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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 

1、政策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理念，明确美丽乡村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建设。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围绕实施乡村战略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新时代“三农”

工作总抓手，以加快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任务，以创建农产品优质安全示范区为农业改革的主要载体，统筹推进农村

经济建设、整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高质量的农村现代化和高标准的乡村治理体系现

代化建设，努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发展，绿色发展。 

《渭南市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结合渭南城镇体系发展轴带，注重村庄建设与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衔接，充分利用秦岭北麓、渭河平原和渭北台塬地貌特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2、村庄发展背景 

马湖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东北25公里处，地处三县交汇地带。村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村庄发展具有

很大优势。 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编制马湖村村庄建设规划，体现马湖村的地方特色，拉动经济发展、加强城镇管理，改善村容村貌，提高文化

品位；塑造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绿色田园美丽村庄建设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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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现状解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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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位条件 

蒲城县地处陕西关中东部渭河平原东北隅，

渭南市中部。东与澄城、大荔两县相邻，西与富

平、铜川市接壤，南和临渭区相连，北与白水相

依。东西长52.8公里，南北宽47.0公里，总面积

1583.5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8万亩。 

马湖村 

马湖村在蒲城县的区位 

马湖村在洛滨镇的区位 

洛滨镇位于蒲城县城东北25公里处，东与澄城县交道镇接壤，南与椿林镇、孙镇相连，

西与白水县西固镇为邻，北与澄城县尧头镇；镇域东西长16公里，南北宽18.5公里，总面

积119.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8万亩。 

    马湖村位于渭南市蒲城县洛滨镇镇政府驻地，东与永富村接壤，南与孙镇蟠龙村毗邻，

北与洛西村相邻，北邻前洼村。村域总面积11.9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5500亩。马师

路从村庄中部横贯东西，蔡龙路自镇区中部纵贯南北，两条道路形成村域对外的“十”字交

通主骨架，村庄所在区域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马湖村在渭南市的区位 

马湖村 

  

马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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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村庄概况 

1.2.1 人口概况 

马湖村下辖马庄、刘家、马家、冀家四大片区，23个村民小组，村庄

现状共1038户，4012人。 

其中马庄片区235户，900人； 

       刘家片区255户，1000人； 

       马家片区323户，1212人； 

        冀家片区225户，900人。 

1.2.2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洛滨镇海拔550—700米，镇域地形自西向东呈阶梯状倾斜，西南高东

北低，西部地势较为平坦，东部洛河自北向南流经全镇，洛河两侧皆为沟坡

地带。 

马湖村村庄内部地形基本平坦。 

2、气候水文 

马湖村所在洛滨镇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日照2370小时，年

平均气温13.3℃，平均日温差10.8—13.1℃，年降雨量533毫米。 

村庄居民点分布图 

冀家片区 
马家片区 

刘家片区 

马庄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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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产业经济 

村庄现状产业以粮食种植为主，主要为小麦和玉米。村域内还分布苹果、梨、葡萄等，近年来新发展部分食用菌香菇种植基地。 

近几年，村两委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土地流转建设香菇食用菌种植基地一处，同时发展集体经营产业金银花以及香椿种植业，农业产

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渭南市蒲城县洛滨镇马湖村村庄规划 

1.2.4 村庄特色 

村域范围内分布有文物古迹及古树名木多处，现存古树名木有东岭村东南的古槐树

及马家村村南的古皂角树，文物古迹有马庄村北500米的姚氏家族墓、马家村南300米的

马家村土塔址及马家堡址等。 

村庄历史文化悠久 

历史文物古迹众多 

自然环境资源丰富 

特色产业资源聚集 

古槐树 

古皂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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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1 用地现状 

马湖村村域面积约1197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000公顷，农林耕地

面积15500亩。村庄下辖四大居住片区，各自然村组之间较为分散，建设用

地相对比较规整。村域内非建设用地以耕地、林地、自然沟壑及其他未利用

地为主。 

建设用地主要为镇村建设用地，其他非镇村建设用地为对外交通设施

用地、村域范为内的小型企业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主要为村民住宅用地、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委会、

卫生室、图书室等）、村庄商业服务业用地（沿马师公路、蔡龙公路两侧）、

村庄生产仓储用地、村庄基础设施用地（道路、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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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2 建筑现状 

一
类
建
筑 

二
类
建
筑 

三
类
建
筑 

规划将现状建筑按照建设年代，建筑材料及设计水

平划分为一、二、三类。 

一类建筑：新建砖混结构，应予以保留。 

二类建筑：整修过的砖混或砖木结构，应予以整治

改造。 

三类建筑：土坯建筑及具有关中传统建筑特色的，

要保持原有的建筑风貌，对于危房及简易建筑，原则进

行拆除。 

马湖村现状村民住宅建筑以新式砖混结构关中民居

建筑为主。大部分建筑为新建砖混结构。总体建筑质量

较好，极少数建筑年久失修，破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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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3 建筑风貌现状 

新
式
平
房
建
筑 

旧
式
瓦
房
建
筑 

村庄建筑风貌多为砖瓦平房建筑。建筑以灰顶、白瓷贴面为主，门楼、屋檐、屋角等处点缀有红色元素（尤其在新建建筑中较为明显）。 

新建多为平屋顶，少数保有坡屋顶，旧宅多为坡、平结合的屋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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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4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公共管理设施有：村委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 

商业服务设施：沿马师公路及蔡龙公路两侧分布，餐饮、零售、杂货等商业店铺； 

文化设施：党员活动室、图书室、活动广场分别位于各个自然村组； 

幼儿园：村庄内目前有幼儿园，基本满足村庄幼儿上学需要； 

医疗设施：有镇卫生室和村卫生室，规模较小，医疗设施简陋，大多村民选择去县城就医看病； 

活动广场：各自然村组均有活动广场及小型健身器材，存在下列问题：（1）景观绿化缺乏，现状没有绿

植；（2）功能布局零散；（3）景观要素不突出。 

 

零 
售 
商 
业 

村
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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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
专
业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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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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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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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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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5 基础设施现状 

道路：现状村内水泥道路，存在部分断头路，巷道路面质量一般。 

给水：村庄现状水源来自韩河供水站，村庄自来水覆盖率达到100%。 

排水：现状除镇区主要道路两侧有排水设施外，其余村庄内巷道均没有排水设施，雨污

水均以路面散排的形式排 入村庄周边的田地或低洼地带。 

电力：村庄内现有变压器9台，居民用电入户率100% 以上。 

电信： 电信线路已架设，每个巷道留有接口，但线路凌乱。 

凌乱的架空电线 

未做排水巷道，污水直接排放到路面 

部分巷道单侧有简单排水 垃圾随意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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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村庄建设现状 

1.3.6 绿化景观现状 

现状村庄内部分巷道已进行绿化，但绿化树种杂乱，缺乏统一规划，绿化

不成体系，总体来讲现状未能将村庄内部的公共开敞空间合理有效利用，村庄

整体缺乏公共绿化广场。 

1.3.7 环卫设施现状 

村庄内没有统一的垃圾收集处理设施，除镇区目前有垃圾收集箱外，其余

村庄存在垃圾杂物乱堆乱放现象，植物木材仍然是村民们的主要燃料，在门前

及巷道内随意堆放，严重影响村庄环境卫生，村庄内急需改善环卫设施现状。 

 

巷
道
绿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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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现状存在问题 

 

1、产业发展问题（首要解决问题：如何解决传统农业种植无法实现高效经济发展现状？） 

传统农业不足以发展村庄经济导致村庄经济活力缺失，人口流失。 

经济收入：农业生产并没有从马湖村村民的生活中彻底脱离出来，农业耕作仍然是村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农业设施不完善导致效益低下。 

产业布局：农业生产缺乏科学技术和集约化，产值提高慢。 

产业挖掘：马湖村距离蒲城县城较远，地处三县交汇处，产业发展有一定的潜力，但引进技术缓慢滞后。 

2、村庄生态环境问题（本次规划重点：如何解决建筑内部庭院空间无序、外部街巷空间欠缺活力现状，还原村庄原有风貌？） 

村落风貌：建筑无特色，风格较为单一，多数为新建1—2层平房砖混建筑。村庄传统特色风貌和建筑符号逐渐消失。建筑立面形象差，无法体现村庄地域特色。 

公共空间：多数被占用，缺乏绿地及开敞空间。 

环境卫生：整体环境较差，污水无处排放，垃圾随意堆砌。 

3、村庄用地问题（本次规划难点：如何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保障村民安全，实现资源共享？） 

建设用地：没有明确村庄建设控制，布局分散，缺乏有序规划，内部存在闲置地。 

4、基础服务设施问题（本次规划根本：如何完善各项基础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村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文化服务设施匮乏，卫生设施条件差，村民物质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现状村庄布局较分散，公共服务设施等利用率不高。 

生活垃圾收集与排水系统缺失，缺少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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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规划总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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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规划，发展特色产业 
马湖村为洛滨镇政府驻地，距县城约25公里，地处三县交汇处，合理配置农村资源，促进城乡交流，

统筹发展，发挥项目区农业的产业优势，以金银花、香椿种植为主导，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富裕。 

——建立生态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 
马湖村生态资源优越，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基础上，不同程度上进行景观资源整合与调配，共建生态、

人性化的空间格局，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村庄肌理，强化风貌特色 
马湖村现状建筑良好，应延续地域建筑文化特色及关中村落的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适当地改造和

整治环境，营造浓郁的乡风民情特色环境。 

——挖掘地域文化，营造人文气息 
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利用景观、雕塑等形式，树立在村庄的重要节点上，多角度、多层次地展

现马湖村的自然风韵、人文气息、风土人情等地域文化特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求，全面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提高村民生活品质，促进生态

文明和提升群众幸福感。 

2.1 规划目标 

2.1.1 规划指导思想 

2.1.2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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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规划目标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既要美化农村环境，又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美

丽乡村建设需要足够的耐心，坚持不懈地完善地方清洁乡村、生态乡村长效机制。 

通过开展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农村环境、产业、文化、管理、服务，实现净化、绿化、美化、亮化、文化，将农

村打造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让城乡居民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美化环境，完善基础设施 

要把生态农业与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把农村建设成为养生养

老的地方，把田园变为乐园，农房变为客房，农产品变为旅游产品，有效提升农业溢价能力。 

产业生态化，生产清洁化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并不是要摧毁旧的农耕文明，要以改造为主、以新建为辅，尽量

不改变地形地貌、道路水系，不破坏植被，突出农味、土味、原生态味，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传承农耕文化，留住乡愁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留住有形的乡村文化，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把保护传承和

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实现活态传承和经济发展双赢，让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

力和风采。 

传承乡土文化，焕发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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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条件： 

——具备发展现代农业的优势条件； 

发展现状： 

拥有大面积的农田资源。 

 

 

农业产业化： 

——需要发展现代农业； 

——需要新型农民，新型农业和新型农村； 

居民需求： 

——宜人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 

 

 

政策： 

——建设生态文明，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背景： 

——需要现代农业产业，城乡统筹发展区； 

 

    政策与发展背景 

农业产业与居民需求 

          基础条件 

政策要求： 

解决三农发展问题 

产业和居民需求： 

需要新农民、新农业、新农村 

需要新资本、新业态、新组织 

需要基础设施完善和环境优化 

场地发展条件： 

区位交通较好 

足够的发展空间 

有较好的自然景观资源 

2.2 规划定位 

2.2.1 发展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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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定位 

2.2.2 发展定位 

 规划以村庄实际出发，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挖掘村庄文化资源、发挥区位优势。 

将马湖村建设成蒲城县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蒲城县现代设施农业亮点示范村。 

打造生态与人文和谐、环境与景观共融、舒适宜居宜业的设施农业产业发展型美丽乡村。 

全面实现马湖村“村新、景美、业盛、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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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划理念 

做绿色和生态的文章，主打村庄原生文化，突出历史与传承，让乡愁存续人心。 

在规划的各个系统层面重点突出“凸显绿色、共享生态、感受乡情、共谋发展”的理念。 

一、“一体、和谐、共生”： “生产生活一体化、人居田园和谐化、生态景观共生化” 

“生产生活一体化”：对马湖村进行产业植入，结合产业布局进行用地布局。对村庄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整体布局，关联互动。 

“人居田园和谐化”：农村生活不能没有土地，没有田园风光，没有田园生产生活状态。因此，保持马湖村田园式生活状态，对村庄进行适当整合，达到以田为

基地，房在园中的空间格局。 

“生态景观共生化”：摒弃表面化的村容整治方式，避免雷同的村庄风貌，将特色产业生态资源引入村庄，同时对村庄内部环境进行整治，使外围生态资源与内

部景观有机融合，形成独特、不同的景观格局。 

二、以文化和绿色生态做文章 

充分利用村庄所处的优势区位条件，良好的周边自然环境，做足绿色生态文章。 

结合绿化现状和农居分布，将其梳理成组团式布局，在结构方面体现“凸显绿色，共享生态”的理念，将“感受乡情，共谋发展”体现在规划布局和建筑整治的

原则中。 

三、以改善村民生活环境，规范村庄建设为规划出发点 

规划以周边田园风光、村庄绿化作为大背景，以村庄的中心广场作为景观中心，围绕村部建设相关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形成村庄公共服务中心，以道路为基本

构架，总体形成全村的空间景观秩序。为村民营造一个生活便利，充满和谐生活氛围和优美生态环境为一体的村庄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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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规划思路 

马湖村村村庄空间规划应以整治为主，因此，在规划理念的指引下。 

本次规划本着“延续—整合—提升—激活”的思路进行村庄空间全方位整

治。 

（1）延续村庄肌理，确定基本骨架 

空间肌理浓缩了马湖村发展的脉络。空间整治应首先分析原有村庄肌理特点，并进行挖

掘整理，这样才能在新的空间融入时达到和谐统一。 

（2）整合新旧院落，融合主体空间 

院落式村庄空间的基本单元。村庄院落组合整治主要分原有形式较好院落的改造提升以

及新建院落衔接统一。 

（3）提升空间品质，打造田院共融 

环境品质的提升是村庄空间整治的关键，空间品质的改善体现在两方面，村内环境改善

以及和周边田院风貌的协调统一。马湖村村内与外围自然景观资源应整体考虑，通过田院共

融，实现绿脉相连，田园渗透，内外交融的空间品质。 

（4）激活村庄活力，优化功能布局 

整合新旧功能，优化功能布局，使其功能复合化，必将激活整个村庄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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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规划策略 

四大发展策略——提升村庄的活力 

产业多元引导——村庄产业升级、院落经济提升、适龄人口就业引导 

如何充分利用村庄特有的农业资源带动村庄可持续发展 

目前整个村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村庄农业产业较为单一，并未形成规模，如何丰富产业类型的同时能够带动村庄经济

有序发展。 

用地适度整合——村庄用地整合、组团功能培育、提升建设用地效率 

如何通过村庄用地发展的整合引导实现农村地区土地集约效益 

目前整个村庄布局较规整，但建筑退后道路参差不起，宅基高低错落，将现有村庄建筑通过规划引导实现由参差不齐到

整齐划一的格局，提高农村建设的可实施性。 

文化注入共享——梳理村庄空间要素，通过改造提升，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如何通过改造提升增强村庄民居归属感和自豪感 

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不仅是打造美丽乡村的基本条件，也是提升村庄居民自我归属感的有效途径；规划如何通过村庄

生活环境的改造提升和村庄历史文化的提炼，增强居民地域归属感和文化自豪感，从而引导居民自愿参与到改造村庄的

实践中。 

设施配置完善——设施分级配置，完善生态设施，构建绿色基础安全格局 

如何在现有生态优势基础上进行完善生态设施体系结构 

如何通过各类生态基础设施的完善构建村庄安全生态格局，使村庄经济和环境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实现村庄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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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规划依据 

2.7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19—2030年。 

其中近期2019—2025年；远期2026年—2030年。 

——法律、法规、规章、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2）建设部《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2007年） 

（3）建设部《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2007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 

（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7）《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9）《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10）《陕西省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 

（11）《村镇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0]36号）（试行） 

——技术规范、标准 

（1）《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2）《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南》（2014） 

（3）《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4）《陕西省生态乡村建设规范》（DB61/T32000-2015） 

（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6）《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年） 

（7）《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 

（8）《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 

（9）《生态乡村建设指南》GB/T3200-2015 

——相关规划、计划及资料 

（1）《陕西省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 

（2014—2020） 

（2）《陕西省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持续推进生态乡村建设规划》

（2014年—2020年） 

（3）《蒲城县洛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4） 村庄基础资料 

（5） 其他相关文件及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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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WOT分析 

S 

区位优势：地处三县交汇处。 

交通优势：马师公路横贯东西、蔡龙公

路纵贯南北。 

资源优势：历史文化、传统文化、自然

资源。 

W 

产业问题：农业产业发展单一，沿道路

商业业态混乱。 

建设问题：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环境问

题比较突出。 

O 

时代机遇：国家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视

和投入不断加大， 为马湖村带来巨大发展

机遇。 

发展机遇：市、县各级政府的政策倾斜，

给马湖村带来发展机遇。 

T 
竞争挑战：资源同质化，竞争较大，对

市场需求的预测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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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村域产业发展规划 

3.2.1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区域产业现状 

蒲城县城市总体规划 

马湖村产业现状 

设施农业种植 

经济林种植 

传统种养殖 

马湖村以食用菌香菇、金银花种植

为主，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产业。 

经济林果种植 

传统种养殖 

区位优势 

产业优势 

产 
业 
选 
择 

主导产业： 

现代设施农业 

经济林果种植 

食用菌香菇种植 

金银花种植 

香椿种植 

辅助产业：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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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村域产业发展规划 

3.2.2 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产业优势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内生动力 

区域农业基础雄厚 

自身交通优势明显 

政策鼓励设施农业 

产 
业 
选 
择 

产业发展策略 

强化主导产业发展 

推进设施农业发展 

主导产业薄弱 

耕作经营分散 
缺乏规模效益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大面积种植食用菌香菇、金银
花、香椿以及经济林果 

马湖村地域文化底蕴深厚 

吸纳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益 

激发村庄活力 

马师公路与蔡龙公路纵横交错自
村庄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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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村将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重点发展食用菌香菇、金银花、设施农业（大棚香椿）、葡萄、苹果、梨经济林种植产

业，建设以现代设施农业为主的农业型村庄。 

 

3.2 村域产业发展规划 

3.2.3 产业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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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村域产业发展规划 

3.2.4 产业发展布局 

村庄产业布局规划图 

1、产业发展原则 

根据因地制宜、立足马湖村现有产业现状，明确产业发展规划和

总体导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快农业新技术、新设施的应

用，提高农业效益，并综合开发农业生产、生态与生活功能，建设绿

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2、产业布局结构 

产业结构：八大产业片区 

八大片区分别为：葡萄产业示范区、林果产业区、中部综合服务

区、现代农业示范区、金银花种植区、农产品加工区、食用菌产业区、

养殖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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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村域土地利用规划 

3.3.1 村庄发展方向及规模 

1.村庄建设模式 

马湖村现状建设用地主要以自然村组团分布，分布较为集中，现状具有村委会、卫生室、图书室等资源，同时有马师公路横贯村域东西，蔡龙公路纵贯村域南北。

但由于村庄每个自然村发展规模均等，各有特色、不适合村庄集中发展。村庄内部宅基地建设布局杂乱，存在极少量空置院落。因此，马湖村未来发展形成以村庄人居环

境改善、产业区域升级的“精明式”增长发展模式。 

2.村庄建设用地发展方向 

村庄建设重点在原有建成区的基础上，优化结构，稳步发展。 

3.村庄建设规模 

（1）村庄人口规模 

马湖村下辖4大居住片区（马庄、刘家、马家、冀家），全村共1038户,4012人，综合考虑村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结合近五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常住人口

预测采取以下公式： 

常住人口发展预测公式：Ｑ＝Ｑo（１＋Ｋ）n 

式中：Ｑ：预测人口(人) 

   Ｑo ：常住人口现状数 

   Ｋ：规划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根据调查取5‰） 

            n：规划期限 

村庄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为主，预测规划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为5‰，机械增长结合马湖村产业发展情况测算人数。则： 

马湖村总人口：近期：4130人；远期4240人。 

（2） 用地规模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62.2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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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村域土地利用规划 

1、各类用地控制原则 

（1）基本农田的控制：严格执行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保证马湖村基本农田面积，在保证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不变的前

提下控制各类用地规模。 

（2）产业用地控制：现代设施农业应保证以农业种植为主。 

（3）区域基础设施用地控制;高速公路、铁路及国道应根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要求执行用地外延20米-30米的防护要

求。村庄主要道路应结合实际条件预留3-5米绿化景观用地，严格

控制建设。 

2、村庄建设用地控制 

依据：《土地利用规划图》——建设用地62.24公顷。 

《陕西省宅基地管理办法》——平原地区农村宅基地面积按

照户均最大200平方米控制。 

《陕西省村庄规划技术规范》，以非耕地为主建设的村庄，

人均规划建设用地指标100-150平方米。 

综合考虑：本次规划村庄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规划建

设用地保持一致，人均建设用地146.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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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村域空间管制规划 

依据开发建设综合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各种相关政策，以及对发展区

域的判断，并结合村域空间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在确定的各类开发分区

基础上，对各类型用地提出合理的控制引导性策略。本次规划将整个马湖村

村域划成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和已建设区四大类。 

禁止建设区：包括水源水质保护区、山体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自

然生态核心保护区、人文历史保护核心区、重大基础和交通设施控制区等，

区域内严格禁止一切新增的建设项目，对于任何违法建设项目给予拆除。 

限制建设区：主要包括一般农田保护区域、城镇自然条件限制区域、部

分历史、生态、景观非核心区域，以及周边区域等依据空间分区影响因素进

行评价之后确定的限制建设区域。 

适宜建设区：包括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区域以及服务整个城镇

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部分，在该区域内可以进行高强度的经济开发建设

活动。 

已建设区：主要包括现状已建成的农村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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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村域居民点规划 

结合村域范围内各自然村组自身的产业结构及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各自

然村组在区域中的作用与地位，确定各自然村组的发展类型。依据村域居民

点现状及发展实际，本次规划可将村庄划分为重点发展和限制发展两种类型。 

重点发展村庄居民点：规划应从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标准、建设审批、

社会服务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扶持村庄的发展。对现状发展条

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建设条件优良且空间上已连接成片的村庄聚落，应

引导其进一步发展、扩大。 

本次规划重点发展村庄居民点有马湖村和马庄自然村。 

限制发展村庄居民点：对现状人口规模不大，相对孤立且交通区位一般，

发展潜力一般的村庄，在规划期内又难以搬迁的村庄，应限制其发展，鼓励

该类村庄内的村民向邻近发展条件好的村庄集聚。 

本次规划限制发展村庄有东岭、皂角树和新民三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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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村域空间结构规划 

根据村庄布局规律，规划提出马湖村村域发展形成“一心两轴四片区”

的空间结构。 

一心：即村庄的公共服务中心。 

两轴：即沿南北向蔡龙路形成的村庄发展主轴与沿东西向马师路形成的村庄

发展次轴。 

四片区：即以村庄现状格局为基础，形成了西北部的冀家居住片区、东北部

的马家居住片区、西南刘家居住片区、东南马庄居住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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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村域基础设施规划 
 

1、村域综合交通规划 

（1）规划目标：规划重点提升村庄路网建设，加强与周边过境道路等公路的衔接，解决村庄主干道和次干道通达和通畅问题。形成一个层次分明、功能齐全、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村庄路网体系。 

（2）规划措施：规划马湖村道路交通将划分为三级：村庄主要道路、村庄次要道路、村庄支路。 

2、村域供水工程规划 

（1）供水量预测 

本次规划的用水量预测包括全村居民的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设施用水量。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2—98）》和《镇规划标准（GB 50188 — 

2007）》的相关规范，村庄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近期取150L/p·d；消防、绿化、道路浇洒及未预见用水量，取最高日用水量的20％。 

（2）供水设施布局及水源规划 

水源由韩河水站供给，分组供水，水质良好。给水主干管在村庄主要道路下铺设的，给水管道的末端水压不小于0.14MPa。村庄灌溉用水采用就地打井模式。 

3、污水处理工程规划 

规划村域排水体制采用高标准雨污分流制。在地势较低的位置设置污水净化池对村域污水分片区处理，污水处理后就近排入沟渠。 

雨水根据场地地形，沿路布置雨水暗渠，分片区就近设置雨水蓄水池。 

4、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用电接自孙镇变电站，在村庄设置9 个变压器，分片区供电。对村庄低压配电网络的老线路进行改造更新（有条件的近期可以进行地埋，条件不足的在规划

期内逐步完成）：380/220V 低压线路采用放射式布置，配电半径控制250 米以内，从而减少用电安全隐患。 

5、信息化工程规划 

村域电信网朝着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方向发展，村域电信将逐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主线普及率达30%以上，村域基本实现通信现代

化。 

规划期内应继续完善广播和有线电视普及工作，加大村庄覆盖率，有线电信线路和电信线路同侧敷设。 

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100%，实现电信、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等信息化设施覆盖。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04  村庄建设规划篇 



渭南市蒲城县洛滨镇马湖村村庄规划 

4.1 村庄规划总平面 

1、规划原则 

规划尊重现有村落格局和建筑肌理，注重建筑和村庄周边田

园风光的相互融合。 

2、村庄总平面布局 

优化村庄功能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提升基础设施

水平。 

规划完善村委会公共服务中心功能，新建村史馆，文化展示

长廊，文化广场，打造成为村庄红色文化公园；改造提升各自然村

组的公共活动广场，提升村庄卫生室设施，完善商业服务设施。 

完善道路网系统，打通两条通村生产路，拓宽华麦路及长江

路，完成全部巷道硬化。改善村庄供水水质，新建污水处理站，完

善排水电力电信及环卫设施。 

规划引导村民住宅建设，规范宅基地控制宅基地面积。居住

建筑以一层为主，局部两层，每户居住建筑面积控制在100-150㎡。 

 

图    例 

1.镇政府 

2.村委会 

3.镇卫生院 

4.学校 

5.幼儿园 

6.村卫生室 

7.文化活动室 

   

8.广场 

9.村史馆 

10.马湖 

11.污水处理站 

12.垃圾中转站 

13.红色文化公园 

14.加油站     

15.食用菌产业园 

16.农产品加工基地 

17.金银花种植区 

18.养殖基地 

19.葡萄产业园 

20.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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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村庄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4.2.1 道路平面设计 

马湖村道路平面设计主要是在原有的村庄道路网骨架基础上进

行整治，形成环式与尽端式相结合的路网形式。整治主要目的为完

善对外联系，疏通内部道路。通过对村庄内部道路系统进行整合，

依托各自然村组间道路升级为村庄主干路，疏通各居住组团内部主

要环路，形成村庄次干路，将村庄道路构成分级明确又相互联系的

有机系统。 

 

4.2.2  道路等级 

规划结合相关规范要求及村庄内部道路情况，将村庄道路分为

四级： 

对外交通道路：道路宽度14米，两侧不设人行道。 

主干路：考虑到村庄为镇政府驻地，因此村域范围内的东西向

马师路和南北向蔡龙路为马湖村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镇区主道路。

将因此东西向马师路及南北向蔡龙路进行拓宽改造，红线宽度24米，

路面宽14米，两侧各设5米人行道。 

次干路：本次规划考虑到城镇的发展，次干路红线宽度道确定

为16米，道路宽8米，两侧各设4米人行道。 

支路：道路宽度5—6米。 

停车位：结合公共活动区域设置停车空间，原则以现有闲置地

为主进行有效利用。停车位均为地上停车，可采用生态植草砖停车

场。村民停车重点考虑与居住建筑及自家庭院相结合设置停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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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村庄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4.2.3 道路断面设计 

主干路断面 

次干路断面 支路断面 

对外交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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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1、绿化景观系统规划理念 

马湖村原有绿化主要依托周边农田以及村庄内部绿化树种，绿化基础良好，

但是绿化不成体系。 

规划通过绿化系统整治，打造“绿脉相连，斑块镶嵌，田园渗透，

内外交融”的绿化效果。 

绿脉相连：将门前绿化的树木层次丰富，树种多样，高中低搭配，形成较

强的绿脉层次感。 

斑块镶嵌：通过在公共活动中心及居住片区内设置集中的绿化开敞空间，

并结合村庄院落绿化，共同构成斑块镶嵌的一种关系。 

田园渗透：农田是村庄最大的绿化资源。村庄被农田包围，应将外围的田

园风光引入村庄内部。 

内外交融：整体看马湖村，绿化种类丰富，层次分明。通过规划手法的应

用，不仅要进一步放大其绿化优势，而且要形成内外交融的绿化体系。 

2、绿化景观结构 

绿化以“点能成景、线能成荫、面能成林”为目标，以村庄周边田园风

光为绿色生态大背景，形成自然村落的景观意境。 

景观系统结构为“一心、两轴、多点” 

“一心”——村庄景观中心；将马湖中心村土地合理有效利用，打造村

庄主要景观中心。景观绿化中心结合绿化种植和铺地，形成小型共享空间，通

过小品、雕塑、植物造景等标示性较强的符号来烘托气氛，突出景观效果，强

化识别性和记忆力。 

“两轴”——景观轴线；村庄南北向绿化景观发展主轴和东西向绿化景

观发展次轴。 

“多点”——次要景观节点；包括村庄入口门户景观小节点、及各村组

内部公共空间形成的多个绿化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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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村绿化结合果木布局 

结合成片的种植区，形成环村的观光带。主要种植核桃、柿子、

苹果、桃树、枣树、樱桃品种。 

（2）宅旁绿化倡导果蔬搭配 

 

篱笆围合不同选型示意 

在宅前屋后的空闲地种植果蔬等农作物进行宅旁绿化，既能满足村庄

绿化需求，又能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 

宅旁绿化示意 

宅旁绿化剖面示意 

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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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村道绿化整治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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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配置剖立面示意 

主要道路绿化配置： 

乔木：国槐、龙爪槐、泡桐、栾树 

灌木：紫薇、女贞、黄杨、海桐、紫叶小檗 

花卉：月季、木槿 

整治效果图 

（3）林荫化提升路旁绿化 

绿化配置平面图 

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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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主要道路绿化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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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配置平面图 

绿化配置剖立面 
整治效果图 

次要道路绿化树种搭配： 

乔木：国槐、龙爪槐、泡桐、栾树 

灌木：女贞、黄杨、 海桐、紫叶小檗 

花卉：紫薇、月季、木槿 

攀爬植物：五叶地锦、爬山虎、紫藤、藤本月季 

 

 

（4）林荫化提升路旁绿化 

 

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绿化配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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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道路绿化提升效果 

4.3 村庄绿化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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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依据《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编制技术导》、《村庄规划

用地分类指南》等相关规范，结合马湖村实际情况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行政管理及综合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

商业服务五大类。 

行政管理及综合服务 

包含村委会、活动场地、养老服务站。规划保留中心村现有村委会，

完善村庄管理功能，增设治安联防站。基于近年来的老龄化问题凸显，设置

养老服务站，布置老年餐桌，老年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老年休息室，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规划结合村庄广场设置为村民提供举办红白事的场所。 

教育 

保留马湖中心村现有的幼儿园，提升改造园区内的软硬件设施。 

医疗卫生 

依托村委会中心位置，设置村卫生室。 

文化体育 

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科技服务点、文化活动室。修建中心广场、文化

广场，设置多处体育健身设施及活动场地。 

商业服务 

沿马师路及蔡龙路两侧设置商业服务设施。 

东岭、皂角树、马庄自然村组根据现状，完善休闲广场等相应的服务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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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1 给水工程规划 

1、现状 

给水管网：村庄现状已铺设给水管网，现状管网运行良好，供水覆盖率为100%。 

水源：村庄现状水源由韩河供水站供给，现状供水能力基本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用水需求。 

2、用水量预测 

依据《镇（乡）村给水工程规划规范》（CJJ/T 246-2016）中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结合村庄用水实际情况，确定最高日人均综合用水量指

标为80L/p·d，经计算村庄最高日用水量约为160m3/d。 

3、水源保护 

将水源点周围半径50米范围内用地作为保护区，在保护范围内不应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和施用持久性或剧毒性的农药，不应修建渗

水厕所和污废水渗水坑、堆放废渣和垃圾或铺设污水渠道，不得从事破坏深层土层的活动。雨季时应及时疏导地表积水，防止积水入渗和浸溢到

水源地内。 

建议对现状水质取样检测，根据现状水质情况选用适合的水处理工艺。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94的有关规定。 

4、给水管网规划 

本次规划不重新铺设给水管网，但是在进行道路改造及修建地下排水管道的过程中应做好现状给水管道的保护。穿越道路、农田或沿路铺设

时，给水管道管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1.0米；与建筑物基础、电力电缆、通信及照明线杆的水平净距宜大于1.0米，与污水管的水平净距宜大于1.5

米，同时需满足给水管道铺设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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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2 排水工程规划 

排水现状 

现状村庄内无排水设施，雨、污水均沿道路自然排放。 

排水规划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污水量计算 

污水排放量按用水量的80%计，则本次规划平均日污水排放量为

264立方米/日。 

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污水管网沿主要道路并结合地形布置，通过污水管网将生产

和生活的污水经过污水处理泵房加氯处理后排入周边沟壑。 

污水管网主干管管径为DN300，污水管网最小覆土深度为0.8米。 

雨水工程规划 

雨水沿布置在道路边的盖板渠排出至自然洼地壑或涝池。道路为

双向坡面时，盖板渠在道路两侧布置；道路为单向坡面时，雨水盖板

渠单侧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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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3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电力工程 

（1）负荷预测 

村庄生活用电量指标按500W/人•d取值，公建用电为生活用电量的20%，

则村庄用电总负荷为2544KW。 

（2）电网规划 

供电由孙镇变电所供给，经变配电设施后，按380/220v线路架空敷设方

式依照规划路网进行敷设送至各用户。 

（3）线路布局 

规划沿村庄道路架空敷设电力线，10kv 线路结合道路采用放射式布置。 

低压配电网：380/220v 低压线路采用放射式布置，配电半径控制250 

米以内。 

电信工程 

（1）现状 

现状马湖村电信设施基本完善，固话普及率达到50%，移动电话普及率

达到70%，有线电视入户率已达到100%。 

（2）电信工程规划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规划在规划区设1台电话交接箱，总容量为5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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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4 环卫设施规划 

现状 

马湖村目前未设垃圾收集点，垃圾随处乱扔现象很普遍。村内公厕

多为住户自建，设施简陋，无污水处理设施，对村庄环境及村容村貌影

响很大。 

环卫设施规划 

（1）垃圾收集 

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有效管理废弃物各个阶段；通过推

广生活垃圾分类，提高村民环保意识。 

完善垃圾收运处理机制，实现垃圾回收利用的城乡全覆盖，提高垃

圾综合处理能力。规划在马湖中心村设置垃圾中转站1处，垃圾收集点7

处，在南部马庄自然村组设置垃圾收集点2处，在其他三个自然村组各

设垃圾收集点1处，收集点可将垃圾箱和垃圾池结合设置，分类投放。

垃圾清理做到每日一清，集中到镇区垃圾收集站，然后运往垃圾处理厂

集中处理。 

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提升垃圾处理的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

水平。 

（2）公共厕所 

规划在马湖中心村设置6处无害化公厕，南部马庄村结合广场设公

厕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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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 

（1）抗震等级 

规划村庄属于7度设防区。 

（2）规划建设控制标准 

规划考虑中心广场和公共绿地作为疏散区域，一旦发生震情，应迅速组织居民进行疏散，结合村庄中开阔绿地及外围农业用地的开敞空间进行安排。 

①建设密度控制在35%以内； 

②建筑物间距不小于1.5倍两侧建筑物平均高度； 

③各级道路宽度，道路与建筑物距离等均需符合抗震防灾疏散要求。 

（3）抗震规划 

①设防标准 

一般建筑物按基本裂度设防；重要建筑物可按高一级标准设防和加固。  

②生命线系统抗震 

对生命线系统工程进行重点有效的抗震防灾措施，包括给排水、供电、电信、医疗、消防治安、交通、物资供应七大系统，提高村庄抗震救灾能力。 

③避灾疏散  

采取就近方便、安全可靠、以疏为主、统筹安排的原则进行疏散，疏散场地服务半径为0.5—1.0公里，平均900人安排一处，人均不小于3㎡,本次规划设置多处疏散

场地，主要利用绿地、广场、停车场及空旷场地。 

④加强对外出入口的抗震设施建设，增加村庄出入口，保证震时疏散和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⑤合理设置预警装置，提高社区整体快速反应能力。 

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防灾宣传和教育培训，提高广大居民的抗震防灾知识。 

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5 综合防灾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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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4.5.5 综合防灾工程规划 

消防规划 

（1）消防给水规划 

室外消防用水利用村庄给水管网进行供水，消防给水管道管径不小于100mm，最不利点消火栓压力不小于0.1mpa，水压不足时新建给水加压泵站。规划在村

庄主要道路布置室外消火栓，最大间距不超过120米。村庄主要建筑物、学校、公共场所等必须设置消火栓。 

（2）消防通道规划 

为了保证消防车辆顺利通行，村庄道路应考虑消防要求，主要道路宽度不小于4米。各消防通道转弯半径不小于12米,回车场面积为12×12米。 

（3）消防设施规划 

村庄公共场所，必须按国家相关规定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结合村委会设置消防值班室，并配置消火栓、扳手、水带、水枪、灭火器材等必要的消防器材。 

（4）消防规划措施 

加强消防意识，依靠组织群众联防，建立村级防火组织。保证消防通道。消防用水在生活用水中考虑5%的用水量。当消防用水供应不足时，可就近采用村庄内

河流水。对于消防车难以进入的区域，村庄消防站配置人工携带式消防设备，有火警时，用人工带到现场。加强居民防火意识，普及救火设备使用知识，做好设备

养护工作。充分利用居民人力、物力组织民间消防，开展灭火自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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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规划实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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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规划实施 

一、环境优先原则 

在村庄规划中，各项建设应以创造高品质的村落环境为出发点，对规划提出的传统文化特色和绿化空间的构思应予以贯彻执行。 

二、指导性原则 

规划作为实施管理、建设的依据，宏观上是政府部门对规划区环境景观把握和控制的指导原则，微观上应作为建设单位对建筑形体、小品

设计与道路建设的设计要求审批的依据。 

三、弹性原则 

本规划所进行的建筑形体、空间群体组合设计为模拟设计，对建筑单体与环境设计具有指导作用，但不能替代今后的设计。实施建设中应

注重大原则、大方向，总体控制、灵活掌握，弹性管理。 

四、整体协调原则 

受客观条件约束，规划目标要经过不同阶段的工作才能最终实施。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群众对规划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实

施管理建设的部门要依据规划制定的原则，切实抓好不同时期的建设管理工作，从整体出发，统一协调。 

五、持续动态原则 

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传统风貌地段的更新改造决不会以其规划方案的完成而大功告成。为了实现地区持续健康的更新与发展，应该建立传统

建筑长期的监测评估与指导机构，根据实践的成败经验和变化发展，动态的调整补充保护与更新的相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