于全镇

的领先。为了体现公共服务设施所要求的公平及效率，镇卫生院的服务人群不

仅是镇区的居民也包括周边的农村居民，可选址布置在中心村与镇区交通联系

的地段，对日常疾病进行防护、医治；中心村设置卫生所尽量布置在与基层村

交通联系边界的地段，主要提供日常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并可以结合疾病

防控与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卫生安全的认知水平；对于基层村卫生室在现阶

段可以考虑就近相邻几个村庄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规

划医疗卫生设施按鹤岭镇确定的＂镇级-中心村级 -基层村级＂三个层级分级布

置。在鹤岭镇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的过程中，应当对湘潭市医疗卫生设施的情况

进行了解，继而分析其对鹤岭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现行的鹤岭镇规范指标

进行适当调整。为完善镇域医疗设施，规划远期农村健康卫生医疗服务设施的

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具体配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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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鹤岭镇镇域医疗设施规划图 

Fig.4.5 Heling Town  Medical Facilities Planning Ma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1）镇区的设置标准按每 5 万人设置 1 所镇级综合医院，按每 3－5 万/

人的标准对设置社区级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每 1－2 万/人布置社区卫生

服务站。到达每 1000 人设置 5 张病床标准，镇区整体规划设置 2 所镇级综合性

医院。（保留并扩建鹤岭镇的湘鹤医院。在西部杜鹃路和青山路交叉口西北规

划综合医院一处。）  

（2）在金侨社区保留原有金侨医院，并在镇区增建卫生防疫站 1 处。  

（3）在社区（金侨、碑头、仙女、尧家）各设置卫生所 1 处，中心村（龙

头岭、双泉、仙女、向阳）各设置卫生室 1 处，按医疗床位数/医生数为 3.0/3.5

设置对这些卫生所及卫生室进行医疗设施配置，规划农村卫生健康覆盖率达到

95%左右，同时鼓励更多村民参与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发挥鹤岭镇现有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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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治疗与保健的健康疗养的影响力，依此为契机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综合利用，

发展医疗保健事业，提升效应。（表 4.7）  

表 4.7 鹤岭镇规划医疗卫生设施一览表 

Tab.4.7 Heling Town Planning Medical and Health Facilities List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服务人口

（万人）  

规划床位

（个）  

规划医生数

（人）  

金侨医院  金侨集镇  4 200 200-300 

鹤岭镇区医院  鹤岭镇镇区  3.32 165 150-200 

鹤岭镇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南）  

鹤岭镇镇区  0.9 45 45 

碑头集镇卫生

服务中心  
碑头集镇  0.45 22 25 

仙女集镇卫生

服务中心  
仙女集镇  0.32 16 20 

小荆村卫生室  龙头岭村  0.13 6 6 

长龙村卫生室  云龙村  0.15 7 8 

稠泉村卫生室  双泉村  0.08 4 5 

白冲村卫生室  仙女村  0.13 6 6 

基层村卫生室  各基层村  0.05 3 4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4.5.3  文化体育设施  

文化体育设施优先考虑布置在居民较为集中居住生活的场所且通达性较

好，这样有利于文体活动的举行。在镇域内的对文体设置进行配置，形成等级

协作的系统，这样有利于活动的分级开展与宣传。优先考虑镇区的文化体育设

施的布置，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的文体需求，结合当地农村发展的新面貌以小规

模多项目的方式进行布置，有利于满足不同规模等级的村民的日常文化与体育

休闲活动的开展。  

鹤岭镇对现状文体设施进行保留，并合理扩大规模。扩充内容，因地制宜，

建立＂镇区级-中心村级-基层村级＂三个等级层次的文体设施的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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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设施  

①镇区结合鹤岭镇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的资源环境，配套布置区域级别的文

化娱乐中心，该中心的项目集酒店住宿、商务会所、演艺游乐等功能，规划镇

级的展览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影剧院等，部分设施功能可以集中设

置，方便居民的使用并形成规模相应。为完善文化娱乐中心的配置体系，按每

5 万人设置 1 处社区文化中心，建设用地面积为 3 公顷，内容结合小型的图书

借阅室、青少年培训、老年人活动室进行综合布置。  

②中心村配置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室等文化设施各 1 处，基层村配置文

化室（含图书室）等简单的文化设施各 1 处，实现文化室（图书室）的电子阅

览功能。 

 图 4.6 鹤岭镇镇域文化设施规划图 

Fig.4.6 Heling Town  Cultural Facilities Planning Ma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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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设施 

在镇区布置一处服务全镇居民的体育活动中心，建设标准的塑胶跑道、足

球场与户外篮球场地等设施，方便附件居民使用的，并开展组织体育竞技互动，

带动全镇居民健身运动，提升日常居民活动。在社区及中心村设置居民运动综

合场馆一处，包括小型球类场地，儿童及老年人健身场地并配置简单的健身运

动产地。对于基层村在考虑规模等级及交通步行范围内进行村庄活动场地的共

享设施，主要配置露天的广场、路灯、健身设施及一两类球类运动设施。 

4.5.4  社会福利设施  

在规划中重点考虑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体系由三个层面组

成：具体分为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同时，规划过程中要考虑需要

帮助的儿童以及残障人士。  

（1）养老设施  

养老设施一般选择在交通可达性好、保证老年人出行使用方便的区位上，

同时注重对周边环境的整治美化。规划至 2035 年，鹤岭镇镇区按每 10-15 万人

设社会福利院一处，每处 5 公顷。结合社区管理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布置社区

福利院。在金侨社区、碑头社区、仙女村各设置  1 处社区敬老院，按 2 张 /百

人配置床位。在各中心村和基层村设置老年活动中心可结合文化设施集中布置，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和健康检查服务。老年服务中心、建设面积不

得小于 60m2。鹤岭镇养老机构床位数要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 5%以上。同时，

要逐步提高居家养老的比重，探索和建立有地域特色的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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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鹤岭镇镇域养老设施规划图 

Fig.4.7 Heling Town Township Old-age Facilities Planning Ma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2）残障人士福利设施  

鹤岭镇规划应设置一处床位数少于在 50-70 之间的张的儿童福利院，福利

院应该配备包括简单的医疗，教育等功能满足儿童的基本活动需求。并对设施

进行无障碍化的处理，考虑结合残疾人托养中心进行布置，实现福利设施资源

的优化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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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鹤岭镇镇区公共服务设施示意图  

Fig.4.8 Schematic diagram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Heling Township 

资料来源:导师团队提供  

4.5 本章小结  

本章以新型城镇化理论为前提，通过对工服务的配置体系、配置类型及配

置标准进行探索与总结，以人口规模为基础，全面掌握鹤岭镇对公服设施的具

体化的配置需求，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及社会福利等四大类公服设施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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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策略 

从前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问题进行阐述并

对及原因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与总结可以看出，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情

况与新型城镇化对其的新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改善这种现象、

在第四章节对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了一定的配置研究，但如何突破

以鹤岭镇为代表的乡镇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瓶颈从而达到公平、高效、可持续的

发展要求是本章节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目地。  

5.1  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目标及原则 

5.1.1  优化目标  

（1）居民在新型城镇下对的公共服务新的需求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以此为原则，以全体居民为对象，设施的

优化需满足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居民对公服设施日常使用提出的新的需求，要

求所有居民在公共服务设施使用过程与结果公平，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提升

居民的生活品质。   

（2）实现公共服务设施优质全覆盖   

打破目前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的局限，改善公共设施整体使用的环境，提

高整体配置的质量，并进行合理的等级规模的确定，做到分级配置下的全覆盖

的体系，并集约高效，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品质。  

5.1.2  优化原则  

（1）社会正义原则   

对使用人群均进行平等公正的服务，对所处不同区域环境的居民的需求做

到无差别化地对待，考虑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真正做到人人

平等地使用公共服务设施，体现出社会地正义与公平。  

（2）分级配置原则   

不同层级下居民的使用需求不同，不同层级部门配置目标与标准存在级别

化的不同，发挥不同的层级的资源优势，在区域范围内针对不同的层级部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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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分级的配置原则进行配置优化。  

（3）资源共享原则   

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环境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集约高效的配置，服务人群

或自身提供的服务相近的公服设施可考虑结合布置，减少对同一资源的过度重

复投入，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实现公共设施配置的资源共享。  

（4）因地制宜原则   

结合城镇当地发展的现状，挖掘其内涵与特色，因地制宜地进行公服设施

的优化配建方案，正视在公共服务配置中一刀切地错误对待，实行差别化地配

置政策。  

5.2  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策略 

5.2.1  推进镇区、中心村与基层村的一体化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建设水

平，要求鹤岭镇在基础教育设施方面应做到教学设备配比一致、就学环境一致、

教学水平一致等。对于鹤岭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小学，可定期安排镇区教师到

村小学进行教学交流活动，在固定时间内驻村地进行教学安排，合理地对其实

行补助政策，村小学教师定期到镇区的教学培训活动；实现教育设施在镇域范

围的教育共享的现代化建设。基本医疗设施应做到就医、设备规模无差别配置

等。基本文化设施和基本体育设施要做到服务对象、人均规模同条件配比等。  

（1）确定城镇的规模与等级  

一体化建设不是要求镇域整体全部参考统一的标准，一刀切地进行建设而

是要求鹤岭镇依据自身确定的规模等级，按照不同层级职能下对目标的确定建

立相对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首先加大对鹤岭镇镇区的设施配置，完善

并提高既有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以适应鹤岭镇城镇发展的公平并且高效的要

求，扩大镇区设施对周边社区及乡村的辐射影响力。提高鹤岭镇中心村的公共

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保障基层村使用公服设施的权力，保障整体镇域公共服

务设施均衡化发展，适时缩小鹤岭镇基层村、中心村与镇区三者之间的公共服

务设施供应水平的差距，从而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2）改善镇区设施配建水平   

镇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桥梁，其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直接影响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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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承载力。在城镇化已然进入新型城镇化的阶段，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时

开始对其他方面的价值进行追求，随着而来地是对公共服务品质地追求，因此，

为了实现区域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首先是镇区需要全面提升公服设施配置水

平，以满足更高的价值追求  。  

5.2.2  坚持因地制宜，构建弹性配置标准  

（1）因地制宜，凸显自身优势资源  

在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的基础上，结合乡镇自身环境特色发挥资

源优势，加大对公共服务设施地投入与配置。充分发挥自身环境资源优势。鹤

岭镇有较好的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历史景观，根据鹤岭镇人口规模发展趋势，

适当地增加文化设施、教育设施、体育设施等，丰富其设施种类，在优化既有

设施条件的基础上新建能彰显鹤岭镇特色的公共服务设施。  

（2）弹性的配置标准  

完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关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形成具有一定

法律效力的条文条款，在此基础上确保公服设施配置过程中地动态性发展。依

据鹤岭镇发展方向和产业职能的需求，合理确定配置内容，针对不同居民差异

性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种类进行划分；依据人口分布及人口规模等相确定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的可选择的范围区间，使其配套建设兼具确定性与灵活性。    

5.2.3  科学规划、资源优化共享  

遵循分级分层的区域性分配模式的同时，调整村镇规划布局，优化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置；改善交通条件，合理有效地规划公交路线与站点设置及绿色出

行设施，实现人口有序无差别化地合理迁移：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全翼的公平化

与均等化。   

（1）科学规划村镇布局  

根据上位规划制定的发展方向，以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为基本前提，科学

规划鹤岭镇的镇村布局，撤并分布较散、人口规模不足的自然村，这样有利于

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配置和高效管理。基于自身的原因，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

其发展方向和路径。  

（2）加强交通联系，扩大服务范围   

良好的交通条件是乡镇居民便捷、高效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先决条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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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居民点到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交通联系，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扩大公共服务

设施的服务影响范围。   

（3）整合资源，优化共享   

充分利用既有设施资源，提高已建公服设施的使用效率。优化设施共享机

制，对于鹤岭镇已经建设的学校的体育场馆，采用实名认证打卡入馆模式，控

制和识别外来人员，提高校园环境安全质量。另外，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等文体

需求较多的时间段，可以适时集中和延长文化设施、体育场馆等对外开放时间，

优化镇域资源，实行共享。  

5.2.4  多元化供给对策  

根据居民对乡镇公共服务设施差异化的需求，且存在迫切程度不一致的情

况，应结合鹤岭镇的财政情况，合理制定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时的先后顺序。优

先配置与民生紧密联系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布置成本相对较低紧贴居民生活、

能促进鹤岭镇生产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居民人口数量的增加量决定设施

配建的数量。鹤岭镇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的配置的内容中可以

优先配置幼儿园、小学、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规模相对较小但成本低

产出比较高的公共服务设施。在设施配置时对成本进行合理控制，灵活安排建

设时序。   

（1）优化供给分工，明确各方主体责权   

针对多元化的供给模式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认清在该模式下的供给的渠

道以及对配置内容的分配，市场与政府兼顾，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市场的准

入门槛，并在此前提下对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建项目进行具体分配，依据各

项服务设施的公共程度与经营程度所占的比重吸引不同的供给主体的投入。   

（2）健全奖励机制，吸引市场资本  

建立多元化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使市场在作为供给主体的

时候有利可得，增加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提高

政府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额度与比重。  

鹤岭镇政府可考虑将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等服务领域涉及的部分内容

向市场开放（如加强政府部门对私立学校的投入补助与管理），可减少政府财

政压力，通过引入市场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扩大供给主体，建立多元化的供给

机制，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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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管理监督与网络信息  

公共服务设施的监管应该是面向社会全体的，而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责任，

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监督管理，实行的是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

的供给主体，更多的是使用公服设施的全体的居民。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

信息的及时反馈，加强政府部门与居民的沟通，相互了解，信息平台的构建显

得尤为重要。   

（1）转变监管机制，维护信息透明模式   

搭建公共服务设施反馈的信息平台，建立方便而统一的公众需求反馈网站。

人们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信息反馈直接透明，政府部门能直接对此进行处理，

提高了政府处理公服设施反馈意见的效率，确保了反馈信息的真实可靠。   

（2）更新设施内容，适应信息化社会   

在信息平台上，有效的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反馈意见进行收集，建立公共服

务设施的整体区域性的信息网络，对信息网络及时反馈，合理地及时更新设施

配建内容和服务内容，实现乡镇公共服务设施信息系统化地收集、受理、反馈，

修建现代化建设框架，吸引更多乡镇居民对公服设施产生关注，提高乡镇公共

服务设施的利用率，同时也吸引更多市场资本投入到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中。  

5.3  本章小结  

本章在对鹤岭镇的公服设施进行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得出布局应当遵

循的目标与原则；以新型城镇化为出发点从镇域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及弹性

标准、科学规划及资源共享、多元化供给对策、构建网络信息监督服务平台五

个方面提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优化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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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大量涉及新型城镇化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理论进行研究，总结了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提出的有关公平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的相关要求，并对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展开较为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现状

调研的基础上，阐述了鹤岭镇及其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的问题；探析了鹤岭镇公

共服务设施问题背后存在的原因；综合确定各层级公服配置标准和新背景下公

共服务设施面临的新要求，对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置研究；并最终总

结提出了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对策。  

6.1  主要结论  

（1）阐述了鹤岭镇及其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特点：   

本文对鹤岭镇的现状概况、人口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对鹤岭镇公共服务

设施的现状概况、配置模式等进行了解，并对现有政策，面临的机遇等对鹤岭

镇进行综合分析，明确镇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达成的目标与之相配套地公共服

务设施发展建设的目标。   

（2）总结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面临的新要求：   

①公平性要求：居民在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的全过程做到公平对待。  

②有效性要求：公服设施在配置与运营的整体过程集约高效。  

③可持续性要求：建立健全公服设施的供给机制，完善管理体制，做到可

持续性地发展建设。  

（3）探析了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①建设公平性有待提升：资源配置与城镇体系不匹配、空间布局与人口分

布难契合、同质需求与设施服务存差异。   

②配置有效性仍需加强：配置水平与规划指标值有差距、投资规模与居民

满意度有出入、配置总量与设施使用率不一致。 供给可持续性亟待改善：规划

编制与管理体制存缺口、投资供给与持续发展有分歧、设施配置与发展需求未

接轨。  

（4）结合各层级公服配置标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鹤岭镇配置新的需求对

鹤岭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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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性地提出了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要求下的鹤岭镇公共服务设施优

化策略：  

①推动镇域一体化建设，综合考虑并确定鹤岭镇职能规模的定位与等级：

对镇区的现状进行改善并加强镇区建设情况，进一步地提升镇区在镇域所处范

围内的资源优势，一定程度地对中心村及基层村庄设施配套服务建设的水平进

行提升；实现镇域一体化发展。  

②因地制宜、弹性配置标准，坚持以因地制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出发点：

发挥并扩大鹤岭镇自身优势资源，在对国家及地方的规范总结归纳的基础上、

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建立合理适宜鹤岭镇自身规模等级的配置标准，。   

③科学规划、资源优化共享，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规模：把握新

型城镇化下公共服务设施地发展方向；科学合理地对村镇体系进行布局；加强

镇村之间的空间区位与交通联系，并适度地扩大服务规模实现镇村、村村之间

的资源优化共享。   

④供给对策方面，协调多元化的供给主体：有效地对建设项目进行调整与

设置，降低对公共服务设施盲目地扩大投入；优化供给分工合作机制；健全奖

励机制与惩罚措施，对市场及私人资本吸引力增加投入增多。  

⑤管理监督方面，促进居民积极参与：转变监管机制，维护信息透明模式；

提高居民参与意识；更新设施内容，适应现代发展趋势。  

6.1  研究不足与展望  

严格来说，本文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构思阶段。虽然总结了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对公共服务设施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并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对要求进行具体化

地描述，以其能够整理出可指导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意见，但公共服务设施的

配置不仅仅只是指标上的确定，它涉及的内容甚广，且处在受区域差异化影响

而不断进行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将无法随意更改的规定与可控制的引

导相结合，弹性布局，以鹤岭镇这一具体事例并不足以说明全部的问题，还需

要后续不断地研究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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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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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发表的论文  

[1] 第一作者 . 《论建筑》与《闲情偶寄》美学思想探析 [J]. 福建质量报告 , 

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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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鹤岭镇调研说明 

调查问卷  

一、日常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  

1、  您家中是否有小孩（高中及以下）在本镇就学？ 

A 有     B 没有     如有，请在下列表格中进行填选。 

子女

年龄 

就读 

学校 

上学 

地点 

上学 

方式 
回家频率 

交通 

方式 

单程 

时间 

离家 

距离 

 A.幼儿

园 

B.小学 

C.初中 

D.高中 

A.本村 

B.镇区 

C.市区 

D.其他 

A.自己 

B.家长

接送 

C.住校 

A.每日/次 

B.每周/次 

C.每月/次 

D.>每月/

次 

A.步行 

B.自行

车或电

动车 

C.公交

车 

D.校车 

E.私家

车 

A.<15 分

钟 

B.15-30

分钟 

C.30-45

分钟 

D.45-60

分钟 

E.60 分

钟以上 

A.500 米 

B.1 公里

以内 

C.3 公里

以内 

D.5 公里

以内 

E.10 公

里以内 

F．20 公

里以内 

 

 

2、您认为本镇的学校急需改善的是哪方面？（多选 2 个） 

A.减少班级规模  

B.教育设施改善  

C.提高教师质量  

D.降低就学成本  

E.增加学校数量，缩短上学距离  

F.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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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小病一般前往哪里就医？ 

A.私人诊所 

B.村卫生室 

C.乡镇卫生室院  

D.镇中心医院 

E.市区医院  

F.省级医院 

 

4、如出现大病一般前往哪里就医？ 

A.私人诊所 

B.村卫生室 

C.乡镇卫生室院  

D.镇中心医院 

E.市区医院  

F.省级医院/省外医院 

 

5、您认为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医院）急需改善的是哪个方面？（多选 2 个） 

 

A.改善周边环境 

B.更新设备 

C.提升医生水平  

D.降低就医成本 

E.增加布点 

F.延长服务时间 

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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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是否使用过公共文化设施？ 

A 有     B 没有     如有，请在下列表格中进行填选。 

使用项目 

每年光顾下列公共文化场馆的次数 

从未（0

次） 

偶 尔 

(1-5次) 

一般（6-15

次） 

经常（16

次以上） 

A.市区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

陈列馆、图书馆 

    

B.镇区图书馆     

C.镇区档案馆     

D.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文化

活动室 

    

     

7、您对下列公共文化场馆的满意程度？ 

选项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满意 

A.镇区图书馆     

B.镇区档案馆     

C.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文化

活动室 

    

     

 

8、您希望增设或加强那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多选 2 个) 

A.美术馆、科技馆 

B.纪念馆、陈列馆 

C.图书馆 

D.文化馆、群艺馆 

E.艺术厅 

F.网络上的免费文化资源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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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文化艺术培训活动 

H.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文化活动室 

I.电影放映车/其他 

 

9、您希望增设那些公共文化活动？(多选 2 个) 

A.免费文化艺术演出 

B.文化艺术展览 

C.文化节庆、仪式活动 

D.文化艺术免费培训、普及 

E.其他 

 

10、阻碍您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 2 个) 

A.工作、学习繁忙，没时间精力 

B.没兴趣 

C.不够实用 

D.距离太远或交通不便 

E.宣传不够，对它们不够了解 

F.免费程度不高 

G.水平档次偏低 

H.设施不够舒适或人性化 

I.其他 

 

11、您是否使用过公共体育设施？ 

A 有     B 没有     如有，请在下列表格中进行填选。 

使用项目 
每月使用下列公共体育设施的次数 

从未（0

次） 

偶尔（1-5

次） 

一般（6-15

次） 

经常（16

次以上） 

A.学校体育场     

B.社区周边健身设施     

C.村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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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对下列公共体育设施服务的满意程度？ 

选项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满意 

A.您对本地公共体育设施服务的

总体评价 

    

B.您对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

的评价 

    

C.您对全面健身服务的评价     

     

 

13、阻碍您使用公共体育设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 2 个) 

A.工作、学习繁忙，没时间精力 

B.没兴趣 

C.距离太远或交通不便 

D.设施配置不足、设备陈旧 

E.其他 

 

14、您对残障人士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 

选项 
不满

意 
一般 

比较

满意 
满意 

没听说

/没使

用过 

A.您对本地残障人士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的总体评价 

     

B.您对残障人士服务设施建设的评价      

C.您对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评价      

D.您对残障人士文化设施服务的评价      

E.您对残障人士体育健身设施服务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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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觉得镇上养老设施需要改进的方面？ 

A.老年社会福利院 

B.老年人活动中心（室） 

C.老年公寓 

D.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E.村级护老院 

F.室外老年人健身器材及活动场地 

 

16、您觉得镇上最需要改进的公共服务设施？(多选 2 个) 

A.教育（中小学） 

B.医疗卫生 

C.文化(图书馆/图书所/文化馆等) 

D.娱乐、休闲游憩 

E.体育健身 

F.养老服务 

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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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满意度评价  

 

 

类型 设施 不满意 一般 较满意 满意 

说不清楚 

仅偶尔

使用 

听说过

未使用 

没听

说过 

 

 

 

 

教育 

幼儿园

（村/镇

区） 

       

小学（村/

镇区） 

       

初中        

高中        

 

 

卫生 

医院        

镇卫生院        

村卫生所        

 

文化 

乡文化站        

村文化室        

农家书屋        

社会福

利 

镇养老院        

 

体育健

身 

镇体育健

身场所 

       

村居健身

点 

       

休憩设

施 

广场（村/

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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