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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陕南避灾扶贫搬迁移民工程是我国近60年来最

大的移民工程，是陕南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着力

点。安康作为避灾移民搬迁工作的发源地、决策地

和推进地，加强对安康移民搬迁规划建设工作的问

题及对策分析，有利于促进安康避灾扶贫搬迁安置

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对陕南高质高效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已有研究对陕南移民

搬迁的资金来源、社会排斥、生计等问题进行系统

视角、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的研究，但对陕

南移民搬迁规划建设过程缺乏基于建设规划和工程

建设方面的实践分析和理论总结。毫无疑问，特别

是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社区建设规划和工程质量控制

新型城镇化下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建设问题

张静晓1，石昌林2，田曙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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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安康为对象，以规划编制、规划审查与项目审批、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为重点，对陕南新

型城镇化的移民搬迁工程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存在质量监管介入不够、规划深度不够、多规融合缺乏等

问题，需要高质高效编制移民搬迁系列规划；强化规划审批和主动跟踪管理；加强生态保护，加大跨区

搬迁；以合同为中心规范招投标，确保新型城镇化下移民搬迁规划建设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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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和规范开展，是该项工程健康有序推进的根

本，也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安居”命题的核

心所在。陕南三市地理风貌相近，移民搬迁工程同

步推进。为此，本研究以安康为例，从规划建设角

度，以安置规划编制、规划审查与项目审批、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为重点环节，透析陕南移民搬迁规划

建设过程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一、移民搬迁工程规划建设现状

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的规划布局和社区建设

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质灾害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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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自然灾害威胁，科学确定搬迁安置区域的功

能及布局，有效配置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改善搬迁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安康为例，目前，其社区

布局、规划审查和建设情况如下：

1. 移民安置社区布局情况。根据《陕南地区移

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年）》及《安康市

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年）》的要求，

到2020年，安康全面完成总体规划的22.6万户88万

人移民搬迁安置任务。2011年5月安康正式启动避灾

移民搬迁工程，已如期完成了年度搬迁安置任务，

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搬

迁安置了7.5万户28.6万人，约占10年搬迁总任务的

34%，直接投资超过100亿元，最大限度减少了暴

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威胁，农民生存安全有了保障，

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

高。

2. 移民安置点规划审查情况。移民安置社区规

划方案实行分级技术审查：安置户数100户以下的移

民搬迁安置社区376个，通过县区技术审查225个，

技术评审率为60%；安置户数100～400户的安置社区

228 个，通过市级技术审查32个，审查率为14.04%；

安置户数400户以上的移民安置社区67个，通过省住

建厅技术审查 15 个，审查率为11.94% 。

目前，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已经采取一

系列措施强化工程质量监管。通过明确建设单位、

勘察设计图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程质

量监督单位五方责任，规范了基本建设程序，强化

了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督管理，400

户以上的安置社区建设基本满足工程质

量监管的规范化要求。以安康为例，部

分县区以奖代补，解决避灾扶贫安置规

划编制资金短缺问题，即规划方案获县

区政府批准后，经县区住建、扶贫、发

改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将规划编制资金

补助到位。

二、移民搬迁工程存在的
主要问题

陕 西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发 展 是 以 推 进

人的城镇化为核心，陕南避灾移民搬迁

要与新型城镇建设紧密结合，须以人为

本，不仅要实现搬迁农民空间上的流动，更要重视

搬迁群众社会身份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特别是

在移民安置点规划编制中，提高规划参与度，完善

功能设计，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做好配

套规划和建设工作。不容忽视的是，陕南移民搬迁

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安康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规

划建设普遍存在安置社区的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滞

后于项目建设，规划成果未达到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规范和要求，部分施工现场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等问

题。

规划编制方面。一是县域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安

置社区布局规划未全面完成，系统规划编制缺失。

1/3的县区完成规划并通过了省市两级的技术审查，

1/3的县区完成了方案初稿，1/3的县区仅仅完成设计

委托。移民搬迁布局规划和安置规划与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存在很大缺失。二是相

当部分安置社区规划缺乏严谨的地质灾害评估和防

洪成果，对规划编制的前置要件和运用不够规范。

三是部分安置社区的设计单位无规划资质，或规划

成果没有加盖资质证章，没有法定效力。四是部分

安置社区规划编制不规范、标准低，规划设计内容

缺项多，深度不够。如部分县区项目文本资料基本

完整率不足20%；部分安置社区规划水平低，不能满

足国家强制性规范安全间距要求，住宅楼建筑间间

距仅4米。五是部分安置社区存在重大调整并重新修

编的问题。如某些社区规划，从低层规划调整到多

表1   2013年安康移民安置点规划审查情况

县名
安置社区

总数
100-400户

市级技术

审查

400户

以上

省级技术

审查

汉滨 91 43 5 21 4

汉阴 60 23 - 9 3

石泉 50 4 4 5 5

宁陕 25 6 1 - -

紫阳 115 24 10 - -

岚皋 78 19 - 4 -

平利 75 41 9 5 -

镇坪 36 17 - - -

旬阳 92 20 3 8 3

白河 47 35 - 12 -

合计 671 228 32 6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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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小高层建筑布局，规模发生重大变化，原约350

户，增加到920户，增长163%，几乎是新做规划。

规划审查方面。一是大部分社区的规划审查和

审批手续不完善，个别县存在没有一个报市技术审

查安置规划项目现象。二是大部分社区的项目建设

程序不规范。移民搬迁安置社区项目招投标工作不

规范，部分县邀请招标太多，具有招标手续的不超

过15%；个别县相当部分安置社区无《建设项目选

址意见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而却持

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严重违反了建设项目报建程序。

在质量安全方面。质量安全隐患大，“9县1

区”安置社区建设绝大部分未通过招投标，各县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未将这些项目施工纳入安

全监管范畴。大多数工程项目均由不具备建筑施工

资质的农民施工队承建，普遍存在外架搭设不规

范，临边、洞口、楼梯等部位安全防护不到位，施

工用电不符合要求，施工现场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

搅拌机和葫芦吊，施工人员高空作业未系安全带和

戴安全帽，大于30公分的预留洞口未做预制过梁等

共性问题。

三、提升移民搬迁工程规划建设水平对策

陕南移民搬迁的规划建设问题，主要在于是否

强化规划编制的系统性、规划审核的及时性、规划

执行的刚性与工程监管的介入性等，基于此，本文

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一是高质高效地编制移民搬迁系列规划。陕

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规划必须从系统角度进行系列

编制，确保各种规划的协同实施。大规模移民搬迁

需要“规划先行”，把移民搬迁与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安置点尽量布局在县

城、集镇、园区周边，同步考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社会保障等，实现移民搬迁与推进城镇化相互

促进；鼓励搬迁农民自愿流转山林、土地经营权，

实现移民搬迁与农业产业化相互促进。通过编制高

质量科学的移民搬迁系列规划，使移民搬迁与国家

区域发展规划、陕南循环发展战略同步实施，以有

利于加快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步伐，有利于推动城

乡协调发展。地方政府应酬严格按照《城乡规划

法》、《安康市移民搬迁建设规划技术规定（试

行）》和《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公共设施建设标准》

规范的要求进行规划编制。

二是强化规划审批和主动管理意识。地方政

府应加强技术审查“一站式”服务，将安置社区地

质灾害评估和防洪防灾作为规划编制和审定的前置

条件。加强对安置社区布局规划和安置社区建设规

划的技术评审与报审工作，对安置社区建设项目按

法律规定发放项目“一书两证”，做到项目规划实

施方案、批复文件、开工报告、审计报告、施工记

录、经济责任合同等资料齐全，达到县乡有档、村

有册、户有表，切实发挥安置规划的引领作用。

三是加强生态保护，关注土地与人口承载力，

加大跨区搬迁。在移民搬迁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好

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人口集聚与环境承载、生产

生活与产业支撑、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特别是要注意基本农田和林地资源保护，开山

改河要慎之又慎；要解决好安置点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污水排放和环境美化问题，提高城镇化质量及

品质。安康市比较开阔的平地只有安康城区、汉阴

县城和平利县城，其他县城则建在坡上或者山沟

里。在耕地红线不动摇、项目用地逐年增、产业用

地需求多等多重压力下，安康移民工程的土地瓶颈

制约更加凸显。部分山区群众尽管已经住进移民新

区，但一些地方的移民安置点因规划土地有限，难

以开发致富产业。此外，如果移民工程规划不到

位、实施不当，可能造成灾害转移或搬家，产生新

的生态、环境、灾害问题，要积极探索新安置方

式，持续推进“飞地经济”园区等跨地区移民搬

迁。

四是强化规划动作刚性到位。首先要严格基本

建设程序和技术审查程序，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布

局规划在审批前，应由市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进行技术审查，规划在批准后30日内，报省住建厅

备案。安置户数在100户以下的建设规划，由各县城

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审查。安置户数在100

户以上400户以下的建设规划，由市城乡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技术审查。安置户数在400户以上的建

设规划应以县为单位，报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进行初审后，报送省住建厅进行技术审查。其次，

刚性落实经省市县技术审查的移民搬迁规划。移民

搬迁集中安置点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有严格的规划

编制标准，布局规划要对县区范围内移民搬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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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户数、类型等进行分类，每个移民搬迁安置点

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安置人口、户数、配套的

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估算、建设时序等均应按照报

批规划刚性执行。

五是以合同为中心规范招投标过程，严格执行

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确保避

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质量。要围绕工程质量低劣问

题，解剖典型案件，查找当前工程质量监管的薄弱

环节和漏洞，落实完善工程安全质量保障机制。同

时，应加大建筑安全的介入工作，强化工程质量安

全属地管理意识，或抽调专业人员成立机构，增加

质量监管队伍力量，专门负责避灾扶贫搬迁安置社

区建设中的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避灾移民安置社区

质量监管全覆盖。采用网格化工程质量管理，建立

实行县、乡、村三级包抓责任制，分解量化任务，

层层落实责任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有搬迁任务的

村选派群众代表为质量监督员，协助监督工程质

量，移民搬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对工程

质量严格把关。

四、结 语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高质高效科学的移民社

区规划建设是陕南移民搬迁工程的基石，是陕南移

民搬迁工程政策实现的前置要件。本文以安康为

例，从规划建设角度深入分析陕南移民搬迁建设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对策，对陕南三市

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陕南移民搬迁要“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解决移民的安居乐业。从

更深层次的角度讲，陕南移民搬迁是中国传统村落

解体再聚合的过程，需要运用社会学原理对陕南移

民搬迁工程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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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People in shaannan is the important kind of project conservancy resettlement, which is also the key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its new urbanization. Taking the Ankang resettlement community as an object to analysis the current problem for shaannan new urbanization, 

which takes planning, project planning review-approval,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as the key point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not enough existence of quality control, lack of deep planning, short of integration planning.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five countermeasures: high-quality, efficient preparation of migration series planning; strengthening county planning approval 

and active tracking management; planning process, strength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creasing cross-relocation; guarantee planning movement 

accurately and rigidity; contracting as the center of the bidding specifications, to ensure the relocation plan carry out in order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steadily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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