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西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规划公示（一）

公示说明：
揭西县城乡规划局组织编制了《揭西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本规划），规划方案已完成。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规划

向公众进行公示，公开征询公众对本规划的意见和建议，以使报

告更加科学合理。

本规划是揭西县县域乡村发展与建设的基本依据。范围内的

一切规划建设及土地利用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

1、公示时间：30日

2、公示期限：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1月9日

3、意见反馈方式：

公示电话：0663-5527798

电子文件反馈邮箱：jxxcsghj@qq.com

信函反馈邮寄地址：揭西县城乡规划局二楼规划股

有效反馈意见期：电子邮件以收到时间在公示期内有效，信函文

件以邮戳在公示期内有效。

有效反馈意见：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如

反馈意见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无法及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

为无效意见。

查询网址： 

http://zwgk.jiexi.gov.cn/xxgk/OpenInfoView.action?theID=

11923

揭西县城乡规划局

公示内容：
一、规划范围

揭西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范围为揭西县行政辖区范围，包

括1个街道办事处、15个镇、1个乡和4个国营农林场，行政管辖

区全域的280个行政村，1404个自然村，面积约1348平方公里。

二、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到2025年全县乡村地区建设成为

潮客特色美丽乡村、

城乡统筹示范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区。
到2035年全县乡村地区建设为富有潮客特色的

“美丽、宜居、富强、魅力”美丽乡村，
实现全县乡村地区人居环境品质全面提升。

2.分目标：推进生态环境改善，打造村容整洁的“美丽乡

村”；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舒适便捷的“宜居乡村”；突

出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生产高效的“富强乡村”；注重文化传

承创新，打造潮客特色的“魅力乡村”。

三、乡村体系规划

在县域整体空间格局的基础上，从城镇视角统筹出发，再

到乡村视角发展引导，通过建立分区体系（划定不同的类型区

加强分片空间治理）+村镇体系（村镇分类分级体系指导乡村建

设）的完整乡村体系，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特色乡镇（资源

集聚型）—一般镇—中心村（城市聚合型、强村带动型、多村合

并型、搬迁安置型、村庄直改型）—新农村（特色村、一般村）

多级平台，强调“城—镇—村”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以空

间分区为单元的多要素城乡体系结构来指导县域乡村建设。

四、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1.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持续实施“一

镇一品”策略，培育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发展新型业态。

2.推进农业与加工业融合，支持农村特色加工业发展：农

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培育农产品加工集聚区。

3.推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实现全域旅游发展：坚持全域

旅游发展理念，点、线、面结合，形成“生态、人文、农业”

三位一体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构建“旅游景区—特色小镇—
乡村旅游景点”3个层次，差异互补联动发展。

揭西县分区体系规划图

揭西县村镇体系规划图

五、乡村用地规划

依照《揭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调整完善方

案》，规划到2020年，揭西县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面积

7167.09公顷，占行政区总面积5.32%，其中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6123.34公顷，占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面积的85.44%，城镇用

地面积1043.75公顷，占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面积的14.56%。

揭西县旅游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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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综合平台提质建设：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互

补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完善农村综合服务体系。

教育设施规划：推进中小学结构调整，城边村与镇中心、

远郊村与中心村小学融合发展，统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力

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县。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健全以县级医疗卫生设施为龙头、以

中心卫生院和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站为

网底的县、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

文化体育设施规划：推进基础文化设施全覆盖，加快完善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成城市“十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

圈”。构建县镇村三级体育服务网络。

商业服务设施规划：全面实施农村养老服务“幸福计划”，

建设村级小型托老的养老服务中心和养老服务站。

社会福利设施规划：升级乡镇商业服务，加快发展乡村电

子商务。

旅游配套设施规划：构建合理的旅游服务体系，全面提升

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建立健全三级服务体系，实现集散中心信

息、服务共享。

八、乡村风貌规划

将揭西全县按照地貌特征、发展状况等条件，划分为山区

和山谷、平原及城镇化地区3个风貌大类，再依据地理特征、

城镇发展阶段及田园景观划分为9个风貌分区，即李望嶂自然

保护风貌区、大北山森林山地风貌区、西部上砂山地风貌区、

南部石内山水风貌区、县城城镇风貌区、东部城镇风貌区、西

部药材种植风貌区、中部综合农业风貌区、东部蔬果种植风貌

区，并根据各风貌分区现状特征，提出相关规划建设指引。

给水设施规划：结合县域范围内已编制的相关规划，根据

各村居人口和用水情况，县域统筹，按需设置，区分两大供水方

式，针对性进行给水设施建设。规划集中式供水村庄233个以及

分散式供水村庄47个，其中保留现状水厂3个，扩建现状水厂1个    
新增水厂15个。

污水设施规划：揭西县村庄排水体制统一采用分流制，较

困难的村庄可先采用合流制再过度为分流制，同时建立全域覆盖

的立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体系。规划接入市政管网村庄112个 、联

村污水处理村庄116个以及单独处理村庄52个，其中保留现有污

水厂2个、 扩建污水处理厂1个并新增污水处理厂17个。

环卫设施规划：构建“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清运、

县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到2020年末，村庄保

洁覆盖面达到100%，行政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5%。

电力设施规划：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逐步提高电能质量，

推进光伏发电建设力度，规划220kV变电站4处 ，110kV变电站20
处。

综合防灾体系规划：重点完善沿河堤坝以及河流综合整治

工程，加强排洪渠工程建设，加快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和农村

重点易涝区治理，提高农田排涝能力， 沿村庄主供水管道设置

室外消火栓，完善消防通道建设。

七、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

构建以城乡生活圈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基于农村居民的

出行距离、使用频率、设施服务半径来构建乡村生活圈，并通过

交通、地形、水资源等因素对生活圈的设施配置进行修正和补充。

基本生活圈（一般村/特色村）集中布置居民生活所需的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如幼儿园、公共

服务站、文化室、文明宣传设施、卫生站、户外休闲活动广场等。

一次生活圈（中心村）内应配置幼儿园、小学、公共服务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二次生活圈（特色镇/一般镇）

应重点配置小学、初级中学、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互动服务中心、

卫生院等，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三次生活圈（县城/
中心镇）范围应配置职业学校、高等院校、综合服务平台、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综合医院、体育馆等。

六、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交通设施规划：稳步推进新农村公路建设，进一步落实乡

村主要道路与骨架路网的衔接，合理确定旅游道路专线等级与

断面，打造便捷出行的农村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慢行交通系统，

形成骨架清晰、分工明确、内优外达、服务便捷的一体化综合

交通系统。
揭西县综合交通规划图

揭西县乡村风貌分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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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引

将村庄分为基本保障、环境改善和特色营造三个阶段类型：

基本保障型村庄是指村民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缺乏保障，村庄

内外交通较差，基本生活条件尚未完善的村庄；环境改善型村

庄是指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完善，但是“脏乱差”现象普遍，农

房风貌杂乱，亟待开展村庄环境整治的村庄；特色营造型村庄

是指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村容村貌整洁，

正在通过整合提升特色优势、创建美丽乡村的村庄。

依据田园景观特征的差异，确定揭西县三大山地自然景观风

貌分区，分别为西部药材种植风貌区、中部综合农业风貌区、东

部蔬果种植风貌区，并根据各风貌分区现状特征，提出相关规划

建设指引。

依据城镇发展阶段的差异，确定揭西县两大城镇化风貌分区，

分别为县城城镇风貌区、东部城镇风貌区，并根据各风貌分区现

状特征，提出相关规划建设指引。

八、乡村风貌规划

依据地理特征的差异，确定揭西县四大山地自然景观风貌分

区，分别为李望嶂自然保护风貌区、大北山森林山地风貌区、西

部上砂山地风貌区、南部石内山水风貌区，并根据各风貌分区现

状特征，提出相关规划建设指引。

青瓦

p山地自然景观风貌区建筑形式意向

中式门窗 乡土材料勒
脚

客家风格构件 人字坡屋
顶

白墙

p山地自然景观风貌区文化元素展
示

p山地自然景观风貌区乡土元素景
观意向

p山地自然景观风貌区田园风光元
素展示

茶文化 红色革命文化 宗族文化

农具小品山间小径山间小桥

茶砂糖橘鹰嘴桃

潮汕风格厝角
头

p乡村田园景观风貌区建筑形式意
向 新中式门

窗

p乡村田园景观风貌区文化元素展
示

p乡村田园景观风貌区乡土元素景
观意向

p乡村田园景观风貌区田园风光元
素展示

白墙灰瓦

潮汕地区民房意
向

客家风格构件 人字坡屋
顶

白墙灰瓦

客家地区民房意
向

中医药养生文化 木雕文化 农耕文化

农家小品乡间小径小桥

蔬菜基地五彩田园药材基地

瓷砖外墙，白、灰、褐色主
色调

p城镇化风貌区建筑形式意向

简约风格门
窗

3-5层建筑

新中式屋
顶

栏杆

p城镇化风貌区文化元素展示

p城镇化风貌区乡土元素景观意向

p城镇化风貌区田园风光元素展示

三山国王文化 潮汕文化

廊架古井小品小桥

淮山水田蔬菜

类别 项目 建设指引

村庄规划
编制整治创建

规划
突出环境整治，明确整治项目名称、整治内容、整治主体、资金筹措、整治时序
等，纳入村规民约。

整治村庄环
境

三清理
1.完成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
2.完成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
3.完成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清理。

三拆除
1.完成危旧房、废弃猪牛羊栏及露天厕所茅房拆除工作；
2.完成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工作；
3.完成非法违规商业广告、招牌等拆除工作。

三整治
1.整治垃圾乱扔乱放；
2.整治污水乱排乱倒；
3.整治“三线”（电力、电视、通信线）乱搭乱接。

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

村道硬化
自然村基本完成村内道路硬化，通200人以上自然村完成村道路面硬化，乡镇
（街道）通行政村公路达到安全通客车条件。

垃圾处理 基本完成村庄收集点、保洁员及相关清洁设备配置，没有乱扔乱放垃圾情况。

污水处理
自然村基本实现雨污分流、污水排放管道收集或暗渠化和人畜分离，家畜集中圈
养，没有出现污水乱排乱倒情况。

厕所改造 行政村配建1个标准化公厕，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100%。
集中供水 自然村实现集中供水全覆盖。

完善公共服
务配套

公共设施
1.推进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
2.完善农村综合公共服务站；
3.推进图书室建设；

农房建设 住房保障 完成危房改造任务，农民住房基本需求得到保障。

推进基层治
理

基层组织
建设

村党组织具备领导和发动村民开展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能充分
发挥自然村村民理事会、新乡贤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组织村民开展村庄环境
整治、公益设施建设、日常维护管理和保持村内稳定。

类别 项目 建设指引

村庄规划 编制村庄规划 明确整治创建内容以及农房建设、风貌管控要求，并纳入村规民约。

提升村庄环境

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村容村貌干净整洁。

村庄美化绿化
1.农户房前屋后院内、村道巷道、村边水边、空地闲地实现绿化美化；
2.村域内现有水面、水质得到有效保护，河道水质达到功能区划要求，基本消除
村庄黑臭水体。

完善基础设施

村道硬化 自然村完成村道路面硬化，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

垃圾处理
村庄收集点、保洁员及相关清洁设备配置齐全，生活垃圾实现定期有效收集转运
处理。

污水处理
建有覆盖所有自然村的污水处理设施，村庄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弃物有效处理
或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厕所改造
基本完成“厕所革命”，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管护长效机制健全。

集中供水 自然村集中供水覆盖率稳定达到100%。

完善公共服
务配套

公共设施

1.全面完成卫生服务站规范化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
中心（站），具备自然村通安全优质电、通广播电视、通物流快递、通光纤信
息网条件，行政村通客运车辆；
2.根据群众需要建有幼儿园、养老设施、公厕、防灾减灾、治安防护、体育等
配套及公益设施。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

农房建设

农村危房改造 加快推进危旧房改造。
旧村改造 开展旧村改造，特别是“空心村”整治。
住房管理 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程序，基本实现外观整洁、建设有序和管理规范。

村庄风貌管控 加强农房建设的风貌管控，保持村庄空间尺度、传统风貌不受破坏。

公共空间建
设

村口特色化建
设

对村口节点环境进行特色化改造。

滨水及道路沿
线建设

强化滨水地区和道路沿线的绿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景观与形象界面； 

开展公共空间
多样化改造

对村庄现有的公共开敞空间进行改造，加强景观设计和绿化建设。

特色传承和
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

基本达到省级文明村创建要求，村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
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

促进农民增收
培育发展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村闲置资产和资源得到有效盘活利用，农民
广泛就业，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完善基层治
理

长效管护机制
1.农村基础设施维护有稳定资金来源；
2.建立村民参与村庄基础公共设施运行维护共管机制，村内有稳定的保洁、管
水、治污队伍。

基层组织
建设

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的农村组织体系。村规民约和民主公开制度
比较健全，村党组织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自然村村民理事会、新乡贤及其他
社会力量的作用明显，村民主动参与村内各项建设、监督和管护，没有发生涉
农群体性事件。

揭西县分类体系规划图

基本保障型村庄整治指引表

环境改善型村庄整治指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