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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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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目前，八颗街道鹿坪村已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为落实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系统研究鹿坪村现

状及发展策略，改善鹿坪村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确保鹿坪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序进行，特编

制《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鹿坪村村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鹿坪村的行政辖区范围，幅员面积 473.1653公顷，东临新市街道红土地村、惠民村，

西临付何村，南临梓潼村、干滩村，北临美满村。

第三条 规划期限

2018年—2025年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6、《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7、《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

8、《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2005年修改）；

9、《重庆市长寿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年编制）；

10、《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村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渝规发〔2016〕66号）；

11、《重庆市规划局关于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渝规发〔2016〕67号）；

12、《重庆市长寿区乡村旅游总体规划（2016-2025）》；

13、《长寿区干线公路网规划》；

14、《长寿区域生态空间管控规划》；

15、《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尊重上位规划，梳理并落实各类上位规划对鹿坪村具体要求。

2、尊重村民意愿，结合鹿坪村实际情况，落实村民需求。

3、充分了解周边基础设施，科学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

第六条 发展目标

把鹿坪村打造成为城郊现代粮油作物种植与特色水果种植基地，以“桃花河生态绿地”发展的生

态旅游示范村。

第七条 本次修改内容

1、修改原因

为进一步增强长寿特困失能人员集中供养能力，保障镇村养老工作切实落地，拟配套建设老年养

护院满足需求，因其意向选址在原村规划建设用地中并未完全覆盖且用地性质不符，故需进行规划修

改，确保实施建设。

2、修改内容

由于鹿坪小学老校区用地闲置荒废已久，因此原村建设规划根据现状地物情况将其规划为了村居

住用地。现鹿坪老年养护院项目意向在此建设落地，且该用地已取得国有土地证，因此本次拟将其调

整为其他建设用地。

文本修改内容主要涉及：第七章第二十九条、第八章第三十五条、附表四、附表五。

图纸修改内容主要包括：规划总平面图（用地）、规划总平面图（建筑）、修改用地管控图则。

第八条 村各项发展指标详见附表一。

第九条 凡在八颗街道鹿坪村范围内从事各项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开展与村规划有关的建设活动均应

按本规划执行。

第十条 文本中加黑字体为强制性内容，村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按程序依

法报批。非强制性内容确需修改的，应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按法律规定报相关部门审查。

第二章 空间功能布局及相关管控要求

第十一条 三大空间划定

1、划定鹿坪村农业空间 423.3397公顷，生态空间 10.9761公顷，建设空间 38.8495公顷。

2、村域范围内已规划布局的城镇工矿用地、交通水利用地不划入三大空间。

第十二条 空间管控要求

1、农业空间

本村农业空间的主要功能为粮油作物种植、果树种植及各类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5%AE%9E%E6%96%BD%E4%B9%A1%E6%9D%91%E6%8C%AF%E5%85%B4%E6%88%98%E7%95%A5%E7%9A%84%E6%84%8F%E8%A7%81/2237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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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空间

本村建设空间范围内按照相应程序申请，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进行村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等建设活动。严禁建设项目随意选址，扩大规模。

第十三条 重要界线管控

1、“三线”管控

（1）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及管控要求

鹿坪村基本农田位于村内各组，面积 264.5068公顷。保护区内土地主要包括基本农田、农田道路、

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域内的一般耕地，应参照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区域内

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

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除依法经国务院批准后的交通、能源、军事、水利

等重点建设项目外，禁止占用区域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

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

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2）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管控要求

本不涉及生态红线。

（3）城镇发展边界及管控要求

鹿坪村不涉及城镇发展边界。

2、高压电力走廊管控范围及管控要求

村内现有 500千伏高压架空电力线 3回，220千伏高压架空电力线 3回。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

（2）不得烧窑、烧荒；

（3）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4）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3、高压燃气走廊管控范围及管控要求

村东部现有 4趟高压燃气管线，为卧长线、卧渝线、卧两线、申倒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禁止下列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

（1）种植乔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

物；

（2）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3）挖塘、修渠、修晒场、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建其他建筑物、构筑

物。

4、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管控要求

鹿坪村内散布少数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根据《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

[2010]132号），供水小于一定规模（一般在 1000人以下）的分散饮用水水源地：湖库型分散饮用水水

源地取水口半径 200米范围的区域为保护范围，但不超过集雨范围；地下水水源地（井水和山泉水）

取水口周边 30米-50范围为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内不得修建渗水的厕所、化粪池和渗水坑，现有公共设施应进行污水防渗处理，取

水口应尽量远离这些设施。

水源保护范围内生活污水应避免污染水源，根据生活污水排放现状与特点、农村区域经济与社会

条件，按照《农村生活污染技术政策》（环发〔2010〕20号）及有关要求，尽可能选取依托当地资源

优势和已建环境基础设施、操作简便、运行维护费用低、辐射带动范围广的污水处理模式。

第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十四条 村域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2016年变更调查数据成果，村域内农用地总面积423.2288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89.45%；

建设用地 38.960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23%。

第十五条 村域建设用地指标来源

1、涉及城镇工矿及其他建设用地（含风景名胜用地、交通水利用地、特殊用地）指标来源于全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由全区统筹平衡。

2、涉及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指标由八颗街道内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平衡。鹿坪村集体建设用地布局

后总规模 37.8968公顷，未突破鹿坪村现状集体建设用地总量，未突破调整完善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未突破调整完善耕地保有量。

第十六条 村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1、调整方向

规划期内，优先保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农业项目用地。严格

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合理调整农用地内部结构，适度开发未利用地。各类用地总规模均未发生变化。

2、农用地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2016年，村域内农用地总面积 423.2288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9.45%；规划目标年，农用

地总面积为 423.339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重达 89.47%。

（1）切实保护耕地

2016年，耕地 310.5178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65.63%。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 310.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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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比 2016年增加 0.452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65.72%，其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64.5068

公顷，与长寿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布局一致。规划期内，城镇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尽量不占或少

占用耕地。建立村、组、户三级耕保责任体系，层层分解保护责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综

合治理，改造中低产田，加大农业技术、资金投入。种地养地，科学施肥，从根本上改善耕地的生产

条件，逐步提高耕地质量。

（2）园地规模保持一致

园地面积基期年与规划目标年均为 2.3993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51%。

（3）严控林地面积

2016年，林地 58.5856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2.38%。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58.2506公

顷，比 2016年减少 0.3350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2.31%。规划期内，应积极加大对林地的保护

和建设，实施植树造林工程，防治水土流失，维护和改善生态安全格局，形成生态屏障。

（4）合理利用其他农用地

2016年，其他农用地 51.7261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0.93%。规划目标年，其他农用地面积

为 51.7195公顷，比 2016年减少 0.0065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0.93%。规划期内，应积极加大

对其他农用地的保护和利用。

3、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2016 年，建设用地 38.9604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23%；规划目标年，建设用地 38.8495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21%，减少 0.1109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a、严格控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本村无城镇工矿用地。

b、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化

2016年，村集体建设用地 38.007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3%。规划目标年，村集体建设用地

总规模为 37.896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1%，较 2016年减少 0.1109公顷，总量未突破 2016年鹿

坪村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统筹村集体建设用地，稳步推进农村居民点的

整治。

c、适度调整采矿用地规模

本村无采矿用地。

（2）适度增加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交通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基期年与规划目标年均为 0.9527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20%。

4、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2016年，本村内无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其他建设用地总规模未发生变化。规划期内，应

积极加大对其他建设用地的监督与管理。

第十七条 土地综合整治

依据正在编制《重庆市长寿区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内容，鹿坪村已整村纳入全域整治规划范围。

第四章 乡村产业振兴规划指引

第十八条 村产业规划布局

1、特色水果种植区

主要为村北部一、三、四、五组范围，以发展葡萄、柑橘种植为主，大力发展水果种植。

2、粮油作物种植区

主要为村南部六、七、八、九组范围，以种植传统农作物种植。

3、桃花河生态旅游区

桃花河绿化带是本区“两山一带”绿化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本村属于桃花河绿化带上游位置，其

自然景观具有一定吸引力，同时付新路升级改造后其交通条件也大为改善，可结合其打造桃花河生态

旅游产业。

第十九条 村生产组织

鼓励村集体以可支配的资源、资产、资金等要素为依托，以村为单位组建劳务型服务公司、成立

专业合作社、协会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适时推进村民委员

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鼓励村民以承包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

房等资源、资金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引导农民向股民转变。

第五章 乡村生态振兴规划指引

第二十条 村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目标

1、水资源保护

农用水体水质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标准控制。

2、农村农业环境治理

（1）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科学使用化肥农药。搞好畜禽污染防治，严格遵守养殖三区的划定，禁

止在不符合三区规定的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2）严格控制农药使用，积极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3、新增建设用地环境保护措施

村内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及乡村产业建设，应做好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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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规划要求建设环卫设施，并做好垃圾清转运工作；

（2）应设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按照环境保护要求达标排放。

第二十一条 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格局

本村东邻桃花溪，村中部多丘陵，林地零散分布于各丘陵岭岗，农田广泛分布于全村，村内湖、

草占比小。

第二十二条 水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1、本村内共有塘坝（500立方米～1万立方米）工程 4处，总容积为 2.2万立方米，村域水域主

要为农业灌溉塘坝。

2、村东部桃花河及其支流水体应保持现有河流走向，不得进行截弯取直、人工筑坝等工程建设，

两侧宜栽植水生植物，并以常年水位两侧控制 20米为河流廊道控制区。

第二十三条 农田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1、村域耕地面积 310.9702公顷。

2、着力维护区域田园景观格局和大地肌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托农用地积极发展粮食、蔬菜、

林木等种植业，形成优美的乡村田园风貌。

第二十四条 林地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1、村域林地面积 58.2506公顷。

2、着力维护区域林地面积不减小，充分发挥林地的生态、景观作用，对林地的利用应符合《重庆

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

第六章 乡村文化振兴规划指引

第二十五条 村历史文化资源

村内现存古井 1处，位于高堡。鹿坪村 1社杨家湾现存古黄桷树 1颗，其经度为 107°04´25.9"，

纬度为 29°56´25.9"。树龄 200年。树高约 19米，树围（地围）约 420厘米。

第二十六条 村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

确定中国农民丰收节为村固定活动日，活动场地为大型湾落，活动内容为农产品推介、工作总结、

计划、生产竞赛、文化活动等。清明会在村内祠堂举办，活动内容为增进感情、联系乡贤、延续宗祠

传统。

第七章 村建设规划

第二十七条 村居民点规划

1、集聚提升类居民点

各组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1至 2个现状规模较大、交通便利、产业发展较好的湾落为集聚提升类

居民点。

2、特色保护类居民点

无。

3、搬迁撤并类居民点

无。

4、各类居民点发展引导

集聚提升类居民点宜由街道办事处组织优先编制村落整治规划，分年度进行整治。

5、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

本村不再新布局集中居民点，规划居民点用地面积 37.8968公顷。

6、乡村建筑风貌指引

（1）建筑风貌特征及引导

村内建筑以 2-3层为主，墙面色彩以白色为主，墙面材料以涂料、磁砖为主，屋顶形式以坡屋顶

为主，屋顶材料以小青瓦为主。

（2）公共服务设施建筑

应调整现状公共服务中心建筑风貌与周边居民点协调，新建村公共服务建筑建筑色彩应白、灰色

为主，屋顶形式以坡屋顶，屋顶材料以小青瓦为主。

（3）居民点建筑选型

农房建设风貌宜在保留乡村住房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外观美化和结构优化，建筑色彩宜采用白、灰

色为主，建筑层数按 2-3层控制。

（4）旅游接待建筑宜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借鉴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和形式，建筑色彩与周边自然

环境、居民点建筑相协调基础上，可适当采用明度较低的其它色彩，建筑高度不宜 3层。

（5）利用老旧建筑作为旅游接待设施的建筑，应进行统一的整治设计，重点梳理湾落景观组织、

配套设施，建筑整治不应超过原建筑规模，其结构装饰进行修缮和提档升级，进一步彰显具有地域特

色的建筑元素，如土墙、青瓦、木石的运用等。同时，梳理建筑周边小环境，赋予其空间穿越感受及

现代使用功能，使建筑体有机地融入田园山水之中。

7、居民点环境景观指引

居民点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保持村环境整洁。全村以大型湾落为核心打造乡村居民点景观，

开展建筑风貌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绿化，打造以田园村落为特色的整体环境。

第二十八条 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可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在村建设空间内新布局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设规模以项目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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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村其他建设用地规划

1、规划新建鹿坪老年养护院，位于鹿坪寺西侧紧邻村界处，用地面积 0.68公顷。

第三十条 交通廊道控制及交通设施规划

1、交通廊道控制

（1）本村涉及过境交通廊道现状渝巫路及付新路，交通廊道控制区内严禁新增与交通管理无关建

构筑物。

（2）交通廊道控制区按照公路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控制，交通廊道控制区内严禁新增与交通管理无

关建构筑物。

2、村级公路规划

规划保留原有道路网结构，规划村内道路总长 14.6千米，其中：保留现状道路 13.2千米、规划新

增及扩建道路 1.4千米。

（1）规划新增及扩建道路 3条，其中主村道 1条，宽度 5米；次村道 2条，宽度 3.5米，长度共

计 1.4千米。

（2）村级公路具体位置及长度详见图 17。

3、村交通设施规划

（1）招呼站

鹿坪卫生室及尖顶破共设置招呼站 2处。

（2）错车带

规划宽度低于 5米的村道，每隔 150米在适当位置设置错车带。

（3）停车场

鹿坪村无规划设置停车场。

第三十一条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人均用水定额为 100升/人•天。预测本村规划生活用水总量为 310立方米/天。

（2）供水方式

规划本村各组均使用自来水，用水由八颗自来水厂集中供给。

（3）供水系统规划

本村供水主管沿渝巫路接入本村，供水管网沿各村道敷设至各湾落。规划主管管径为 DN200，供

水支管管径为 DN100。

2、排水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自流排入附近农田水体，污水均经收集处理后方可排出。规划本村人

均生活污水定额约为 70升/人•天。本村规划生活污水总量为 220立方米/天。

（2）污水收集排放系统

规划本村沿桃花河各湾落污水经收集管道接入干滩村，最终接入城市污水官网系统，其他湾落采

用规划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在居住 2个集中区域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工艺处理生活污水。

其余区域湾落生活污水规划采用化粪池工艺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作物肥料使用，化

粪池污水不得直接排入附近水体。

3、电力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人均综合年用电量 500千瓦时/人.年，年最大利用小时数 2500小时。本村规划用电总量

为 175万千瓦时/年，最大用电负荷 800千瓦。

（2）供电系统规划

规划本村电力由八颗 110千伏变电站提供，保留村内供电设施，村内电力线均架空布置。电力设

施满足本村用电需求。

4、燃料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均使用天然气。规划本村用气定额为 1.0立方米/户。本村规划用气量为 1000立方米/天。

（2）供气系统规划

规划本村村民用气由八颗配气站提供，主供气管由八颗配气站沿国道接入本村，燃气管网沿各村

道敷设至各湾落。规划燃气主管管径为 DN108，干管管径为 DN89，支管管径 DN57。

5、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本村固话标准为 40门/百人。有线电视标准为 1线/户。本村固话需求量为 1000门，有线电

视需求量为 800线。规划本村通信线路由长垫路通信干线接入，保留本村现有通信设施。

6、环卫工程规划

（1）公厕

规划新增 1个,位于鹿坪卫生室。

（2）垃圾箱

规划增设 6处移动式垃圾箱。

（3）垃圾处理

将可自然分解垃圾就近掩埋，不可自然分解垃圾经收集后由八颗街道统一收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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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管理与项目实施

第三十二条 村民新建住宅管理要求

1、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村民申请新建宅基地或集中居住，应将原有宅基地退出。村民住宅只能

在村规划划定的建设空间内且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交通走廊管制区、河道保护走廊、地质灾害隐患点

等范围进行选址。

2、宅基地标准：规划人均宅基地面积不得大于 30㎡，3人以下户按 3人计算，4人户按 4人计算，5人

以上户按 5人计算，扩建住宅新占的土地面积应连同原有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

3、村民自建房屋建筑不超过 3层（不超过 10.8米），积极引导新建农房建筑采用《长寿区一区一

图新农宅推广方案》。

第三十三条 村新建公共服务设施管理要求

1、根据实际发展需求需新增村公共服务设施，应在村建设空间内选址建设，具体边界及建设规模

以项目方案为准。

2、公共服务设施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生态红线范围、交通走廊管制区、河道保护走廊、地

质灾害隐患点等范围进行选址。确需在确需在地灾易发区内选址时，应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并经专

业地勘单位现场勘察后，根据地灾评估报告再进行选址。

第三十四条 乡村产业项目管理要求

1、乡村产业项目业主与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后，应将相关协议及土地流转范围

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备案。

2、鼓励乡村产业项目使用农业生产设施用地、闲置宅基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3、农业生产设施用地管理要求

（1）规模化种植业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5%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0亩。

（2）规模化畜禽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以内（其中规模化养牛、

养羊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比例控制在 10%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5亩。

（3）水产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0亩。

（4）粮食生产用地面积 500亩以内的，配套设施用地面积控制在 3亩以内；粮食生产用地面积超

过 500亩的，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 10亩。

（5）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只能在村生产空间内选址，鼓励利用非耕地建设农业设施。

4、产业项目新增建设用地管理要求

（1）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位于预留村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外，在不侵占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城

镇发展用地，并纳入全区土地利用规划统筹的项目，编制村建设规划或项目建设方案。

（2）年度产业建设项目总用地指标由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具体边界可以在方案阶段确定。

（3）村建设规划经街道办事处同意后，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会同规划、国土、文化、旅游、交

通等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应审批手续后实施。

5、规划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原则上不得因新增建设项目而突破现状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现状村

集体建设用地总量随最新土地调查成果动态更新。确因建设项目需突破本村现状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的，应经街道办事处同意后，在镇域或街道范围内进行平衡协调现状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6、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超出本村界限时，村建设规划或项目建设方案分别经涉及村所在街道办事处

同意后，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按相应程序使用建设用地。

7、“多规合一”动态数据库长效机制

（1）长寿区“多规合一”平台将定期收录各镇新增建设用地信息，形成全区统一的“多规合一”

规划成果，定期统一由法定主管部门进行审批，以保障新增村建设用地的合法性。

（2）“三区三线”的划定受基础资料精度、调查手段、法定规划调整影响，当前村规划“三区三

线”是根据现有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城镇规划划定，“三区三线”动态调整

应及时反馈在“多规合一”数据平台中，便于规划管理。

第三十五条 村发展项目库

1、根据本村规划，鹿坪村项目库共分为人居环境改善、公用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等 3类，8个项

目，详见附表四。

2、街道办事处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及资金来源，分年度实施上述项目。

第三十六条 防灾减灾要求

1、防震要求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工程设施按国家和重庆地方有关现行标准进行设防。

2、防地质灾害要求

（1）鹿坪村境内无地灾灾害点。

（2）村域内所有建设项目，必须按规划程序进行，在进行建设活动前均应做地质勘察或进行工程

用地评估后，方可建设。

（3）对可能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地区做好防护工作，特别对坡度相对较陡的地段、雨水

侵蚀严重的地区做好水土保持及工程防护工作。

（4）村域内各项建设活动应结合地貌特点，避免高切坡、深开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3、消防管理要求

（1）在村委会办公室附设消防室，成立义务消防队，并配备相关消防器材。

（2）村内设置消防专线与长寿区消防指挥中心时刻保持畅通。

（3）村内各现状山坪塘、水库为村内消防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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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建房应按照农村建筑防火规范进行规划和设计，提高建筑耐火等级。

（5）加强林区消防意识，做到有备无患，打通林区的重要道路和隔离通道，充分利用山坪塘蓄水，

保障消防应急取水。

4、防气象灾害要求

规划区防气象灾害工作，实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建筑物规划布局应避开各类

气象灾害高易发地区。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划自长寿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确因需要对本规划进行变更时，必须

按规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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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村发展指标表

类别 序号 指 标 单 位 指标值 指标属性

生产

发展

1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食

品种植面积的比重
% ≥30 约束性指标

2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
折纯，

千克/公顷
<280 约束性指标

3 农药施用强度
折纯，

千克/公顷
<2.8 约束性指标

4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90 约束性指标

5 农膜回收率 % ≥70 约束性指标

6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便综

合利用率
% ≥80 约束性指标

生态

良好

7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 100 约束性指标

8 生活污水处理率 % ≥80 约束性指标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85 约束性指标

10
林草覆盖率

山区

丘陵区

% ≥65
≥45

约束性指标

11 河塘沟渠整治率 % ≥75 约束性指标

12 村民对环境状况满意率 % ≥85 参考性指标

生活

富裕

1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年 高于本区平均

值
约束性指标

14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比例 % ≥70 约束性指标

15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70 约束性指标

村风

文明

16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

农户比例
% ≥40 约束性指标

17 遵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村规民约的农户比例
% ≥95 参考性指标

18 村务公开制度执行率 % 100 参考性指标

附表二、村域空间功能布局一览表

空间类型 面积（公顷） 百分比（%）

生态空间 10.9761 2.32%

农业空间 423.3397 89.47%

建设空间 38.8495 8.21%

合计 473.16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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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村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类统计表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面积（公顷） 比例（%）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183.3021 38.74

水浇地 0.00

旱地 127.6681 26.98

基本农田 264.5068 0.00

园地 2.3993 0.51

林地 58.2506 12.31

其他农用地

设施农用地 0.3123 0.07

坑塘水面 7.4330 1.57

田坎 39.8712 8.43

其他农用地 4.1031 0.87

农用地合计 423.3397 89.47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0.0000 0.00

农村居民点 37.8968 8.01

采矿用地 0.0000 0.00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0000 0.00

交通水利用地

公路用地 0.9527 0.20

铁路用地 0.0000 0.00

港口码头用地 0.00

管道运输用地 0.00

水库水面 0.0000 0.00

水工建筑用地 0.0000 0.00

民用机场用地 0.00

其他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0.0000 0.00

特殊用地 0.00

盐田 0.00

建设用地合计 38.8495 8.21

其他土地
水域

河流水面 10.9761 2.32

湖泊水面 0.00

内陆滩涂 0.0000 0.00

自然保留地 0.0000 0.00

其他土地合计 10.9761 2.32

合计 473.16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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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村发展项目库一览表

道路

序号 道路等级 道路起止点 道路长度（千米） 道路宽度（米） 建设情况
1 主村道 胡家湾-车家塆 0.8 5 扩建

2
次村道

子家湾-叶家湾 0.4 3.5
新建

3 杨家湾-车家湾 0.2 3.5

合计 1.4

设施

序号 类型 位置 数量 建设情况

1 垃圾箱 较大湾落 6

新增

2 招呼站 鹿坪卫生室、尖顶破 2
3 公厕 鹿坪卫生室 1

4 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一体化处理设施）
居住集中区域 2

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占地规模（公顷） 建筑面积（平方米） 位置 配套设施

1 鹿坪老年养护院 0.68 13800 位于鹿坪村西北部，西与付何村接壤，地块南侧紧邻现状村道 生态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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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村规划修改基本情况表

村名 鹿坪村

规划修改原因

为进一步增强长寿特困失能人员集中供养能力，

保障镇村养老工作切实落地，拟配套建设老年养护院

满足需求，因其意向选址在原村规划建设用地中并未

完全覆盖且用地性质不符，故需进行规划修改，确保

实施建设。

主要项目 鹿坪老年养护院

项目依据

1、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办事处关于鹿坪老年养护院

工程项目农村建设用地村规划调整的请示

2、区政府关于同意开展鹿坪老年养护院工程项目农村

建设用地村规划调整的批复

调整面积（调入地块） 无

调整面积（调出地块） 无

是否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入地块） 否

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入地块） 否

是否涉及自然保护地（调入地块） 否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情况（调入地块） 允许建设区

现规划地类 林地、农村居民点用地

调整后规划地类 城镇用地

指标来源（村内平衡、镇内平衡或机动

指标使用）
规划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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