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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有效的城乡规划有利于地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和谐稳定的环境建设。为实现农业强、
美丽农村、农民富裕,全面实现城乡现代化目标,美丽乡村规划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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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s conduciv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cal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a strong
agriculture, beautiful rural areas, and affluent farmers, and fully realize the goal of urb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planning of beautiful rural areas is im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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