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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规划背景

1. 规划背景

2. 编制历程



1规划背景——国家层面



1规划背景——地方层面



1规划背景——编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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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村庄概况

1. 区位分析

2. 社会经济现状

3. 产业发展现状

4. 综合现状分析

5. 问题总结与应对措施



2村庄概况——区位分析

Ø 村庄层面

历山村由历山、任家庄、西历山三个

自然村组成。地处县城西南侧，黄河以北。

东与杨涧村毗邻，西与风陵渡镇新村接壤，

南侧紧邻黄河，北与东任村、北里村相连。

地理位置优越，古风线（S348）横穿东西，

032乡道纵贯南北。距永乐镇5公里，距离

县城21公里，交通便利，区位条件非常优

越。

Ø 镇域层面

永乐镇位于芮城县域西部偏南地区，东

邻古魏镇，西接阳城镇，北侧自西向东分别

阳城镇、大王镇、学张乡为邻，南濒黄河与

河南灵宝市相望。镇政府位于镇域中部，东

北距芮城县城所在地约19公里。芮城县域南

部重要的交通干道古风线、沿黄扶贫旅游公

路横贯镇域东西，对外交通较为便利。

区位条件较好，交通便利。



2村庄概况——社会经济现状

Ø 经济发展

2020年村集体无经济收入来源，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000元。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销售小麦，玉米，莲藕、菊花等农产

品，养殖，外出务工。

Ø 村庄人口与分布

2020年底历山村内户籍人口3450人，1109户。    

从调查了解情况来看，常住人口2000人，其中60岁及

以上420人，占12.2%；青壮年劳动力2447人，占

70.9%；16岁及以下583人，占16.9%。外出流动人口

1000人，占全村人口29.0%，主要流向运城市、西安

等地。从事行业主要为经商和务工。  

年份 西历山 历山 任家庄 总人口（户数）

2016 454 1332 1720 3506（1127）
2017 447 1330 1716 3493（1123）
2018 440 1323 1716 3480（1119）
2019 429 1320 1717 3466（1114）

2020 420 1320 1710 3450（1109）

人口情况表
——以青壮年为主，村庄空心化严重。

——集体经济收入薄弱，经济来源方式单一。

Ø 历史沿革
村名由来：历山原名杨树山，相传舜耕田于此，因困而眠，忽

闻哗哗之声以为雨点下田，醒后方知为杨树叶场，遂令此地绝

杨，杨即绝迹，故改名为历山。

舜耕历山：《水经注》载:"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舜王

耕田于历山古今相传几千年。孝德贤明之美名代代颂扬天下赞。

东历山村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村中南北大巷中有四颗参天

大柏树，村的东边是座黎明观。

——资源禀赋良好，历史文化底蕴丰富。



2村庄概况——产业发展现状

Ø 产业发展现状

第一产业：

历山村地处黄河以北，土地面积宽广，农业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

2020年本村种植小麦玉米传统农业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花椒种植

达到1000亩，菊花种植800亩，同时利用南部河滩地种植莲藕作为特

色种植业，现面积已达到5000亩。村内现有部分养殖户，年出栏量

4000只生猪养殖场占地10亩，蛋鸡养殖年存栏量8000只。 

—— 一产为主，无二三产业，缺乏规模经营与资金来源。

花椒种植

莲藕种植

小麦玉米

菊花种植
养殖

花椒种植

小麦玉米

养殖



2村庄概况——综合现状分析

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条件便利，自然

资源禀赋好。

区位优势

农业种植初具规模，

利用河滩地种植莲

藕经济效益良好。

产业优势

内部公共服务设施较

为全面，给水设施配

套完善，电力电信设

施实现全覆盖。

配套设施

紧邻黄河，环境优美，

历史文化追溯久远，

舜耕历山、德孝文化

代代相传。

资源与历史优势

受人力、物力、财力影响，

目前对现有的历史文化缺乏

针对性、系统性保护,缺乏融

入到产业发展中。

历史文化未充分挖掘

以一产为主，缺乏特色二三产

业，同时村集体经济薄弱。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村庄面貌有待整治；基础设

施还需完善（排水、电力）；

缺乏公共空间（广场、游园、

老年公寓等）

村庄环境有待提升

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一号文件” 和惠农政策，

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资扶植力度。“城市反

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以及乡村振新战略，

人居环境整治，必将给村庄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国家惠农政策带来发展机遇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村庄规划，可以实

现村庄的全域管控，能更好的指导村庄的建设

发展，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机遇。

国土空间规划带来发展机遇

由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在编制过程中，村庄规划无法落实上位规划相关强制性内容和要求，村庄的

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建设规模暂时无法确定，需要待上位规划编制完成后对本次规划进行补充完善

挑战

四大优势

三大问题

两大机遇

一大挑战



2村庄概况——问题总结与应对措施

村 庄 诉 求

2. 现状闲置宅基地与村庄用地需求矛盾。

1.现状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有待提升，道路硬化、照
明、排水设施等不够完善。

现状问题

ü 通过政策引导，利用功能置换等方式，盘活现有闲置
宅基地。

ü 优化设施布局，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合理规划交
通路网，疏通沟渠，改造提升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应对策略

1.政府：政府落实上位管控要求；明确用途管制规则；落实一户一宅政策。

2.村委：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养老设施；提升乡村风貌，改善人居环境，打造宜居村庄；加强乡风文              

明建设。

3.村民：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生活污水、公共厕所等）；完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3.产业单一，发展动力不足 ü 鼓励延伸产业链，预留产业用地，充分挖掘乡村旅游
产业。



PART 3  上位规划解读

1. 上位规划衔接



3 上位规划解读

Ø 《黄河流域（芮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 历山村为中心村

构建“一屏一带一廊十四生态谷”生态保护山水格局
尊重自然发展格局，以北部中条山生态屏障、南部黄河沿岸生态廊道为轴线，以中部黄土丘陵农田生态保护带和出山入河的
十四条沟涧生态谷建设为支撑，构建芮城县“一屏一带一廊道十四生态谷”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水格局。其中：十四
生态谷：实施沟涧综合治理工程，打造出山入河南北走向的“十四生态谷”。

“一核两翼多支点”的城镇发展布局
按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要求，聚焦中心城区和重点园区，加快完善城乡协调的城镇发展体系，构建
“一极两翼多节点”的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承载力，形成开放发展新局面。永乐镇以健康产业为核
心，做强药茶产业，做特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康养度假、养老养生、休闲旅游业，构建康养休闲型小城镇。

城镇空间发展格局图芮城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水格局



3 上位规划解读

Ø 《黄河流域（芮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

加强“一区五园”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建设
高起点、高标准打造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程度高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建设南磑万亩循环农业示范园区和沿山精品苹
果示范园、风陵渡花椒现代农业产业园、阳城屯屯枣现代农业产业园、大王香椿特色产业示范园、张万亩优质菊花示范园。
巩固“两园四区”空间发展总体格局
黄河文明遗址公园、黄河风情体验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黄河金三角新兴产业聚集区、黄河流域能源革命引领区、
黄河流域现代农业先行区。其中黄河风情体验园：打造黄河风情体验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发挥黄河、黄土高原风情
浓郁、休闲旅游和康养文化基础良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全域康养、全面康养、全民康养产业，建设风陵渡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加快文旅融合、城旅共建、居游共享，推进大众旅游，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把文旅康养产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
产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全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打造山清水秀、河畅
景美的大美芮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全面推进绿色22低碳循环发展，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黄河流域同类地区提供示范。

 “两园四区”空间发展总体格局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图



3 上位规划解读

Ø 《芮城县县城乡村建设规划》

Ø 《山西省芮城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

历山村为中心村

历山村位于吕祖文化体验区，紧邻黄
河文化慢游带

 乡村建设层面——山西美丽乡村宜居示范
区 
到规划期末将芮城县域乡村建设成为规划设
计一流、质量安全一流、风貌特色一流、生
态环境一流、社区管理一流的农房改造建设
示范区。

 乡村文化产业层面——黄河沿线生态田园
休闲标杆晋南地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总体定位：黄河内湾文明探源旅游目的地
黄河文化慢游带：蕴含多元文化的黄河风情，
未来芮城旅游的休闲慢游走廊以及旅游产业
增长带
吕祖文化体验区：受众度广、紧密贴合养生
热潮的吕祖文化，未来芮城的核心旅游吸引
物和旅游产业引擎



3 上位规划解读

Ø 《芮城县永乐镇总体规划》 历山村为中心村

 镇村体系职能结构：
规划确定城乡居民点体系职能结构分为三个等级：镇区—中心行政村—基层行政村。中心村：规划历山、杨涧、新村、蔡村
共4个行政村为中心村。以种植业、畜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同时服务周围村庄的综合服务型村庄。
镇域区域经济发展定位：
芮城县重要的粮棉基地，设施蔬菜基地，绿色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生态旅游乡镇。



PART 5  村域总体规划

1. 村庄定位

2. 发展策略

3. 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规划

4.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5. 产业发展规划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定位

本次规划对历山村的定位：以传统农业、特色农业为基础，延伸产业链，发展菊花、

花椒、莲藕等农产品加工业，依托舜耕文化、吕祖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沿

黄观光资源，将历山村打造成集文化体验、田园采摘、休闲观光、宜居生活于一体的生态

宜居示范乡村，积极融入黄河文化慢游带。

           舜耕文化∙荷塘悦色



5 村域综合规划——发展目标

通过产业提升、发展文旅

结合、农旅结合等乡村旅

游经济，规划至2035年，

历山村人均收入达到

20000元

经济目标

以现代农业种植为主导、特色农业

有机融合，形成村域内一二三产业

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扎实推进历

山村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目标

实施农房建设管理和村庄整治，逐步完善村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提升人居环境，

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和生产生活条件，维护村内

的历史建筑。最终将历山村建设成为布局合理、

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经济富裕、安居乐业、

文化深厚的幸福村庄

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1）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统筹安排各类用地

耕地保有量面积不低于493.78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59.27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66.15公顷以内。

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控制在59.74公顷以内。

（2）集约节约用地目标

人均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控制在187.44平方米/人以内。

（3）生态环境目标

村庄绿化覆盖率30%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
序
号

指标 属性 单位 现状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1 耕地保有量 约束性 公顷 492.43 493.78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约束性 公顷 259.27 259.27

3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约束性 公顷 1.01 1.01

4 规划人口 预期性 人 3450 3187
5 规划户数 预期性 户 1109 967

6 村域建设用地面积 约束性 公顷 65.60 66.15

7
居民点建设用地面

积
约束性 公顷 58.92 59.74

8 公共设施用地规模 预期性 公顷 1.79 2.32

9 基础设施用地规模 预期性 公顷 0.35 0.55

10
人均农村居民点建

设用地面积
预期性 ㎡/人 170.77 187.44

11 村庄绿化覆盖率 预期性 % 10 30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策略

以“区域融合协调，国土空间整治，设施配套提升、村民建房管控”为重点，提
升其产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活宜居水平。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区域融合发展：

多元文化植入

产业错位发展

功能融合协助

国土空间整治：

农用地整治

建设用地整治

未利用地开发

设施配套提升：

交通设施提升

公共设施提升

基础设施提升

村民建房管控：

明确用地规模

空间布局指引

风貌管控引导

农房户型推荐



（1）多元文化植入

历山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拥有题材丰富、

趣味鲜活的人文典故和传说故事，舜王耕田

于历山古今相传几千年，孝德贤明之美名代

代颂扬天下赞。应以节庆和文化产业为抓手，

传承典故精髓、传播优秀文化。

（2）产业错位发展

导入吕祖文化客源、业态发展差异互补

（3）功能融合协助

以现有产业资源，延伸产业链，发展加工业，

鼓励种植大户实行规模化、企业化经营，建

立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发展莲藕采摘观光、

垂钓等旅游产业，构建以农促景、以景促旅、

以旅强农的发展模式，实现功能融合协助发

展。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策略

策略一 区域融合发展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策略

策略二 国土空间整治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结合上位规

划和各专项规划，推进农业空间、建设空间和生态空

间系统修复、综合整治，确定村域国土空间治理和生

态修复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构建山美、水美、田美、

村美、景美的村域空间发展格局，推劫村庄特色景观

塑造。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策略

策略三 设施配套提升

通过交通设施提升、公共设施提升、基础设施提升，打造宜居村庄，同时打造十五分钟生产、生

活、旅游圈，构建“7+7+3”配套设施体系。

污水处理设施、垃圾

转运设施、交通设施（含

入 村 道 路 、 停 车 场 、 路

灯）、电力电信设施（含

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

邮政快递等）、公共厕所、

自来水、公交站点。

7类基础设施

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室

外体育活动设施、老年公寓、卫生室、

便民超市、乡村书屋。

7类公共服务设施

游客服务中心、观光中心、采摘

中心。

3类旅游服务设施



5 村域综合规划——规划策略

策略四 村民建房管控

总体思路：以“以需定供、配套优先、挖掘存量”为重点，严控管控村庄建设用地总量规模。

明确用地规模、空间布局指引、风貌管控引导、农房户型推荐。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面积（公顷） 比例（%）

农业用地

耕地（A1） 492.43 67.94

园地（A2） 127.38 17.58

林地（商品林）（A3) 26.90 3.71

草地（A4） 0.00 0

其他农用地（A5） 7.87 1.09

654.58 90.32

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H1） 0.00 0

农村居民点建
设用地（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50.82 7.01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H22） 1.79 0.25

经营性建设用地（H23） 0.71 0.1

基础性设施用地（H24） 0.35 0.05

公园与绿地（H25） 0.00 0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采矿用地（H3） 0.00 0

对外交通用地（H4） 6.41 0.88

水利设施用地（H5） 0.00 0

风景名胜及特
殊用地（H6）

风景名胜用地(H61) 0.00 0

特殊用地（H62） 0.27 0.04

其他建设用地（H7） 0.00 0

65.60 9.05

生态用地
自然保留地（E4） 4.59 0.63

4.59 0.63

724.77 100

                               村域土地利用现状表                                                                                     村域综合现状图

现户均宅基地面积约605平方米，严重超标；村庄居民点内部存在部分低效用地。

n 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n 用途布局规划
村域土地利用规划地类表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农业
用地

耕地（A1）
492.43 67.94 493.78 68.13 1.36 

园地（A2）
127.38 17.58 127.05 17.53 -0.33 

林地（商品林）（A3)
26.90 3.71 25.73 3.55 -1.17 

草地（A4）
0.00 0 0.00 0 0.00 

其他农用地（A5）
7.87 1.09 7.47 1.03 -0.40 

合计
654.58 90.32 654.03 90.24 -0.55 

建设
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H1）
0.00 0 0.00 0 0.00 

农村居
民点建
设用地
（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50.82 7.01 48.35 6.67 -2.47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H22） 1.79 0.25 2.32 0.32 0.52 

经营性建设用地（H23） 0.71 0.1 1.15 0.16 0.44 

基础性设施用地（H24） 0.35 0.05 0.55 0.08 0.20 

公园与绿地（H25） 0.00 0 1.33 0.18 1.33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6.03 0.83 0.79 

留白用地（H27） 0.00 0 0.00 0 0.00 

其他建设用地（H28） 0.00 0 0.00 0 0.00 

采矿用地（H3） 0.00 0 0.00 0 0.00 

对外交通用地（H4） 6.41 0.88 6.41 0.88 0.00 

水利设施用地（H5） 0.00 0 0.00 0 0.00 

风景名
胜及特
殊用地
（H6）

风景名胜用地(H61) 0.00 0 0.00 0 0.00 

特殊用地（H62） 0.27 0.04 0.00 0 -0.27 

其他建设用地（H7） 0.00 0 0.00 0 0.00 

合计 65.60 9.05 66.15 9.13 0.55 

生态
用地

水域（E1） 0.00 0 0.00 0 0.00 

林地（生态林）（E2） 0.00 0 0.00 0 0.00 

湿地（E3） 0.00 0 0.00 0 0.00 

自然保留地（E4） 4.59 0.63 4.59 0.63 0.00 

合计 4.59 0.63 4.59 0.63 0.00 

村域总用地 724.77 100 724.77 100 0.00 



p 生态空间

     主要是指林地（生态林）、自然保留地等。

     以现有三调初步成果的地类及其分布为基础，

修正已有生态保护红线成果的范围、边界，确

定历山村生态空间面积为4.59公顷，其中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为1.01公顷。

p 农业空间

     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田和林业

用地，总面积654.03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不少于259.27公顷。

p 建设空间

     建设空间总面积66.15公顷。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n 三生空间安排



n 生态保护

1、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从事任何建设活动。

2、保护村内生态林、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

n 耕地保护

1、本村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59.27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现状村庄东、南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493.78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n 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保护

1、本村内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历山村现有7处历史环境要素，分别为历山遗址、历山舜井、黎明观遗址、古槐、东历山

东遗址、东历山舜王庙正殿、任家庄文昌阁遗址，其中历山遗址、历山舜井、黎明观遗址、古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余尚未

定级。不允许随意改变不可移动文物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进行必要的修缮，应在专家指导下并严格按审核手续进行。

2、本村已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7处，分别为分别为历山遗址、历山舜井、黎明观遗址、古槐、东历山东遗址、东历山

舜王庙正殿、任家庄文昌阁遗址，禁止在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内进行影响历史风貌的各类建设行为。

n 用途管制规则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n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规划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为59.74公顷。

1、农村住宅
本村内划定村庄住宅用地48.35公顷,现状宅基地面积以现状统计数据为主,规划严格执行“一户一宅”“一户一居”政策,规划不

涉及新增宅基地，新建住房应利用村内空闲地、空宅基地，按照《芮城县农村自建房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村民建房每户
占地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建筑高度（地平至屋顶）不大于10米，应体现山西省乡村建筑住宅特色,与已有住宅建筑采用统一风
格，统一采用晋南风格，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同时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进行建设。并按照《芮城县农村宅
基地审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要求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并按照《山西省农村宅基地自建住房技术指南》建设。

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10 米，容积率≤0.5，绿地率≥20%。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

≤40%，建筑高度≤8 米，容积率≤0.8，绿地率≤20%。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省道两侧建房应后退省道道路红线15米，在村内
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3 米。并按照《芮城县农村自建房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要求办理手续。村内供水由村南蓄水
池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污水处理站，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
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包括综合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卫生室、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等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n 用途管制规则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n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规划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为59.74公顷。

3、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主要通村道路的设置宽度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4米:承担消防通道功能的道路,不准长期

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公园、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4、其他管制规则
1）控制沿沟10米内不新增宅基地。
2）控制省道两侧15米内不新增宅基地，村庄主干路两侧5米内不新增宅基地。

n 用途管制规则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结合上

位规划和各专项规划，推进农业空间、建设空间和生态

空间系统修复、综合整治，确定村域国土空间治理和生

态修复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构建山美、水美、田美、

村美、景美的村域空间发展格局，推劫村庄特色景观塑

造。结合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提升公共和基础设

施能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风貌提升等相关要求,

通过整理土地资源和低效用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政

策为主要抓手，统筹安排村域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工程项目。

n 土地生态整治与保护

农用地减少0.55公顷；

建设用地增加0.55公顷。

5 村域综合规划——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



5 村域综合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Ø 模式致胜——农业+产业+文化的发展策略，以当地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Ø 产业致胜——科技农业种+农副产品加工+休闲旅游产业，创造历山生态、农旅结合新型产业；
Ø 主题致胜——以舜耕文化、吕祖文化多元文化主题，打造文化体验等主题项目。

二产：本地缺乏第二产业

三产：村内只有少量商业，
无法联动工农业

一产：主要作物为花椒、菊
花、莲藕以及小麦玉米，缺

乏规模化种植

富“一”
联“二”
强“三”

二产：发展农副产品加工
业，打造特色农业产品

三产：以多元文化为依
托，以田园观光采摘为
基础，发展旅游产业

一产：精细化农业，大力
发展当地特色花椒、菊花、
莲藕，发展观光采摘农业

p 完善田园观光服务业配套，
设置游客中心。

p 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打造
发展生态乡村。

p 促进土地流转，做强做
优种植产业。

p 田园景观化打造，农业规
模化种植。

p 订单农业、电商农业，品
牌化发展。

p 引进农副产品加工企
业。

以历山村农业为基础，第三
产业为引擎，带动当地产业
发展，构建村庄生态良好基

础

优势带动

加强历山村公共基础服
务设施建设，引导产业

转型

政策支撑



n 产业定位

n 产业总体布局

以现代农业种植、特色产业种植为主导产业，延伸产

业链，发展乡村旅游，鼓励种植大户实行规模化、企业化

经营，建立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深度挖掘 ，引领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总体形成 “一心、两轴、五区、多点”的产业布局结构。

“一心”即由村委会组成的村庄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即沿古风线、村庄主路形成的乡村产业发展轴。

“五区”分别为宜居生活区、传统种植区、莲藕种植、水产

养殖区、花椒种植区。

“多点”包括古槐景点、土地庙、舜王庙、黎明观、农产品

加工、荷花观光、莲藕采摘、垂钓等。

5 村域综合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n 产业用地规划

5 村域综合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保留道路南侧经营性
建设用地0.64公顷；
道路北侧将园地调整
为经营性建设用地，

0.51公顷

产业发展用地布局引导

序
号 名称 规模

（公顷） 类型 模式

第一产业

1 现代农业 260 小麦、玉
米 合作社+农户

2 特色农业 394 菊花、花
椒、莲藕 合作社+农户

第二产业

3 藕粉、菊花初
加工 1.15 莲藕、菊

花 村委+合作社

第三产业

4 纪念馆 0.51 古建 历山村委

5 旅游服务中心 0.73 综合服务
中心 村委+合作社

6 菊花观光、莲
藕采摘垂钓 1.5 历山村委



PART 6  村庄居民点规划

1. 居民点现状分析

2. 居民点布局规划

3. 居民点建设风貌

4. 道路交通规划

5.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6. 基础设施规划

7.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现状分析

Ø 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平均每户宅基面积605平方米）；

Ø 历山村宅基需求大，村庄空心化、低效用地现象明显

（现有1109户，现有宅基868个，其中有235个空闲宅

基）。

n 居民点现状——任家庄居民点

任家庄居民点现状影像

任家庄居民点现状分析

任家庄居民点现状鸟瞰



n 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划定——任家庄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任家庄居民点确定为重点提升类）；

Ø 对村庄边界进行适当规整和扩展；

Ø 与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重叠；

Ø 任家庄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17.53公顷，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18.68公顷。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道路北侧将园地调整
为经营性建设用地，

0.51公顷

其他林地调整为道路
用地、农村宅基用地，

0.80公顷

将园地调整为基础性
设施用地（污水处理

站），0.09公顷

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n 居民点规划——任家庄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任家庄居民点确定为重点提升类）；

Ø 低效用地改造盘活、提升整体居住环境；

Ø 功能置换与提升；

Ø 省道两侧建设管控；

Ø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建设
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H1） 0.00 0 0.00 0 0.00 

农村居
民点建
设用地
（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50.82 7.01 48.35 6.67 -2.47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H22） 1.79 0.25 2.32 0.32 0.52 

经营性建设用地
（H23） 0.71 0.1 1.15 0.16 0.44 

基础性设施用地
（H24） 0.35 0.05 0.55 0.08 0.20 

公园与绿地（H25） 0.00 0 1.33 0.18 1.33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6.03 0.83 0.79 

留白用地（H27） 0.00 0 0.00 0 0.00 

其他建设用地（H28） 0.00 0 0.00 0 0.00 

现有1109户，现有宅基868个（其中任家庄居民点328个）；

规划967户，规划宅基967个（其中任家庄居民点368个）。

规划预留加工
厂用地

现为幼儿园、废弃小学，
规划为敬老院、幼儿园

现为空闲地，规划
为游园、广场

原则上在规划住宅用地以外，不再新增住宅用地，
针对村内宅基需求，采用存量消化，利用现有宅
基内部消化。

党群服务中
心改造升级

现为闲置宅基，规划为游
园、广场

规划新增污
水处理站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现状分析

Ø 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平均每户宅基面积605平方米）；

Ø 历山村宅基需求大，村庄空心化、低效用地现象明显

（现有1109户，现有宅基868个，其中有235个空闲宅

基）。

n 居民点现状——历山居民点

现状影像

历山居民点现状分析

历山居民点现状鸟瞰



n 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划定——历山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历山居民点确定为重点提升类）；

Ø 对村庄边界进行适当规整和扩展；

Ø 与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重叠；

Ø 任家庄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29.00公顷，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29.12公顷。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农村住宅用地调整为
耕地，0.16公顷

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林地调整为农村宅基
用地，0.35公顷

农村住宅用地调整为
耕地，0.09公顷

林地调整为农村住宅
用地，0.11公顷

其他农用地调整为道
路交通用地，0.08公

顷
林地调整为公园与绿
地用地，0.12公顷

乔木林地调整为基础
设施用地，0.12公顷



n 居民点规划——历山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历山居民点确定为重点提升类）；

Ø 低效用地改造盘活、提升整体居住环境；

Ø 功能置换与提升；

Ø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建设
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H1） 0.00 0 0.00 0 0.00 

农村居
民点建
设用地
（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50.82 7.01 48.35 6.67 -2.47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H22） 1.79 0.25 2.32 0.32 0.52 

经营性建设用地
（H23） 0.71 0.1 1.15 0.16 0.44 

基础性设施用地
（H24） 0.35 0.05 0.55 0.08 0.20 

公园与绿地（H25） 0.00 0 1.33 0.18 1.33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6.03 0.83 0.79 

留白用地（H27） 0.00 0 0.00 0 0.00 

其他建设用地（H28） 0.00 0 0.00 0 0.00 

现有1109户，现有宅基868个（其中历山居民点411个）；

规划967户，规划宅基967个（其中历山居民点470个）。

现为废弃学校，
规划为村史馆

现为空闲地，规划
为游园、广场

现为广场、游园，
规划质量提升

原则上在规划住宅用地以外，不再新增住宅用地，
针对村内宅基需求，采用存量消化，利用现有宅
基内部消化。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现状分析

Ø 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平均每户宅基面积605平方米）；

Ø 村庄空心化、低效用地现象明显（现有1109户，现有宅

基868个，其中有235个空闲宅基）。

n 居民点现状——西历山居民点

西历山现状影像

西历山居民点现状分析

西历山现状鸟瞰



n 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划定——历山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西历山居民点确定为基本保障类）；

Ø 对村庄边界进行适当规整和扩展；

Ø 与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重叠；

Ø 西历山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8.77公顷，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8.42公顷。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农村宅基地调整为耕
地，0.21公顷

现状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规划居民点建设用地边界

农村住宅用地调整为
耕地，0.23公顷



n 居民点规划——西历山居民点
Ø 分类管控，合理控制村庄建设（集聚提升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西历山居民点确定为基本保障类）；

Ø 低效用地改造盘活、提升整体居住环境；

Ø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

6 村域综合规划——居民点规划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建设
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H1） 0.00 0 0.00 0 0.00 

农村居
民点建
设用地
（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50.82 7.01 48.35 6.67 -2.47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H22） 1.79 0.25 2.32 0.32 0.52 

经营性建设用地
（H23） 0.71 0.1 1.15 0.16 0.44 

基础性设施用地
（H24） 0.35 0.05 0.55 0.08 0.20 

公园与绿地（H25） 0.00 0 1.33 0.18 1.33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6.03 0.83 0.79 

留白用地（H27） 0.00 0 0.00 0 0.00 

其他建设用地（H28） 0.00 0 0.00 0 0.00 

现有1109户，现有宅基868个（其中西历山居民点129个）；

规划967户，规划宅基967个（其中西历山居民点129个）。

现为空闲地，围绕古树规划为活动广场
原则上在现有住宅用地基础上，不再新增住宅用
地，对现有建设用地边界进行优化，配套满足居
民日常需求的文化活动广场。



n 道路交通现状

Ø 涉及村道用地（田间路）、村庄内部道路以及公路用地

Ø 道路宽度在3-8米

Ø 内部有部分断头路、钉子路

Ø 现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居民使用需求，主要停放于门前空

地、道路边上，缺乏统一管理，比较混乱。

Ø 村庄现状道路系统完善，内外交通便捷，满足现状需求

6 村域综合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系统比较完善，基本满足现状需求

任家庄居民点                                                             历山、西历山居民点



n 道路交通规划
Ø 村域道路系统不做大幅调整；

Ø 基于未来发展需要，优化路网结构，适当增加道路；

Ø 利用空闲地合理规划停车场。

6 村域综合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前                                                                              规划后



n 道路交通规划
Ø 村域道路系统不做大幅调整；

Ø 基于未来发展需要，优化路网结构，适当增加道路；

Ø 利用空闲地合理规划停车场。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道路交通用地（H26） 5.24 0.72 6.03 0.83 0.79 

对外交通用地（H4） 6.41 0.88 6.41 0.88 0.00 

6 村域综合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n 道路竖向规划

Ø 庭院高于道路30厘米

Ø 院落主房室内底层标高高于庭院50厘米

Ø 院落辅助用房底层标高高于庭院30厘米

Ø 村内所有建筑的标高都以相邻道路的标高为准控制

统一地平、统一高度、归排管理

6 村域综合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n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6 村域综合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类型 名称 数量 位置

行政管理 村委会 1处 任家庄

教育 幼儿园 1处 任家庄

医疗卫生 卫生室 2处 任家庄、历山

社会福利
日间照料中心 无

乡村书屋 1处 任家庄

文化体育

健身设施场地 3处 任家庄、历山、
东历山

游园 2处 任家庄、历山

舞台 2处 任家庄、历山

商业 商店 5处 任家庄、历山

现缺养老服务设施。



改造低效用地，构建两级公服体系

n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Ø 规划保留原村委会、游园广场

Ø 规划将历山1处低效用地改造为村史馆，任家

庄1处低效用地保留幼儿园，其余改造为敬老

院

Ø 规划其他6处现状低效住宅用地，结合周边环

境，均规划为绿地广场、停车场等

6 村域综合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二级分类
现状基准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79 0.25 2.32 0.32 0.52



Ø 给水

供水普及率100%，可满足现状用水需求。

Ø 排水

历山村现状为雨污合流，顺应地势排入周边农田，污水未

实现集中处理。

Ø 电力

村庄电源引自原村35kv变压站，现状共有10台变压器，电

力电信线均全覆盖，可满足村民目前生活需求，但电力线

路较为混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取暖需求还得不到满足。

现历山村整体未实施煤改电，为改善现状条件，促进煤改

电项目，规划需增加变压器。

Ø 电信

村庄目前已经实现互联网宽带全覆盖。全村100%以上的

家庭安装了互联网宽带。

Ø 供热

现状村庄未接入燃气和供热管网。供热方式大部分为燃煤，

通过燃炉或者自家小锅炉，在采暖的同时可以进行日常

的烹煮。

Ø 环卫设施

1.垃圾处理

现状历山村均为村民自行处理，缺乏分类处理及垃圾统一

处理。

2.厕所

村内现有2处公共厕所。居民家庭厕所均为旱厕。

Ø 标识

现状村庄进村入口均设有村牌标识，但村庄内部缺少交通

标识、警示标识、指示标识，村内整体标识系统缺乏，

有待完善

排水设施有待完善，电力线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庄标识有待提升完善。

n 基础设施现状

6 村域综合规划——基础设施规划



n 基础设施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共建共享。

6 村域综合规划——基础设施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                                                               排水工程规划



n 基础设施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共建共享。

6 村域综合规划——基础设施规划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燃气工程规划



n 基础设施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共建共享。

6 村域综合规划——基础设施规划

环卫工程规划                                                             综合防灾工程规划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历山村现有7处历史环境
要素，分别为历山遗址、历山舜井、黎明观遗址、古槐、
东历山东遗址、东历山舜王庙正殿、任家庄文昌阁遗址，
其中历山遗址、历山舜井、黎明观遗址、古槐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其余尚未定级，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标准》（GBT 50357-2018）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整治
方式为修缮。

n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6 村域综合规划——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名称 保护级别 地址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历山遗址 县保 永乐镇历山村南
舜庙遗址四周各至

300米
自保护范围起，
四至各延伸10米

历山舜井 县保
永乐镇东历山村

中
四至各10米 自保护范围起，

四至各延伸10米

黎明观遗
址

县保
永乐镇东历山村

东1000米

东至崖边，西至庙院
中心向西200米，南
至东历山村东侧乡村
土路，北至庙院中心

向北200米

古槐 县保 永乐镇西历山村 四至各20米

东历山东
遗址

尚未核定为
保护单位

 永乐镇历山村
东历山自然村东

南侧

舜庙遗址四周各至
300米

自保护范围起，
四至各延伸10米

东历山舜
王庙正殿

尚未核定为
保护单位

 永乐镇历山村
东历山自然村中

自保护范围起，
四至各延伸10米

任家庄文
昌阁遗址

尚未核定为
保护单位

 永乐镇历山村
任家庄自然村南

50米

自保护范围起，
四至各延伸10米



PART 7  人居环境整治

1. 村庄入口风貌整治

2. 村内交通综合整治

3. 村内公共服务设施整治

4. 住宅户型选型



7 人居环境整治

n 景观小品设计



n 村内交通综合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措施：
1.路面修复。
2.道路两侧土墙更换为砖墙，同时可增加文化墙。
3.道路两侧增加绿化树种（以低矮植物为主），形成良好的绿化景观效果。



n 村内交通综合整治——道路绿化改造提升

7 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措施：
道路两侧增加绿化树种与层次，形成良好的绿化景观效果。



n 村内景观提升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利用村内闲置地规划建设健
身广场、街头小游园；在广
场、游园内部布置健身器材、
座椅等设施，为村民提供便
利的服务。



n 村内景观提升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措施：
利用历山东北角的闲置地规划街头小游园；游园内部设置花架、凉亭、
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座椅等设施，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n 村内景观提升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措施：
利用历山村西北角道路交叉口的闲置地规划1处小游园；游园内部设
置公厕、小型的活动场地、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座椅等设施，为村
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同时临路布置停车位，满足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



n 村内景观提升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措施：
利用任家庄村主路旁的闲置地规划1处健身广场，在广场内部布置健
身器材、座椅等设施，为村民提供便利的服务。



n 村内公共服务设施整治

7 人居环境整治



n 住宅户型选型

7 人居环境整治



n 住宅户型选型

7 人居环境整治



n 住宅户型选型

7 人居环境整治



PART 8  近期建设与规划实施

1. 近期建设项目

2. 规划实施保障



1 近期建设项目

序
号

项目
名称

整治
类别 整治内容 项目规

模
建设
标准

经费
概算

建设时间
（万
元）

1 道路
交通
设施
工程

改造 道路硬化 6124
㎡

85元/
㎡ 52.05 2021-

2023

2 新建 利用闲置宅基
地布置停车场 —— —— 10 2023-

2025

3

排水
工程

新建 排水管道 11700 400元
/m 468 2021-

2023

4 新建 污水处理站 2处 —— 300 2021-
2023

5 新建 排水渠 4100 150 61.5 2021-
2023

6
公共
服务
设施

改造
历山老学校改
造为村史馆、
农耕文化馆

0.5ha —— 20 2021

7 改造 现有小学改造
为敬老院 0.95ha —— 20 2023-

2025

8 新建 任家庄新建广
场

1100
㎡

200元
/㎡ 22 2023-

2025
9 人居

环境
新建 巷道绿化 500m —— 5 2021

10 整治 巷道美化 200m —— 15 2021

合计 973.
55

近期建设项目汇总表



2 规划实施保障

一、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管理

村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巩固成果，必须加强村庄规划的法制建设，维护规划的权

威性，服从规划管理。加强宣传，通过传播媒体和各类展览形式，多层次广泛地宣传规划，全面提高村民

的规划意识和素质，增加规划的公众参与程度，从而使村民自觉服从规划，并严格遵守村庄建设管理制度。

二、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一）充分发挥村集体作用

村集体是规划实施的主体组织，要明确规划对村庄发展的指导和约束力，将规划确定的内容和实施方

式详细推行到全部村民，制定共同执行的政策和纲领，全面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1.村民管理委员会应结合规划指导村民的住宅建设，对村庄建设活动实施管理及监督。

2.在规划范围内，按照规划要求新建或改建的农民住宅竣工后，经过村委会验收。

3.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农用技术或务工职能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致富、市场竞争及自主发展能力，

凡农民积极主动参加政府组织农业技术培训的，通过学习考试并获得通过的，村集体组织应适当给予一定

物质奖励。

4.鼓励和引导农民自发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如农产品经销中心、特色农产品收购销售点、农家乐

组织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搞活农产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

（二）积极争取各类资金

积极争取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支持，多方筹集资金、项目和技术资源，积极争取农业、林

业、水利、国土、农机、扶贫等部门的技术补助资金，多方引进社会资金。



2 规划实施保障

（三）村庄规划执行与落实
1.宣传引导
坚持农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的方针和农民自愿、政府支持的原则，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

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广泛宣传，激发广大村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引导村民正确认识村庄整治同自身利
益的关系，使村民们能够事前了解，事中参与，事后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美化建设村庄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村庄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把村民当前最关心、最急迫的事项作为近期
的建设重点，通过建设成效的展示，使群众切实感受到村庄规划的实惠。

2.土地支撑
规划在实施前涉及到耕地及其他保留用地时必须征求当地土地部门意见，避免占用基本农田用地。根

据“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让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
包经营权。促进承包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支持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

互换：集中村庄剩余的分散地块，方便耕种，实现连片经营，不增加土地经营规模。转让对象为其他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相当于把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剩余期限的土地使用权。

入股：承包户之间的流转方式，承包户以土地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有助于改变承包户分散经营
的状况，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户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

3.房屋政策支撑
根据“不新增建设用地”的规划原则，对村内现有的闲置院落进行确权登记、统一管理，探索房屋产

权的流通制度，以出租、转让、入股等形式盘活现有房屋资源。
村集体成立合作社或相关组织，将规划新增的内容逐步落实到适当的用地建立农业加工、公共服务或

旅游开发体系，参与村民可一次性买断使用权、或以房代资，取得相应收益。



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