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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说明

（一）概况

富贵坪村位于灌溪镇东北部，东与柳叶湖风景区相连，南靠中兴桥村和岗市村，

西接灌溪镇镇区，北与石板滩镇相邻。

村域面积达 10.23 平方公里，辖 24个组，1095 户，3740 人。

（二）土地利用现状

村内国土总面积 991.56 公顷，村内现状用地主要包括生态用地、农用地和建设

用地。其中：

1、生态用地

富贵坪村村生态用地面积为447.8公顷，其中水域39.96公顷，占总用地的4.03%。

其他土地 7.08 公顷，占总用地的 0.71%。生态林地 400.76 公顷，占总用地的 40.40%。

2、农用地

富贵坪村村农用地面积为400.28公顷，其中耕地278.3公顷，占总用地的28.06%。

园地 9.72 公顷，占总用地的 0.98%。商品林地 44.3 公顷，占总用地的 4.47%。其他

农用地 67.96 公顷，占总用地的 6.85%。

3、建设用地

富贵坪村建设用地面积为 142.07 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 108.07 公顷，占总用

地的 10.89%。农村住宅用地 96.68 公顷，占总用地的 9.75%。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 1.14 公顷，占总用地的 0.112%。村庄公园与绿地 2.23 公顷，占总用地

的 0.22%。村庄工业物流用地 6.53 公顷，占总用地的 0.66%。村庄基础设施用地 0.75

公顷，占总用地的 0.08%。村庄其他建设用地 1.88 公顷，占总用地的 0.19%。区域公

共设施用地 9.32 公顷，占总用地的 0.94%。

（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1、公共管理设施

村内现有村部位于八组。内设为民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办公室、老年人活动中心、

留守儿童之家、警务室、医务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2、商业服务设施

村内现有多处超市，无农家乐。

3、医疗卫生设施

村内有卫生室两处，一处位于村部，一处位于塘桥五组。

4、文化体育设施

村内体育设施仅有村部一处。

（四）基础设施现状

1、道路

现状主要道路为富贵西路和 J43 乡道，是村内主要的对外交通道路。村内道路基

本已完成硬化，还有少量道路需要硬化，主要道路路面约 4-6 米宽。

2、交通设施

村内无加油站、汽车站等设施，无公共停车场。

3、给水设施

村内大部分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有两处供水设施，位于二组与四组。

4、污水设施



村内全部进行三格式化粪池改造，同时在塘桥一组建设了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污

水来源主要为生活污水。

5、电力设施

全村电力来源为国家电网。

6、电信设施

村内已经实行网络全覆盖，有一处移动信号基站位于七组。

7、环卫设施

现状每户配有垃圾桶，由村保洁员统一收集至灌溪镇处理。

（五）产业发展现状

村内现状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第一产业：以水稻为主，还有油茶、养殖业等。

第二产业：村庄内有鸿瑞混凝土搅拌站、宏发石材、宜通机械等制造业；

（六）现状问题总结

1、有利条件

（1）对外交通便利、区位条件较好。

（2）自然条件适合特色水果种植，果品经济价值高。

（3）果园基地生产条件和销售价值较好，产业发展潜力大。

（4）村民经济条件较好，住宅建筑整体质量较好。

（5）村党组织凝聚力强，村民灌溪融洽，民风淳朴。

2、存在问题

（1）缺少公共绿地和活动空间等生活配套设施。

（2）村内部分道路路网较窄，会车困难。

（3）水体污染较为严重，景观性不佳。

（4）生态服务设施有代提升，适合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空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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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说明

（一）村庄定位

村庄类型——集聚提升类——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综合定位——生态、宜居、美丽

的幸福家园。

（二）空间结构

1、根据富贵坪村资源条件，将全村乡村规划结构分为“两轴三片区”。

2、两轴：依托 J43 县道打造产业发展带；依托反帝河打造生态休闲带。

3、三片区：林下生态种植区、果园林地种植区、高效水稻种植区。

（三）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优化调整用地布局

通过前期驻村调研实地踏勘，村民代表讨论，问卷调查方式，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富贵坪村村庄规划确定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41.5 公顷以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 107.79 公顷以内。

规划整合土地资源，将全村土地分为生态用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三大类。

（1）生态用地：规划生态用地总面积为 390.49 公顷，占总面积的 39.38%。

（2）农用地：规划农用地总面积为 344.32 公顷，占总面积的 34.72%，较现状减少

55.96 公顷。

（3）建设用地：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256.26 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25.84%，较

现状增加 114.19

公顷。规划中通过引导村民集中建房，整合农村住宅用地和闲置用地，将部分空心房

拆除，危房和其他零散住宅搬迁至新增居民点，原住宅用地调整为农用地和生态用地。

根据灌溪镇城镇开发边界定位，村庄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 164.44 公顷。

（四）管控规则

1、生态用地管控要求

（1）严禁占用水域、围湖养殖。

（2）禁止在王家湾水库进行电鱼、毒鱼、炸鱼等有关活动。

（3）不得在水域及沿岸堆放或倾倒垃圾、粪便渣土、生产及生活污水、粪便及其它

废弃物。

（4）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水源保护区，必须

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2、林地（生态林）管制规则

（1）严禁各类建设占用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及其他各种防护林用

地。 控制各项非农建设占用林地。

（2）禁止非法在生态林伐木、捕猎、挖采药材等活动。

3、农用地管控要求

(1)到规划目标年 2025 年，富贵坪村耕地保有量为 225.74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为 244.35 公顷。

(2)严禁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殖、采土采砂和种植苗木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

(3)严禁占用田间道路、沟渠等进行耕作。

（4）村民因农业生产服务需要占用农用土地的，可作为设施农用地办理用地手续，

应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

4、建设用地管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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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期内除国家重点工程以外，所有建设活动必须在建设用地上进行。

（2）农村住宅建设用地严格执行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改进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若干意

见》

（3）富贵坪村村民进行建设活动必须服从统一管理，履行申批制度，做到先批后建，

严格按《土地管理法》办事。

（4）村民建房选址不能超出规划范围，建房尽量利用六祖、七组新增或集中农村住

宅建设用地。

（四）产业发展规模

1、产业发展策略

（1）明确主导产业

（2）激活农旅互动

（3）主力脱贫

（4）预留产业发展用地

2、产业发展定位

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村民收入为目标，综合考虑本村资源优势、产业现状和地

区发展定位等因素，明确富贵坪村主导产业以种植业和生态观光旅游业为主。

（五）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公共管理设施

村部占地面积约为 1.14 公顷，内已设有为民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留守

儿童之家、警务室、医务室、信访接待室等设施，规划对其现状保留，同时进行提质

改造。

2、医疗卫生设施

保留原有两处医务室（村部一处，塘桥五组一处），并对其进行完善。

3、文体设施

在村部完善村民健身广场和器械，并在集中居民点七组、塘桥七组新建村民文化

活动中心，设置简易的健身器械，篮球场等。

4、商业服务设施

保留原有综合商店，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

（六）基础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

（1）用水量预测

经计算，富贵坪村规划最高总用水量约 480 立方米/天。

（2）供水水源

规划水源为原有水源；镇区供水为备用水源。

（3）供水系统

富贵坪村已进行了安全饮用水改造。规划自取水管道上应按不大于 120m 的间距

设置室外消火栓，消火栓保护半径不得大于 120m。消防用水就近取用自来水。

2、排水工程

（1）雨水

村民集中区域和公共服务设施新增雨水设施，建设排水管网。道路两侧采取浅凹

式生态植被自然渗透。沟渠整治主要为沿河两岸增加护坡，做好河道沟渠清淤工作。

（2）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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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村已完成三格化化粪池改造，计划在塘桥一组新增一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3、水利设施规划

（1）农田灌溉渠道

规划对成片农田进行灌溉沟渠整治，疏通原有灌溉渠道，并新建 12km 标准灌溉沟

渠。

(2)山塘

规划时对山塘进行治理。

(3)沟渠

对反帝河进行整治，修复生态。

4、电力与通信设施规划

(1)电力设施规划

规划村内电力来源为国家电网。根据现状村内电改情况，规划期内将五组一处变

压器 50KV.A 提升至 100KV.A，为以后的建设发展提供电力需求。

(2)通信设施规划

村内现有移动通信铁塔，基本满足村内无线通信需求，规划将提升联通通信信号。

规划村内光纤等有线线路并杆架设。

(七)道路交通规划

1、道路系统规划

现状路网基本形成一轴多支路的格局，道路规划以现有村组道硬化、拓宽为主，

满足生产、生活、出行要求外，提高道路的安全、舒适与景观度。

2、交通设施规划

(1)停车场：规划在七组和塘桥七组结合文化广场各设置一处停车场。结合村内其

他空闲场地可作为高峰期停车时的临时停车场地。

(2)道路硬化：规划在富贵西路实现路灯亮化工程。

(3)标识标牌：规划在村庄主要道路增设景区标识标牌系统，同时各村组路交叉口

增加标识标牌。

（八）防灾减灾规划

1、消防规划

规划村内配备消防洒水车 1 台，村民集中点配置消防栓，另配备手抬机动泵及相

应的水带、水枪等器 材装备。消防给水应充分利用河流、水渠、山塘等天然水源，

并设置通向水源地的消防车通道和可靠的取水 设施。 制定《村民防火公约》，利用

活动室、宣传栏等设施进行消防安全宣传，使村民普遍掌握防火公约、消防警示等内

容。

2、防洪规划

对村内界河道实施生态治理，保障河道两岸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与产业发展安全。

主要措施是疏通、加堤、固堤、护边脚; 沿河两岸生态绿化、美化。

(九）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1、实施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机制

(2)广泛宣传引导、强化村民参与

(3)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建设合理

(4)创新发展模式、打造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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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房布局说明

（一）住房布局

1、布局情况

村庄居民点布局结合村民意见和考虑农业耕作半径的前提下，结合道路交通条件

及现状居民点规模布局形态，以“分片集中”为原则，选取六祖和七组为主要居民点。

因村庄内以设有集中安置点，规划时仅布置了少量集中居民点。

2、指标优化

（1）拆除空心房、危房、扶贫搬迁退出房屋，空余住宅用地面积 0.28 公顷。

（2）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164.44 公顷。

（3）规划通过优化用地布局，共减少农村住宅用地 44.45 公顷。

（二）农村住房用地整理

1、选址控制

（1）禁止建设区内严禁新建、翻建、扩建私宅；

（2）坚持“一户一宅”，原则上先拆除旧房，再建新房，有特殊情况在建设过程

中需要保留旧房的，应在新房建成后一个月内拆除旧房；

2、退让控制

（1）沅澧快速干线：后退道路用地边界线不少于 30米；

（2）村道：后退道路用地边界线不少于 4 米；

（3）山塘沟渠：后退边界线不少于 5米。

3、高度控制

规划村内建筑层数控制在 3 层以内（含 3 层），总建筑高度控制在 15米以内。

4、面积控制

根据省导则的要求，结合国土部门宅基地建设要求和我县私房管理办法的要求，

对私房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提出管控要求。严格控制宅基地占地规划明确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超过 180 平方米。

（三）住宅建筑整治指导

1、现状住宅建筑整治措施

保持原貌型：该类建筑建成年代较新，外观较好，和周边建筑统一协调。

整治措施：保持现有状态， 美化庭院，对建筑外立面进行清洁、打扫以及清除

多余杂物。

外观整治型：现状房屋外观局部陈旧、或与周边环境、建筑不协调，需要对其外

观进行局部整治。

整治措施：对建筑墙面进行粉刷、清洗和修整，并对门窗、阳台、栏杆等细部进

行修整改造。

整体修缮型：该类房屋在质量、功能、外观形象上都有欠缺，但具有保留或继续

使用的必要性，需对 其进行整体修缮以达到使用的标准。

整治措施：修复建筑破损处；对质量不好的构件进行修整或替换；完善建筑使用

功能。

拆除重建型：危房、闲置房和影响消防的建筑和构筑物等、其他通过基于整治无

法达到改善效果的建筑。

整治措施：拆除现有建筑，原宅基地的处置应符合规划要求。

2、新建住宅建筑风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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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延续村内现有村民住宅建筑特色与风格，并进行提炼，规划引导住宅建筑风

格为白墙、红瓦、坡 屋顶的新中式风格，并提出了四种住宅户型供村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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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纳入村规民约条款建议



富贵坪村村规民约

为了推进我村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作风、村风，创建安居乐业的社会

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新农村，经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制定本村规民约。

1. 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学法知法，遵纪守法，发现违法违规的人和事，敢于制止并及时向

理事会和 村委会报告。

2. 已发使用宅基地，服从村庄住房布局规划，不损害村庄整体规划和四邻利益。

3. 搞好公共卫生和村容整洁，做到垃圾不乱倒、粪土不乱堆、污水不乱流、柴草不乱放。

4. 自觉养路护路，维护道路通畅，不准在村道、主道边搭建违章建筑，堆放杂物或侵占路面。

5. 严禁损坏树木和乱砍滥伐，不准随意放耕牛、损毁庄稼及其他作物。

6. 爱护公共财物，节约用水用电，严禁损坏公共设施和偷水偷电。

7. 倡导移风易俗，克勤克俭，做到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

树立良好 社会风尚。

8.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诚实守信，重情重义；不打架斗殴，不造谣惑众；不搬弄是非，不

仗势欺人； 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

9. 弘扬美德，恪守孝道，严禁虐待老人，严禁不赡养老人，严禁侵害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

法权益。

10. 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男女平等，博学博爱；崇尚科学，好学上进；严以律己，宽以待

人。

11. 严禁打牌赌博，全民动员，扫黑除恶。

12. 严禁大操大办红白喜事。

富贵坪村村民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村规民约建议条款

生态用地管制

(1)严禁占用生态林地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2)废弃农药瓶应送定点回收站回收处理，不得随意丢弃,更不得在水域内清洗农药瓶。(3)不得在

水域及沿岸倾倒或者堆放垃圾、粪便、渣土。

(4)严禁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域。

2.农用地管制

(1)耕地应以种植粮、棉、油等作物为主,严禁在永久基本农田内挖塘养殖、采土采砂和种植苗木等

破坏耕作层的行为。

(2)非农建设应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木农田,确需占用耕地建设的,需农法办理建

设用地审批手续。

(3)严禁弃耕抛荒，鼓励农户将不愿或无力耕种的农业。产用地流转给农业企业或承包户,并签定正

式的流转协议,其租期和租金自行商定。

(4)设施农用地安农用地管理,落实设施农用地信息报各制度,向区自然资源和农业部门备案。不得

改变直接从事或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性质,禁止擅自将设施用于其他经营。

3.建设用地管制

(1)宅基地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地和未利用地,宅基地面积按市、

区相关标准确定。

(2)鼓励发展新型电商产业。规划引导村民发展蔬菜，水果、生鲜，水产等特色农产品的加工,以城

区现有冷链物流为基础,助推农产品网络销售顺利开展。

(5)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应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项建设标准、规模，节约集约用

地。

富贵坪村村民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1 月



叁 附件

编制流程

村庄规划调查问卷



一、技术准备阶段

（一）成立工作小组

2019 年 8月末，常德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鼎城区灌溪镇村庄规划编制小

组，集中学习《湖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大纲（试行）》，并共同探讨本次村庄规划路

线、工作路线。

二、驻村调查阶段

（一）问卷调查

2019 年 8月 28 日，村庄规划编制小组组织第一次村庄调研工作，通过问卷的形式

了解现状、听取意见。

（二）踏勘调研

在调研中针对村干部关于集中居民点、公共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等进行踏勘调

研。

三、规划编制阶段

（一）编制初步成果

2019 年 11 月 10 日，村庄规划工作组根据调研的情况，结合相关国家规范和技术要

求，完成《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富贵坪村村庄规划（2019-2025 年）》初步成果。

2019 年 11 月

编制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