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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总则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1号）以及中央农办等五部委《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

见》（农规发〔2019〕1号）要求，深入学习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规划先行的经验，特编制《重庆市长寿区村布局规划（2019-2035）》。

（二）规划范围

本规划编制范围为长寿区全域 1424平方公里，共涉及 221个行政村。

（三）规划时限

本规划时限为 2019年—2035年。

（四）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

3、《重庆市长寿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4、《重庆市长寿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年编制）》；

5、《重庆市长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6、《重庆市长寿区乡村旅游总体规划（2016-2025）》

7、《长寿区四好农村路线位规划图》

8、长寿区多规合一数据库；

9、长寿区林业、旅游、文物、地质灾害等普查资料。

（五）规划作用

村布局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村布局规划是区县国土空间

规划的专项规划，是指导编制村规划的重要依据，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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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底分析

（一）社会经济

1、产业分布

通过对全区各村产业分析，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占大部分，共计 196个，

占比 88.69%，以工业、矿业、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村共计 6个，占比 2.71 %，

重点发展乡村旅游或服务业的村共计 19个，占比 8.60%。

图 1 长寿区村产业分布图

2、农村居民点

长寿区共有农村居民点约 23052个，主要以小于 1公顷的小型居民点为主，

共有 21218个；大于 5公顷的大型居民点共计 13个，最大的位于云台镇黄葛村。

长寿区居民点主要集中于沿长垫线轴线上，主要分布在镇区附近或者平坦地区，

地势陡峻的山区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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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二）交通区位

通过分析全域各村距离不同目的地的车程距离（距重庆主城、长寿城区、各

镇镇区），可得出各村交通条件情况。136个村对外交通条件好，65个村对外交

通条件较好，有 20个村对外交通条件较差。

图 3 长寿区各村对外交通条件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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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本底

1、山

通过对全区地形模拟分析，拥有丰富山地资源的村共有 92个，其中村域界

限完全位于山脉的有三合村、桥坝村、楠木院村、玉华村、永丰村、黑岩村等

13个村。

图 4 长寿区地形高程分析图

2、水

长寿区共有 19条区级河流，干流大多位于中轴线附近，呈南北走向贯穿全

域。

19条区级河流流经的村共计 127个，占长寿区行政村数量的 57.47%，河岸

两侧自然风光优美，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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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寿区水系分析图

3、林

长寿区有公益林约为 29455.47公顷，占长寿区面积 20.7%，其中地方公益林

21025.11公顷，国家公益林 8430.36公顷。各村基本上都拥有林业资源，公益林

面积占村域面积排名前十的均超过了 60%，其中洪湖镇分布有国家公益林的村数

量最多，达到 14个。

图 6 长寿区林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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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

长寿区总共有耕地约 66992.93公顷，占全域面积 47.13%，其中旱地 33474.87

公顷，水田 33422.97公顷，水浇地 95.09公顷。

基本农田约为 44102.76公顷，全区除石盘村、三观村、渡舟村、东海村、

回龙村以外均涉及基本农田，其中石堰镇基本农田面积最大，为 139.41公顷。

图 7 长寿区田地分析图

图 8 长寿区基本农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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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

长寿区境内有两个较大的湖泊资源，分别为长寿湖和大洪湖，其中长寿湖面

积约为 4515.46公顷，大洪湖面积约为 928.27公顷。长寿湖与大洪湖岸线非常广

阔，共有 31个村与其相邻，丰富的湖泊资源造就了和谐的生态环境。

图 9 长寿区长寿湖、大洪湖

6、草

长寿区境内有草地面积约为 5581.41公顷，主要的类型有高覆盖度草地、绿

化草地、护坡灌草和其他人工草地。其中以高覆盖度草地为主，面积约为 5164.4

公顷，占总草地面积的 92.53%。草地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江南街道和八颗街道，

面积分别达 728.95公顷和 511.76公顷。

图 10 长寿区草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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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要素

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四山管制、风景名胜保护区、森林公园保护区、水源

保护区等限制性要素边界的叠加分析，可得出长寿区各村的生态敏感度，其中生

态敏感度高的有 32个村，生态敏感度中的有 14个村，生态敏感度低的有 175

个村。

图 11 长寿区各村生态敏感度分析图

（五）历史人文

通过对全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性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叠加分析，可得出全区历史人文要素丰富的村主要集中在东部长寿湖

镇和邻封镇龙溪河流域一带，以及长寿区的中北部小城镇周边。

图 12 长寿区各村历史人文情况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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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分类布局规划

（一）村分类依据

1、将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确定为集聚提升类。

2、将城市近郊及区县城城关镇（街道）所在地村，确定为城郊融合类。

3、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

特色资源丰富的村，确定为特色保护类。

4、将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因重

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确定为搬迁撤并类。

（二）村分类布局

根据各村的区位条件、人口变化、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和发展趋势等，突出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合理划分各村类别。按照特色保护、城郊融合、搬迁撤并、

集聚提升的发展思路，分类推进乡村规划发展。

经划分，长寿区 221个行政村中：集聚提升类村 160个，占比 72.40%；城

郊融合类村 38个，占比 17.19%；特色保护类村 7个，占比 3.17%；搬迁撤并类

村 16个，占比 7.24%。

表 1 长寿区村分类统计表

村类型 数量（个） 占比

搬迁撤并类 16 7.24%

城郊融合类 38 17.19%

集聚提升类 160 72.40%

特色保护类 7 3.17%

总计 221 100.00%



10

图 13 长寿区村分类布局规划图

三、集聚提升类村

（一）划定方案及分布情况

将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划定为集聚提升类村，此

类村主要分布在城镇规划区以外区域，全区共计 160个。

表 2集聚提升类村统计表

村类型 街镇名称 数量（个） 村名称

集聚提升

类村

（160个）

凤城街道 3 走马村、永丰村、长风村

新市街道 2 新同村、新合村

菩提街道 1 东新村

晏家街道 1 十字村

八颗街道 6 新桥村、幸福村、曙光村、石马村、武华村、高新村

渡舟街道 3 高峰村、河塘村、天桥村

江南街道 3 五堡村、扇沱村、天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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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湖镇 10
响塘村、紫竹村、红光村、石回村、龙沟村、两桂村、

大石村、玉华村、石岭村、花山村

但渡镇 7
双河村、曾祠村、但渡村、龙寨村、升高村、未名村、

兴同村

葛兰镇 15

沙河村、龙井坎村、兰兴村、中华村、天宝村、天台村、

黄家坝村、潼观村、天福村、南中村、白云村、罗岩村、

塘坝村、烟坡村、湾丘村

邻封镇 8
保家村、三化村、焦家村、庙山村、石心村、上坪村、

上硐村、青观村

石堰镇 20

海天村、金星村、普子村、狮子村、麒麟村、兴隆村、

石坝村、新寨村、石堰村、燕耳村、大塘村、朝阳村、

木耳村、雨台村、兴庄村、高庙村、石安村、新滩村、

干坝村、义和村

海棠镇 9
海棠村、庄严村、土桥村、古林村、龙凤村、小河村、

建生村、金子村、清泉村

云集镇 11
万寿村、飞龙村、雷祖村、玉龙村、福胜村、华中村、

青丰村、尖峰村、大胜村、大同村、玛瑙村

双龙镇 10
天堂村、龙滩村、长寿寨村、连丰村、群力村、红岩村、

联合村、尖山村、谷黄村、飞石村

洪湖镇 13

表耳村、草堰村、称沱村、凤凰村、坪滩村、普兴村、

梯子村、永顺村、芦池村、黑岩村、三合村、五龙村、

码头村

万顺镇 8
万顺村、院子村、东风村、万花村、白合村、四重村、

垭口村、石龙村

云台镇 13

桥坝村、拱桥村、八字村、利民村、八角村、寨口村、

小岩村、安坪村、应祝村、黄葛村、鲤鱼村、梅沱村、

青云村

龙河镇 17
仁和村、堰塘村、永兴村、长安村、合兴村、明丰村、

明星村、九龙村、保合村、四坪村、咸丰村、太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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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堰村、龙河村、金明村、盐井凼村、骑龙村

图 14 集聚提升类布局规划图

（二）集聚提升类—区域带动型规划指引

1、此类区域带动型村共计 26个，涉及红光村、石回村、但渡村、焦家村、

兴隆村、石堰村、大塘村、雨台村、义和村、海棠村、土桥村、飞龙村、华中村、

天堂村、称沱村、凤凰村、芦池村、三合村、万顺村、八字村、寨口村、黄葛村、

青云村、仁和村、合兴村、龙河村。

2、规划指引：加强对老乡场的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应与周边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起

到区域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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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集聚提升类—区域带动型布局规划图

（三）集聚提升类—规模农业型规划指引

1、现代畜牧养殖园（22个村）：

（1）涉及村名：石堰村、明星村、九龙村、石坝村、天宝村、石安村、麒

麟村、新同村、中华村、长寿寨村、兰兴村、黄家坝村、普子村、骑龙村、新合

村、飞石村、潼观村、狮子村、龙井坎村、沙河村、天台村、雨台村。

（2）规划指引：结合现代畜牧养殖园的产业基础，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和

经验，完善该区域污染源的监管和治理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现代畜

牧循环产业体系。

2、现代农业种植园（21个村）：

（1）涉及村名：谷黄村、明丰村、联合村、四坪村、青观村、龙河村、群

力村、盐井凼村、天堂村、咸丰村、响塘村、太和村、保家村、金明村、保合村、

河堰村、尖山村、连丰村、龙滩村、合兴村、红岩村。

（2）规划指引：依托现代农业园区的辐射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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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应加强产业联系，延长现代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的多重功能，打造特色农

业和精品农业。

3、长寿柚种植园（12个村）：

（1）涉及村名：河塘村、石回村、上坪村、三化村、未名村、龙寨村、高

峰村、焦家村、石心村、天桥村、上硐村、庙山村。

（2）规划指引：依托长寿柚种植基地的产业基础，注重品种更新和技术更

新，加强特色品牌的打造。

图 16 集聚提升类—规模农业型布局规划图

（四）集聚提升类—乡村旅游成片发展型规划指引

1、城市乡村绿道走廊（2个村）：

（1）涉及村名：东新村、高峰村。

（2）规划指引：依托阳鹤山森林资源和城市近郊的区位优势，各村应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乡村环境整治，为城市休闲提供慢行廊道。

2、龙溪滨水乡村走廊（15个村）：

（1）涉及村名：但渡村、谷黄村、石回村、上坪村、红光村、龙河村、未

名村、龙寨村、走马村、咸丰村、响塘村、太和村、上硐村、曾祠村、紫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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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指引：依托龙溪河-长寿湖宽阔的水面空间和良好的生态景观，注

重生态资源的挖掘，沿线的村应完善与重要景点道路衔接，形成连续贯通的滨水

廊道。

3、慢城休闲乡村走廊（21个村）：

（1）涉及村名：黄葛村、明丰村、四坪村、寨口村、小岩村、海天村、石

安村、八字村、群力村、天堂村、青云村、保合村、河堰村、连丰村、龙滩村、

木耳村、骑龙村、合兴村、梅沱村、应祝村、鲤鱼村。

（2）规划指引：结合慢城项目、土地整治和现有乡村旅游点，各村加强配

套设施建设和乡村风貌整治，加强各村联系，形成贯通的乡村旅游特色走廊，打

造乡村休闲旅游特色产业。

4、明月山地乡村走廊（17个村）：

（1）涉及村名：凤凰村、新桥村、塘坝村、表耳村、黑岩村、桥坝村、万

顺村、烟坡村、芦池村、四重村、拱桥村、东风村、万花村、院子村、干坝村、

义和村、湾丘村。

（2）规划指引：充分挖掘明月山及大洪湖区域优良的生态资源，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适当发展养生，休闲等生态旅游产业，同时注重生态保护。

图 17 集聚提升类—乡村旅游走廊型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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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聚提升类—其他类型规划指引

1、此类区域带动型村共计 63 个，涉及草堰村、白合村、梯子村、坪滩村、

普兴村、永顺村、垭口村、石龙村、五龙村、十字村、石马村、曙光村、幸福村、

高新村、罗岩村、白云村、南中村、天福村、燕耳村、八角村、利民村、小河村、

龙凤村、古林村、庄严村、建生村、金子村、清泉村、应祝村、梅沱村、鲤鱼村、

木耳村、新滩村、新寨村、兴庄村、朝阳村、高庙村、长安村、玉龙村、雷祖村、

玛瑙村、万寿村、福胜村、大胜村、尖峰村、青丰村、大同村、石岭村、花山村、

大石村、玉华村、龙沟村、两桂村、兴同村、双河村、升高村、长风村、永丰村、

扇沱村、五堡村、天星村、武华村、码头村。

2、规划指引：

（1）承接镇域辐射，考虑村自身发展需求，加快产业现代化进程。

（2）完善道路系统，加强村与村，村与镇区、城区的交通联系，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土地整治。

图 18 集聚提升类—其他类型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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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郊融合类村

（一）划定方案及分布情况

将 221个行政村村界与法定总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叠加，其中 38个村位于

中心城区或重点镇区建设用地范围周边，属于城郊融合类。

表 3城郊融合类村统计表

村类型 街镇名称 个数 村名

城郊融合

类 36 个

凤城街道 4 陵园村、过滩村、古佛村、白庙村

新市街道 5 河石井村、新市村、红土地村、堰耳沱村、东门村

菩提街道 2 红花村、阳鹤村

晏家街道 4 石盘村、金龙村、龙门村、沙塘村

八颗街道 6
付何村、 美满村 、丰胜村、 干滩村、 鹿坪村、

梓潼村

渡舟街道 8
白果村 、保丰村、 甘蔗村 、果园村、 黄连村、

太平村、 新道路村、 堰桥村

江南街道 4 大元村、 龙桥湖村、 锯梁村、 大堡村

葛兰镇 5 葛兰村 、冯庄村、 盐井村、 金山村、枯井村

图 19 城郊融合类村布局规划图

（二）发展通则指引

1、产业

村产业应统筹城乡，整体规划。鼓励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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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特色种养殖，如具有观赏和使用价值的花卉苗木以及认养农场等创新养殖，

为城镇居民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产品；倡导依托特色种养殖、优质自然资源

及文化资源发展休闲观光、乡土体验、农家餐饮、自然课堂等体现自然风光、乡

土风情、乡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服务城镇发展，满足城

镇需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村建设管控

（1）基础设施

市政设施：城郊融合类村市政公用设施应接入城镇市政设施系统，统一使用

和处理。

乡村道路：乡村道路建设应保证路网体系的系统性以及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性，

对于比较重要的村道路，如乡村旅游干道或直接接入城市道路的村道路，其断面、

建设水平等方面应与城市标准接近；乡村景观道路两侧宜设置运动、游憩以及公

厕等设施。

（2）公共服务设施

村公共服务设施应依托利用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对于中小学等教育设施，原

则上不新增；其他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确需新增的，不能占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

3、历史文化

村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要素，如古建筑，古遗迹以及非物质文化等，要按

照相关保护要求和规划要求予以保护。

4、生态环境

（1）严格整治现状农业、工业及生活污染源，加强监管，污水处理达标才

能排放；加强污染防治，鼓励对废弃物进行综合循环再利用。

（2）村内一切建设活动不得影响现有“山、水、林、田、湖”生态格局，

不占用基本农田；对于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山体、水体、湖泊等，严格按照相关

管控要求管控。

5、廊道控制

具有重大影响的生态、交通及市政设施廊道经过村庄的，要严格遵循相关管

控要求，严格控制廊道两侧的建设，保证廊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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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郊融合类—桃花溪沿岸村规划指引

1、产业：

依托桃花溪水资源，整合文化、规模化农业资源，鼓励各村沿桃花溪打造以

乡村旅游为主的桃花溪特色产业带；建议桃花溪两侧布置连续的滨水骑行道、健

身、游憩、公厕等设施，美化桃花溪两岸环境，串联各村乡村旅游产业，产生集

聚效应，同时也为城镇居民创造一个城郊特色滨水休闲带。

2、廊道控制：

桃花溪生态绿化带保护范围内严格把控建设活动，保证桃花溪生态廊道的顺

畅，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共性，严禁私人或企业私自占据桃花溪公共资源。

3、生态环境：

严格整治桃花溪一带农业、工业及生活污染源，加强污染防治，绝不引入排

放不达标的污染企业，必须保证桃花溪的生态安全。

表 4城郊融合类—桃花溪沿岸村统计表

街镇名称 沿桃花溪

新市街道 红土地村

八颗街道 美满村 、鹿坪村、干滩村

渡舟街道 保丰村、新道路村

葛兰镇 葛兰村 、冯庄村、 盐井村、 金山村、枯井村

图 20 城郊融合类—桃花溪沿岸村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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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郊融合类—沿城市乡村绿道走廊的村规划指引

1、产业：

此类村紧紧环绕城市外围，与城市紧密联系，为城市后花园，主要考虑直接

服务城镇居民、满足城镇消费需求，产业布局宜沿城市外围形成环状结构，产业

应以生态观光、运动露营、文化旅游、乡土农家乐、体验农业、养老度假、休闲

住宿、自然课堂等观赏、体验、住宿、教育类为主，各村主导休闲旅游类型宜因

地制宜、依托各自资源形成差异化。

2、绿色空间：

此类村生态空间与城市联系最为紧密，绿色空间的建设应与城市绿色空间统

筹考虑，统一规划，充分利用和保护村庄绿色空间，有效补充和拓展城镇绿色空

间。

3、景观道路：

利用现状不同等级的道路，形成环状，串联各村旅游产业的旅游线路；道路

两侧应强调景观建设，营造回归自然的感觉；两侧宜布局休闲运动、跑步健身等

设施。

表 5城郊融合类—沿城市乡村绿道走廊的村统计表

街镇名称 沿城市乡村绿道走廊的村

凤城街道 古佛村、白庙村

八颗街道 干滩村、 梓潼村

渡舟街道
白果村 、保丰村、果园村、黄连村、太平村、

堰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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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城郊融合类—沿城市乡村绿道走廊的村布局规划图

（五）城郊融合类—区域协同村规划指引

1、产业：

晏家街道金龙村、龙门村拥有明月山自然资源，且紧邻渝北区明月山乡村旅

游带，其旅游产业布局应考虑和渝北区现有乡村产业一体化发展，融入渝北区明

月山乡村旅游带共同发展。

2、生态环境：

严格按照四山管控要求管理，严禁采矿和破坏明月山生态的活动。

图 22 城郊融合类—区域协同村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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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保护类村

（一）划定方案及分布情况

将全区 221个行政村中涉及到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乡村旅游资源条件

要素叠加，取其中价值层级最高的 7个村，确定为特色保护类。

表 6长寿区特色保护类村统计表

村类型 街镇名称 数量（个） 村名

特色保护类村 7个

凤城街道 1 复元村

长寿湖镇 1 安顺村

但渡镇 1 楠木院村

葛兰镇 1 大坝村

邻封镇 2 汪塔村、邻封村

双龙镇 1 罗围村

图 23 长寿区特色保护类村布局规划图

（二）大坝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山地建筑景观环境、传统乡村景观

生活资源：秦家古村、葛兰石狮艺术

2、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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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古村、葛兰石狮艺术、传统民居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村，“山地景观+古村落景观”为特质的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村。

（2）发展思路

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资源，以“文化养心”为导向，发展以“古

村体验、文化休闲”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形成传统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3）发展方向

利用秦氏古村落建筑，以保护性开发原则，将旅游与古村落保护相融合，

实现保护与开发并行；还原传统乡村景观，再现当年乡村生活氛围；利用葛兰石

狮艺术、葛兰米粉手艺等开展休闲体验活动，开发文化类旅游项目及旅游商品，

提升文化内涵，提高文化的经济效益。

图 24 大坝村特色资源图

（三）复元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不语滩、长江、龙溪河

生活资源：恒候宫、文峰塔、瑶意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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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源：有机田园、蔬菜基地

2、重点保护

恒候宫、文峰塔、长江、龙溪河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长寿城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乡村郊野公园。

（2）发展思路

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及蔬菜种植基础，结合黄草峡、恒候宫、文峰塔等自

然人文资源，打造集有机农业种植与培训、乡村休闲、生态观光、文化旅游于一

体的生态乡村。

（3）发展方向

将蔬菜水果种植、新村、森林资源、人文资源进行整合发展，以发展有机

农业产业链为中心，招大引强，培育本土企业。开展有机农耕生活体验、长寿文

化体验、乐温文化体验，融入“工业旅游” 理念，将影像放映、动漫视频、生

产操作、智能体验、产品培训等形式，打造科普、亲子游的有机生活体验基地；

政策支持的条件下，亦可发展认养农场，打造农耕文化展示与农事体验相结合的

乡村体验营。

图 25 复元村特色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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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围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罗山森林公园、日出、日落、云雾

生活资源：罗围城老街民居、宝峰园

2、重点保护

罗山森林公园、罗围城老街民居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罗围山核心区。

（2）发展思路

以日出、日落、云雾气象景观为引爆点，利用森林户外环境开展户外趣味

探险活动为吸引点，结合罗围城老街民居和传统民居建筑，打造以“上山看风景，

下山验精品”为主题的乡野文化休闲目的地。

（3）发展方向

利用本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研发森林旅游康体产品，开展探索自然、亲近自

然的系列运动项目，提高游客参与度；利用本地传统民居和文化元素，打造具有

乡野风情的主题精品酒店；打造伴山而居、回归故里的世外桃源。

图 26 罗围村特色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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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汪塔村、邻封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百里花海、十里柚林、龙溪河

生活资源：龙溪古渡、百年柚树、东林寺、老街、电厂旧址、古渡文化、水

电文化

生产资源：油菜花种植基地、趣柚庄园

2、重点保护：

东林寺、老街、电厂旧址、龙溪古渡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以花海、柚香知名，文旅融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

（2）发展思路

依托现有“十里柚香·百里花海”的基础，以“美食养生、文化怡情”为导

向，结合佛教文化、古渡文化、水电文化形成以“生态+文化+田园+旅游”融合

发展的乡村旅游业。

（3）发展方向

对柚林、新村、水域、田园、历史遗迹等要素的重新梳理组合，深度优化空

间布局，通过融入创意农业、文化 IP的方式，打造文化科普教育与柚主题休闲

活动兼具的乡村旅游集聚地。

图 27 汪塔村、邻封村特色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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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楠木院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梨子山、楠木院森林公园、丁木湖

生活资源：篁酒飨、茶叶、杉树坪、山顶湾、蛇洞黄草山山庄、三宝石老街、

茨竹沟农庄

生产资源：耕读农场

2、重点保护

楠木院森林公园、丁木湖、杉树坪、山顶湾、三宝石老街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山地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地。

（2）发展思路

依托楠木院森林公园的山林景观资源，结合良好的生态避暑气候，打造森

林养生养老、乡村避暑休闲系列产品。

（3）发展方向

建设楠木院旅游环线，通过生态化的打造手段，形成生态居住、生态游乐

等生态业态，引入森林医疗养老设施，借助森林氧吧，开启生态化的养生主题产

业，打造集健康养老、医养结合、养生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森林综合体。

图 28 楠木院村特色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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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顺村规划指引

1、特色资源

生态资源：滨湖景观

生活资源：长寿夜钓场

生产资源：夏橙种植

2、重点保护：

长寿湖景观、安顺岛

3、发展指引

（1）发展定位

以乡村民宿为特征，长寿湖环湖游精品度假节点。

（2）发展思路

依托良好的滨湖区位及生态景观，借助长寿湖风景名胜区，以道路交通为

基础，串联云集温泉、长寿湖镇花果、中药材等特色养生农业产业，以“乡村精

品民宿”为导向，形成环湖东岸半自助式乡村的高端养生乡村聚落群。

（3）发展方向

梳理现状道路，进行车行道、自驾道、慢行道、运动道等道路系统的重分

类，有必要时可保护性新建道路，开发新的游览活动和行程组织，构建景区化的

全域空间网络新结构；利用乡村的古朴民居，开发院落式、农庄式的乡村大众休

闲娱乐、度假类旅游产品；配套适合各层级客群游憩的娱乐设施、户外休闲设施

等，提供完善的生活配套服务；对局部地区进行场地整理、植物补植。

图 29 安顺村特色资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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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搬迁撤并类村

（一）划定方案及分布情况

将 221个行政村村界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城市拓展或重大项目、地质

灾害或人口流失等相关要素叠加，其中有 16个村属于搬迁撤并类。

表 7长寿区搬迁撤并类村统计表

村类型 街镇名称 数量（个） 村名

搬迁撤并类

16 个

凤城街道 1 三洞村

新市街道 1 惠民村

菩提街道 3

菩提村

田坝村

松柏村

晏家街道 3

三观村

石门村

沙溪村

八颗街道 3

核桃村

八颗村

水井村

渡舟街道 2
渡舟村

三好村

长寿湖镇 2
回龙村

东海村

洪湖镇 1 长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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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特色保护类村布局规划图

（二）城市拓展或重大项目型规划指引

本次城市拓展或重大项目型是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村庄，一共有

13个村庄，主要集中于长寿城区。

拟建设搬迁的村庄应限制产业发展及新建、扩建活动。对预征地及未征地区

域可适度进行改建和调整。统筹考虑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已征

地区域将不再考虑基本建设情况。区别落实已建合法房屋的改建、扩建房屋，加

大力度打击违章建筑。与城镇发展同时进行城镇化改造，将农民纳入城市社会服

务体系，将农村社区管理纳入城市管理体制，避免出现“城中村”的情况，实现

城乡联动发展。

（三）地质灾害或人口流失型规划指引

地质灾害或人口流失型村庄有 3处，分别是位于八颗街道的核桃村、水井村，

洪湖镇的长生村。

应根据现有情况，以改善、整饬为主，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和绿化建设，对有

条件的村落制定绿化美化指引。重点改善村容村貌、环境卫生，制定防灾减灾的

措施。提出现有道路设施的整治改造措施，以及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措施。

因地制宜复垦或还绿，增加乡村生产生态空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逐步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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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向条件优越的地区搬迁，避免二次搬迁。农村居民点搬迁和村庄撤并，

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并经村民会议同意，做好搬迁宣传工作，开展相关的社会工作

服务。

七、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空间布局

长寿区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布局可概括为“三园、四廊、五区、多节点”。

（一）三园

1、现代畜牧养殖园

全市首个生态化循环养殖基地。规划面积 52平方公里，涉及新市、葛兰、

双龙、龙河、石堰和长寿湖 6个镇。园区实行“种养就地循环”和“种养产业配

套循环”同发展，累计引进广东温氏、四川通威、华西希望等农业龙头企业 28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2家、国家级专业合作社 1家），建成奶牛健康养殖园

1个、标准化蛋鸡养殖场 4个。到“十三五”末，园区全投产后，可实现畜牧总

产值 32.6亿元。

2、现代农业种植园

全国最大的标准化晚熟柑橘基地。主要覆盖龙河、双龙两镇，规划面积 50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晚熟柑橘、设施蔬菜、花卉苗木等特色效益产业。累计引进

澳门恒河、北京冬润等 28家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各类产业基地 5.6万亩，建成

全国最大的标准化晚熟柑橘园 4.75万亩。到“十三五”末，园区全投产后，可

实现产值 6.75亿元。

3、长寿柚种植园

“中华名果”百年名柚基地。涉及邻封镇、长寿湖镇、但渡镇、渡舟街道 4

个街镇，规划面积 62.18平方公里。园区紧紧围绕果园、家园、田园做文章，坚

持农业产业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引进种植企业 7家，组建专业合作社 37个，

种植长寿柚 7.5万亩，投产 5万亩，出产的具有上百年种植历史的长寿柚，被农

业部评为“中华名果”，并通过地理标志认证。到“十三五”末，园区全投产后，

可实现产值 5.6亿元，柚果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 60%以上。

（二）四廊

1、城郊乡村绿道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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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慢行系统相衔接，绕行城周，串联“两山一带”及城郊村庄，以桃花

溪、牛心山、菩提山及城周自然景观为特色。利用城周绿带、道路打造城周慢行

环线，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城郊服务及乡村旅游，并通过道路及绿地廊道的延伸，

将田园自然风光引入城市。

2、慢城休闲乡村走廊

结合慢城项目，以规模成片的橘林、农田景观为特色，重点体现乡村田园风

情。以村落、田园风光为主要吸引点，扩大柑橘、粮油种植规模，形成连线成片

田园景象，引入农业浸入式体验。

3、龙溪滨水乡村（文化）走廊

沿龙溪河下游及长寿湖段形成滨水乡村走廊，以龙溪河沿线水域风光为特色，

并结合龙溪文化带，促使文、旅、村融合发展。以滨水风光为主，引入垂钓、滨

水野炊等休闲活动，结合乡村滨水旅游项目规划人行亲水步道。

4、明月山地乡村走廊

沿明月山山脉一带，以高山乡村环境为特色。依托山地环境及气候，以森林、

山地特色农作物为吸引点，开展度假、避暑等活动；大洪湖周边开展垂钓、野炊

等休闲活动。

（三）五区

1、现代粮食生产区

覆盖龙河、葛兰、石堰、云台、海棠等五个镇 52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307.39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20.46万亩。“十三五”期间，计划投资 20.57亿元，围

绕粮油产业打造粮油高产示范区，重点建设水稻高产示范基地 6万亩、玉米高产

示范基地 0.5万亩。

2、西山生态农业区

覆盖八颗、海棠、云台、石堰、葛兰、洪湖和万顺等 7个街镇明月山脉深丘

地带的 23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204.5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间，计划投资 14.92

亿元，重点发展森林旅游、森林食品、花卉苗木等生态产业，着力打造“西山竹

海”、“五华云峰”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3、果蔬生态种植区

覆盖万顺镇、洪湖镇 16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105.5平方公里，“十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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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计划投资 8.73亿元，打造高品质果蔬生产基地，重点建设特色柑橘基地 4000

亩、特色伏淡季水果基地 8000亩、特色干果基地 6000亩、设施蔬菜 6000亩、

有机蔬菜 8000亩。

4、三峡移民生态农业区

覆盖凤城街道、江南街道、但渡镇、长寿湖镇、龙河镇和邻封镇等 6个街镇，

规划面积 49.3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间，计划投资 8.73亿元，重点建设凤城复

元生态果蔬园、但渡生态花椒园、江南生态观光果园和生态柑橘园，发展乡村旅

游。

5、东山生态农业区

覆盖云集镇和长寿湖镇 17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174平方公里，“十三五”期

间，计划投资 7.61亿元，发展生态林果、特色中药材、精品榨菜等优质产业，

建设生态林果基地 3万亩、特色中药材基地 4万亩、精品榨菜基地 5万亩，并结

合长寿湖旅游开发打造精品乡村旅游。

（四）多节点

长寿区确定了龙河镇和洪湖镇 2个乡村振兴市级试验示范镇，保合村等 4

个市级试验示范村，复元村等 17个区级试验示范村，106个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详见下表）。

表 8长寿区乡村振兴示范镇、示范村统计表

序号 类别 镇 村 类型

1

市级试验示范镇村
龙河镇

保合村 ——

2 四坪村 ——

3 河堰村 ——

4 洪湖镇 称沱村 ——

5

区级试验示范村

菩提街道 东新村 乡村善治型

6 凤城街道 复元村 乡村善治型

7 晏家街道 金龙村 生活富裕型

8 渡舟街道 新道路村 乡村善治型

9 江南街道 锯梁村 生活富裕型

10 新市街道 新同村 产业引领型

11 八颗街道 梓潼村 产业引领型

12 长寿湖镇 紫竹村 文明风尚型

13 云台镇 八字村 文明风尚型

14 葛兰镇 黄家坝村 产业引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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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但渡镇 楠木院村 生态宜居型

16 邻封镇 邻封村 生态宜居型

17 云集镇 福胜村 产业引领型

18 双龙镇 长寿寨村 产业引领型

19 海棠镇 小河村 乡村善治型

20 石堰镇 普子村 文明风尚型

21 万顺镇 东风村 生态宜居型

106个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涵盖了农业种植养殖、休闲农业观光、乡村生态旅

游等类型，共涉及 81个村（详见下表）。

表 9长寿区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街镇 村

项目层

级
拟用地规模 实施年限

1 尖顶山百花园 凤城街道 复元村 乡镇级 4公顷 2019-2020

2
下河沟野生垂钓

基地
凤城街道 复元村 乡镇级 0.15 公顷 2019-2020

3 瑶意山庄 凤城街道 复元村

4
关渡口农家休闲

中心
凤城街道 复元村 乡镇级 0.4 公顷 2019-2020

5 长风乡村旅游区 凤城街道 长风村 乡镇级

农家乐建设 2公

顷；旅游接待设施

建设 2公顷

2019-2020

6 大唐妃子园 凤城街道 走马村 乡镇级 10 公顷 2019-2020

7 龙溪河第一湾 凤城街道 走马村 乡镇级 3公顷 2019-2020

8 永丰乡村旅游区 凤城街道 永丰村 乡镇级 15 公顷 2019-2020

9
白庙绿色农业体

验园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2020

10 白庙鲜花观光园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2020

11
白庙绿色水果采

摘园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1公顷 2019-2020

12
萻提树下休闲中

心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2020

13 白庙农业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2020

14 白庙农家乐 凤城街道 白庙村 乡镇级 1公顷 2019-2020

15
龙门桥乡村旅游

区
晏家街道

金龙村、

龙门村
区县级 共 100 公顷 2019-2020

16
高峰村乡情乡村

旅游区
渡舟街道 高峰村 1亩 2019

17 立润生态基地 渡舟街道 高峰村 3亩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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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吉祺生态农业 渡舟街道 太平村 3亩 2019

19 土味山庄 渡舟街道 太平村 4.5 亩 2019

20
田园.乐温（原紫

芸花海）

渡舟街道、

新市街道

保丰村、

新道路

村、红土

地村、惠

民村

市级

旅游接待设施

2.52 公顷，项目

190 公顷

旅游接待

设施

2019-2020

21
高新柑桔种植基

地
八颗街道 高新村 乡镇级 33.33 公顷 2019

22
曙光核桃种植基

地
八颗街道 曙光村 乡镇级 33.33 公顷 2018

23 乡村画卷农业 八颗街道 梓潼村 区县级 400 公顷 2013-至今

24
好渔好菜生态农

业
八颗街道 梓潼村 区县级 26 公顷 2017-至今

25 记忆农场 八颗街道 梓潼村 区县级 4公顷 2018

26 优美优农业 八颗街道 梓潼村 区县级 14 公顷 2018

27 云龟山旅游区
晏家街道、

八颗街道

金龙村、

水井村
区县级 3.3 公顷 2019

28
核桃村核桃种植

基地
八颗街道 核桃村 乡镇级 66.67 公顷 2019

29 鹰冠庄园 八颗街道 八颗村 7.5 亩 2019

30
石马村龙门镇乡

村旅游区
八颗街道 石马村 13.7 亩 2019

31 长寿养生花谷 菩提街道 东新村 20 亩 2019

32
福柚山水田园综

合体
邻封镇 邻封村 区县级 25 公顷

33 长寿柚展览馆 邻封镇 邻封村 区县级 1公顷 2019

34 “禾美·望乡季” 邻封镇
邻封村、

汪塔村
12.4 亩 2019

35
重庆大健康科教

创新产业园
但渡镇

楠木院

村
7亩 2019

36 耕读农场 但渡镇
楠木院

村
50 亩 2019

37 黄草山乡 但渡镇
楠木院

村

38
但渡康养旅游基

地
但渡镇

楠木院

村

39 黄草山休闲中心 但渡镇
楠木院

村
区县级 133 公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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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碧园钓鱼山庄 但渡镇 但渡村 乡镇级 0.1 公顷 2019

41
连二桥文化旅游

区
但渡镇 龙寨村 区县级 13 公顷 2019

42 金地农业 但渡镇 双河村

43
未名袁家湾村庄

整治
但渡镇 未名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

44 雷祖乡村旅游区 云集镇 雷祖村 乡镇级 1公顷 2019

45 玉龙乡村旅游区 云集镇 玉龙村 区县级 50 公顷 2019

46 蜂糖李种植基地 云集镇 福胜村 区县级 3公顷 2019

47 杨克明烈士故居 云集镇 青丰村 市级 2公顷 2019 年

48
豹子沟果场老果

园
云集镇 青丰村 区县级 10 公顷 2019

49 尖峰温泉旅游区 云集镇 尖峰村 区县级 20 公顷 2020

50 寿湖果乡 长寿湖镇 安顺村 区县级
25 公顷，其中建设

用地 5公顷
2019

51 熙润农业 长寿湖镇 红光村 乡镇级 33.3 公顷 2019-2020

52 十里柚香 长寿湖镇 石回村 乡镇级 5.3 公顷 2008-2020

53 万寿乡村旅游区 双龙镇 连丰村 2亩 2019

54 秀湖美景 双龙镇 6亩 2019

55 杰冠生态农业 双龙镇 飞石村 5亩 2019

56 本晶苗木基地 双龙镇
群力村、

连丰村
10 亩 2019

57 泰业农业 双龙镇 连丰村

58 麓谷农业 双龙镇
长寿寨

村

59 龙滩柑橘基地 双龙镇 龙滩村

60
橘香福地.慢城

项目

双龙镇、龙

河镇

天堂村、

龙滩村、

飞石村、

保合村、

合兴村

市级

54 公顷，3公顷用

于游客接待中心建

设，54 公顷为河道

湿地公园

2019

61 老陈菜农庄 龙河镇 明星村

62 邓庄农业 石堰镇 普子村 2亩 2019

63 蓝恒农业 石堰镇 高庙村 3亩 2019

64 绿茵凼生态农业 石堰镇 燕耳村 5亩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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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康宏生态农业 石堰镇 高庙村 6亩 2019

66
金星枇杷种植基

地
石堰镇 金星村 乡镇级 13.33 公顷 2019

67 石堰蔬菜基地 石堰镇 石堰村 乡镇级 10 公顷 2019

68 澳凯农业 石堰镇 石安村

69
清迈良园田园综

合体

石堰镇、云

台镇

八字村、

桥坝村
市级 433.3 公顷 2019

70 归隐农业 云台镇 利民村 区县级 20 公顷 2019

71
邹利花椒种植基

地
云台镇 寨口村 乡镇级 10 公顷 2019

72
云台镇高粱产业

示范园
云台镇 小岩村 乡镇级 90 公顷 2019

73 冰之花农业 云台镇 应祝村 乡镇级 40 公顷 2020

74
朝阳水库乡村旅

游区
云台镇 黄葛村 乡镇级 7公顷 2020

75 鲤鱼田园综合体 云台镇 鲤鱼村 乡镇级 1.6 公顷 2019

76
群海乡村旅游基

地
云台镇 鲤鱼村 乡镇级 45.74 公顷 2020

77 中巨农业 云台镇 梅沱村 区县级 1公顷 2019

78 牛队长生态农庄 云台镇 桥坝村 乡镇级 50 公顷 2019

79 竹篱笆农业 云台镇 桥坝村 乡镇级 30 公顷 2019

80
青云特色农产品

基地
云台镇 青云村 乡镇级

青云蜜柚 114 公

顷、水稻玉米 74

公顷、药材种植

172 公顷，水产养

殖 11 公顷

2019

81
天池坝乡村旅游

区
海棠镇 小河村 区县级 5.33 公顷 2020

82 张家寨采摘园 海棠镇 清泉村 乡镇级 2公顷 2020

83
天台特色农产品

基地
葛兰镇 天台村 乡镇级

桑葚 15 公顷、葡萄

7.5 公顷、蔬菜

14.9 公顷，大闸蟹

养殖 8公顷

2019

84 英语公社 葛兰镇
枯井村、

南中村
区县级 4.5 公顷 2019

85
明月山老年活动

中心、旅游接待
葛兰镇 湾丘村 乡镇级 1.2 公顷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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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86
长寿区向家庙旅

游基地
葛兰镇 湾丘村 乡镇级 0.9 公顷 2019-2020

87 盛鼎乡村旅游区 葛兰镇 湾丘村 乡镇级 13 公顷 2019-2020

88 黄家坝湿地公园 葛兰镇
黄家坝

村
乡镇级 4公顷公顷 2019

89 黄家坝文化阵地 葛兰镇
黄家坝

村
乡镇级 0.01 公顷 2019

90
白云民宿文化基

地
葛兰镇 白云村 乡镇级 1公顷 2018-2019

91 秦家大湾 葛兰镇 大坝村 乡镇级 2公顷 2020

92
大坝特色农产品

基地
葛兰镇 大坝村 乡镇级

无公害蔬菜 33 公

顷、花卉苗木 3公

顷、反季节水果种

植 20 公顷

2020

93 葛福农业 葛兰镇 天福村 乡镇级 0.66 公顷 2020

94
回龙桥水库乡村

旅游区
葛兰镇 罗岩村 区县级 0.26 公顷 2020

95 都市休闲渔乐园 葛兰镇 兰兴村 区县级 8.6 公顷 2020

96 兰兴康养基地 葛兰镇 兰兴村 区县级 1.2 公顷 2020

97
兰兴农产品加工

基地
葛兰镇 兰兴村 乡镇级 5.6 公顷 2020

98 奇色乡村 葛兰镇 葛兰村 乡镇级 1.6 公顷 2019

99 葛兴渔业基地 沙河村 沙河村 2亩 2019

100 渝柚山庄 兰兴村 兰兴村 2亩 2019

101 橘香悦动村 洪湖镇 称沱村 乡镇级

现代农业基地标准

化改造项目 4.5 公

顷，旅游接待中心

2公顷、旅游配套

接待设施 1.2 公

顷、公共配套设施

5.8 公顷

2019-2020

102 五龙李子园 洪湖镇 五龙村 乡镇级 0.45 公顷 2019

103 东篱田园 万顺镇 东风村 乡镇级 3.33 公顷 2019

104 煌烜康养基地 万顺镇 院子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

105 捷弘农业 万顺镇 白合村 乡镇级 2公顷 2019

106 休闲渔业基地 万顺镇 万顺村 12 亩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