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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

按照达州市委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部署，宣汉县南坝片

区被遴选为达州市第一批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

的试点片区。

南坝片区由南坝镇、五宝镇、茶河镇、塔河镇、上峡镇、芭

蕉镇、下八镇和黄石乡构成，为推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走

深走实，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特编制本规划。

宣汉县南坝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宣汉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0-2035 年）》的下位规划，是南坝片区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利用、修复等工作的具体安排，是编制详细规划和相关专

项规划、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规划期限为 2021

—2035 年，基期年为 2020 年。

本规划自 2021 年 12 月启动，开展工作期间按照“住下来，

融进去”的要求，采取现场踏勘、走访座谈、入户访谈等多种方

式，充分掌握群众诉求和意愿，尤其注重听取深耕当地的种植大

户、养殖大户等“田秀才”“土专家”意见；并与各专项规划进

行充分衔接，多次征求县、市相关部门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形

成了现有规划成果。其成果包括文本、图件、数据库和规划附件，

其中文本和图件是南坝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法定文件，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规划经达州市人民政府审批，由南坝镇、五宝镇、茶河镇、

塔河镇、上峡镇、芭蕉镇、下八镇和黄石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宣汉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按照本规划进行规划管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本规划，确需修改本规划的，应当依

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并及时更新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数据信

息。



2

规划内容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省委关于统筹推进全省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

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六个优化”“四

个尊重”，围绕达州市委“157”总体部署，统筹发展与安全、

开发与保护。立足新发展阶段，尊重城乡发展规律，坚持资源配

置与人口流动趋势相一致，着力提高中心镇人口经济承载能力；

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底线优先，着力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循环发

展，创新乡村片区社会服务和治理方式，彰显新时代川东乡村人

居环境风貌；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规划衔接，以更高站位谋划

国土空间布局，将南坝片区建设成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乡村振

兴先行区，为南坝片区乡村全面振兴和宣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空间基础。

二、规划原则

（一）尊重规律，优化布局。尊重乡村发展规律，把握自然

地理特征，强化规划引领，以增强中心镇人口经济承载能力、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为

重点，系统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二）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优先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着力解决耕地底线、土地供给、产业发展、设施短板等方面问题，

统筹各类事业发展的空间需求，合理保障专项规划落地，为应对

发展的不确定性适度留白。

（三）中心引领，配置资源。按照县域新型城镇化副中心定

位谋划南坝镇发展布局，推动发展资源要素向南坝镇集聚，着重

提高区域服务能力和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兼顾补齐其他镇村的各

类设施突出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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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振兴产业，彰显特色。坚持把促进产业振兴摆在规划

编制的优先位置，着力推动特色农业园区全覆盖，，注重加强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保障，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五）以人为本，提升品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尊重基层干部群众意愿，推动村庄布局向中心镇村适度集中，塑

造“人地产”相匹配的村落形态，深化农村“三大革命”，推进

乡村绿化美化，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三、发展定位

把握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和城宣万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示范区战略机遇，扛起宣汉县建设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打造渝东北川东北丘陵山地现代高效农业带和城宣万革命老区

资源综合开发循环利用示范带的使命担当，突出南坝镇的县域副

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南坝片区特色农业、矿产资源、区位条件和

社会认同优势，以打造“一中心四基地”和“万达开川渝统筹发

展乡村振兴先行区”为牵引，将南坝片区发展成为以粮牛种养循

环为主、商贸工矿为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区。

四、规划目标

规划到 2035 年，南坝片区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国土

空间布局全面优化，宣汉县域副中心、粮食肉牛种养循环现代农

业基地、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净化利用基地、川东渝北交界地商贸

物流基地、乡镇片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基地“一中心四基地”基

本建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中心地位更加突显。南坝镇城镇建设规模有效扩大、城镇功

能更加完善、承载能力有效提升，宜居宜业的县域副中心和川东

渝北交界地商贸物流基地全面建成，第三产业 GDP 占比从 40%

增加到 55%。

产业动力更加强劲。农业生产设施配套更加完善，宜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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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涝保收的山地丘陵区粮食肉牛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基地基本建

成，粮食播种面积从 30 万亩扩大到 32 万亩，标准化肉牛养殖规

模从 0.5 万头扩大到 10 万头；煤气资源清洁化利用能力有效提

高，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净化利用基地基本建成，实现天然气净化

产能 44 亿方/年，硫磺产量 61 万吨/年，清洁煤炭处理能力 250

万吨/年。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问

题根本改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彰显，大地景观更具魅力，山青

水美、巴风土韵的川东美丽乡村全面建成。

社会治理再上新台阶。片区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公共服

务品质和能力大幅提升，“321”乡村生活圈更加便捷，以片区

为单元的社会治理机制更加完善，乡镇片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基

地全面实现。

五、用地优化

（一）耕地

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以片区现

状耕地和后备资源为基础，根据耕地所在的自然地形区域特征，

分类统筹耕地保护和利用，优化耕地布局。

根据耕地现状特征和空间分布，以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为底线，以耕地恢复任务为目标，坚持最严格耕地保

护制度，优化调整耕地布局，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

不再减少。

规划全域开展耕地整理、降低扣除系数，在原有耕地图斑上

增加耕地面积；将待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为耕地；将待复垦

中的低效闲置工矿用地、零散宅基地、零星杂木林地复垦为耕地；

充分尊重承包经营者意愿，将即可恢复中非盛果期的园地恢复为

耕地，将由于撂荒产生的林地等工程恢复地类恢复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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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细化深化的农业种植适宜性评价，通过土地综合整治，

在 15°以下的地区，按照不低于 50 亩的连片标准，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在 15°以上的地区，实施耕地的宜机化改造；在 25°

以上的地区，实施“坡改梯”工程，使陡坡耕地转变为可长期利

用的稳定耕地，有效增加稳定耕地规模。推动耕地更加集中连片、

更加宜机作业，保障种植业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发展。

（二）林地

落实片区造林绿化要求，按照“山林成片、田林成网”的思

路，以废弃矿山复绿和农田林网建设为重点，整合林地资源，优

化林网布局，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林网系统。

（三）园地

规划优先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坚持园地“上坡上丘”

布局，将坡度 15°以下地区分散的小规模园地复垦为耕地；保

留圣灯山千亩李园、董平村枳壳园等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果园，并

利用其周围 15°度以上坡度地区扩大种植范围，提升其连片程

度，合理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四）草地

本片区内草地的地类为其他草地，生态价值较低、分布较零

散，规划将本片区内的草地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建则

建”的原则，合理开发为耕地、林地或农村居民点用地。

（五）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结合《南坝片区现代农业专项规划》，根据农业产业和地形

特点，结合农业园区、农村道路和居民点分类布局种养殖设施用

地和农用道路设施建设空间，满足现代农业产业化需求。

在以粮油生产为主的槽谷、丘陵地区，根据前河流域粮油产

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结合生产路和农村居民点重点布局农机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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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烘干加工和秸秆饲料加工等设施用地；在以牧草种植和肉牛

养殖为主的深丘、峡谷地区，根据肉牛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结

合农村居民点布局农机停放、饲料青贮等设施用地，在远离农村

居民点的山坡因地制宜布局标准化肉牛养殖设施用地。

（六）城镇建设用地

确保城镇规模与发展定位相适应、与人口集聚流动趋势相一

致，将新增城镇建设空间向中心镇集中布局，充分保障一般镇的

必要发展空间。

做大做强中心镇，大力拓展南坝镇建设空间。南坝镇加大公

共资源投放，完善交通体系，增强设施配套，着重强化人口和产

业承载能力，在优先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城镇建设空间。

做精做优一般镇，“精准投放”其他镇建设空间。五宝镇着

重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盘活利用镇区低效闲置用地，补齐便民服

务中心、卫生院、客运站、广场等必要设施；茶河镇通过盘活镇

区闲置低效用地，补齐客运站、停车场、广场等基础设施短板；

下八镇着重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并

适当增加城镇规模，补充派出所、便民公园、治丧广场、社会停

车场，扩建汽车站、中学学校、卫生院等必要设施；塔河镇着重

补齐公共服务，同时为发展高山规模化养殖提供基础设施，补充

便民服务中心、农贸市场、卫生院、治丧广场、社会停车场等必

要设施；芭蕉镇着重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盘活利用存量建

设用地并适当增加城镇规模，补充便民服务中心、派出所、卫生

院、治丧广场、供电所、汽车站、社会停车场、幼儿园、垃圾转

运站、消防站等必要设施；上峡镇着重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

适当增加城镇规模，补充补充便民服务中心、农贸市场、幼儿园、

汽车站等必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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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村庄建设用地

坚持“一户一宅”原则，结合人口流动实际，推动农村人口

“山区向丘区、丘区向镇区”逐步转移、适度聚居；探索“镇村

合一”建设模式，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和各类配

套设施，进一步提高南坝镇的人口经济承载能力；结合现代农业

园区和乡村旅游景区，布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推动乡村产

业多元化发展。

农村居民点用地。坚持集约节约原则，合理保障附属用房、

庭院和配套设施建设需求。推动槽谷和丘陵地区农房建设向山脚、

丘脚适度集中，减少占用前河流域良田好土。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根据农旅融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结合当地资源特色，在红 33 军政治部旧址、向守志将军故里、

高峰岩景区等地合理布局。

（八）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规划落实城宣万高速、城宣大邻高速、肖家沟水库等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县、乡公路等乡村公路短板。

（九）其他建设用地

规划保留天池寺等宗教场所，保障农村公益性墓地等殡葬场

所的用地需求，腾退低效采矿用地。

（十）留白用地

为应对南坝片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妥善处理规划操作性

和前瞻性的关系，采取“定空间不定时序、定空间不定用途、定

指标不定空间”的方式，按照少占或不占耕地的原则，规划在农

村居民点周边、现代农业园区内以及具有乡村旅游开发潜力的地

区布局留白用地。

（十一）其他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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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前河、教师河、铁溪河等河流两岸的近岸滩涂湿

地资源。

陆地水域。规划保护前河流域生态，保留原有河流水域面积

不减少；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整理槽谷平地的散乱水渠和

零星水塘等用地。

其他土地。规划提高槽谷平地耕地连片程度，降低丘区、山

区耕地平均田坎系数。

六、底线约束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县级政府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范围。

七、产业发展

按照“强化主业，突出特色”的思路，充分衔接《宣汉县南

坝片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专项规划》，优先保障粮食安全，着力突

出片区特色，以绿色化、循环化为牵引，探索资源综合开发、循

环利用乡村产业绿色发展路径，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

以“粮+牛”种养循环产业为主，以商贸工矿为特色的现代产业

体系。

八、设施配套

（一）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镇村体系，结合片区人口跨乡镇向南坝镇集中的特点，

按照“群众走到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的总体思路，创新片区

社会治理体系，将各乡镇部分公共服务的办事点集中在南坝镇，

在南坝镇设立服务片区的社会治理中心，实现“跨镇通办”。同

时，按照县域副中心标准配置南坝镇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一般镇

基本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创建片区社会治理三大中心。联合执法中心，设立调查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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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行政调解室、办公室和 4 个执法组，采取“1+8+8”联合执

法模式，形成片区乡镇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工作格局。政务服务中

心，由各乡镇固定 1 名工作人员入驻，构建“片区通办”“中心

代办”“延伸拓办”的“三办”运行模式，开展片区政务服务。

综合服务中心，设乡村规划、审计会核、法律服务、心理咨询等

12 个功能室，开展综合服务，提供智力支持。

教育设施。衔接《宣汉县南坝商贸工矿片区教育事业发展规

划》，坚持学校布局顺应人口流动和服务产业发展的思路，通过

新（改扩）建一批、撤销一批、转变一批等方式，扩大优势学校

办学规模，新建高品质中小学，保留生源稳定学校，据实撤销生

源不足的学校。

医疗卫生设施。衔接《宣汉县南坝商贸工矿片区医疗机构国

土空间规划布局》，建成覆盖片区及周边乡镇“1+7+120+N”的

卫生医疗服务网络，即 1 个县域医疗次中心、7 个乡镇卫生院、

120 个村卫生室和 N 个特色医疗服务机构，详见下表。

养老设施。按照“居家享老、社区安老、机构托老”融合发

展思路，在南坝片区整合现有养老服务设施资源，构建镇、村（社

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鼓励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

公共文化设施。衔接《宣汉县南坝片区公共文化设施专项规

划》，建设镇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各乡镇配建 1 处公共文

化站，保留各村文化活动室。

便民服务设施。充分考虑片区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性，

规划“1+7+N”便民服务体系。

治安设施。根据服务人口和警情实际，因地制宜设置公安派

出所和警务室。规划保留南坝镇、南泉镇、马井镇公安派出所，

转型原隐峰镇派出所设为警务室，保留各村警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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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物流设施。按照“片区有中心、乡镇有站点、村里有

网点”的原则，建设南坝片区乡村商业服务和物流网络。南坝镇

建设服务片区、辐射县域的商贸物流园区，承担片区商贸市场和

物流集散中心功能，其他乡镇结合实际需求建设农贸市场和物流

配送网点，中心村设电商服务点。

殡葬设施。树立绿色殡葬理念，统筹考虑现有人口规模、人

口年龄结构和平均寿命，合理布局农村公益性墓地，引导集中规

范安葬。规划在各乡镇新建 1 处公益性墓地和集中治丧点。

（二）交通设施

衔接落实《宣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宣汉县“十四五”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发挥交通先行作用，优化农村道路网

络、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通达、设施完善的交通运

输体系。

对外交通。落实《宣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外交通格局，

新增西渝高铁、西渝高铁复线、通宣开高速和城宣大邻高速，形

成片区“两铁两高”对外交通格局。

干线公路。落实《宣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干线公路布局，

按照一级公路标准新建宣南快速路、南黄快速路、南开快速路，

按照二级公路标准改建省道 S201、省道 S303，形成片区“两横

三纵”干线公路骨架。

农村公路。按照县道、乡道、村道和产业路不低于 8.5 米、

7.5 米、4.5 米和 4.5 米的标准，坚持安全至上、依山就势、方便

群众的原则，规划对县道 XS18、县道 XS19、县道 X029、和乡

道 Y338 等提档升级，改建乡道 Y342 和乡道 Y347 等道路，新

建，实现南坝中心镇与各一般镇间县道相连、镇与村乡道相连、

村与村村道相连、村与产业园产业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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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场站。推动乡村客运深入发展，织密乡村客运网络，在

南坝镇扩建客运站、在一般乡镇新建客运站。根据村民出行需求，

合理布局农村客运招呼站，形成以南坝镇客运站为中心、以一般

乡镇客运站、行政村招呼站为节点的三级旅客运输体系。

（三）市政设施

以补足短板、提质增效为目标，结合镇村体系和优势产业布

局，优化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推进市政设施建设与两项改革后乡

镇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农业水利工程。积极推进川渝东北一体化水资源配置骨干水

网工程建设，结合片区农业发展和河流水系条件，新建肖家沟水

库，开展土溪口水库至宝石桥水库连通工程，构建本片区多水源、

多工程、大中小微连通配套的水网体系，增强供水保障能力。加

快推进忠心水库、团结水库等灌区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开展灌区

末级渠系整治，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普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争取片区 70%以上农田得到有效灌溉，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达到 0.53 以上。

城乡供水工程。规划推进镇村供水设施一体化工程，形成以

各镇区供水设施为主水源，各农村供水站（点）互支撑的相对成

网的供水格局。本片区保留镇区供水厂（站）5 座，新建茶河水

厂 1 座，迁建南坝水厂 1 座，设计供水能力达到 4.5 万立方米/

天。至规划期末，本片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以上。

城镇污水处理。保留现状建制镇污水处理厂 7 座，扩建南坝

污水处理厂；至规划期末，污水处厂总处理规模达到 3.2 万立方

米/天，片区所有建制镇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芭蕉镇、塔河镇、

茶河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准，其余镇区污水处

理厂执行一级 A 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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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水处理。结合农村居民点分布，因地制宜完善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平坝区城镇周边农村居民点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

系统，其余农村居民点及山区居民点采取小型生态化污水处理设

备处理污水，处理标准按《四川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要求执行。至规划期末，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

理的行政村占比达到 80%。

城乡垃圾处置。按照农村居民点和城镇空间布局优化生活垃

圾收转运处置体系，规划设置乡镇垃圾转运站 6 处，集中转运本

片区垃圾至宣汉垃圾焚烧厂处理，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

90%以上。

电力工程。保留片区 35 千伏及以上高压输配电设施；重点

提升乡镇农村中低压配电网，加强线路联络，降低供电半径，至

规划期末，供电可靠率提高到 99.8%，综合电压合格率提高到

97.9%，农村户均配电容量提高到 2.1 千伏安。

燃气工程。结合镇村空间分布优化，依托片区次高压供气管

线推进燃气一体化建设。规划迁建南坝配气站，其余镇区设置撬

装式燃气调压站作为燃气气源，乡村农村聚居点依托镇区燃气配

气设施供气。至规划期末，片区总供气量为 10.5 万标准立方米/

天。

通信工程。规划在中心镇南坝镇新建中心机楼 1 处，保留本

片区其余通信局所；各镇区按 400 米服务半径布设 5G 基站，乡

村按 1 公里服务半径布设一般通信基站。保留本片区各邮政支局，

规划期内不再新增。

（四）防灾设施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对本片区防洪治理和天然气

生产和高压输配等重大危险源的防控，推进片区消防应急设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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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享，构建片区 30 分钟应急救援防御圈，保护好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洪水防御。按照《防洪标准》，南坝镇区按照 30 年一遇防

洪标准设防，其余镇区按照 20 年一遇标准设防，村庄按照 10 年

一遇防洪标准设防。抓紧开展本片区各类江河提防灾害重建项目

和山区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建立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提高

堤防达标率到 75%以上。

地震防御。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按照六度抗震设防

烈度标准设防，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医院学校等重要公共设施及

易发生次生灾害的设施应提高一级标准进行设防，并开展地震安

全评价工作。

重大危险源。本片区分布有多处天然气井场、天然气生产场

站及集输管线和长距离高压输气管线等重大危险源，对含硫化氢

天然气气井按《AQ 2018-2016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安全防护

距离》进行安全管控，含硫化氢天然气集输管线、一般天然气井

按 100 米，长距离输气管线按 40 米，天然气附属生产设施按 30

米设置安全防护距离。

消防体系建设。按照“一主两辅”消防体系布局原则，在中

心镇南坝镇以城市二级普通消防站标准迁建中心消防救援站，作

为片区消防救援主力；芭蕉镇新建乡镇二级专职消防队，其余镇

区以镇政府为组织单位成立乡镇志愿消防队，作为消防救援辅助，

协助南坝和芭蕉消防站工作。区域各行政村依托应急分队设立微

型消防室，建立最小消防应急单元。

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整合基础设施条件，在南坝消防站、

芭蕉消防站分别合建 1 处片区中心应急物资储备库和森林火灾

应急物资储备库，负责本片区应急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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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布局。充分利用公共设施资源，在各镇区分别

利用学校、公园等进行标准化避难场所建设。

九、品质提升

以塑造依山就势、巴山风情的村落形态和风貌为导向，注重

乡土味道，强化地域文化元素符号，统筹农村居民点建设、田园

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塑造美丽巴

山人居典范。

（一）农村居民点布局

按照避让洪涝易发区、避让地质灾害、远离高等级公路、远

离铁路、远离高压线、远离天然气井等危险源的基本原则，结合

土地利用现状、村民选址意愿，考虑合理的耕作半径，遵循“山

区向丘区集中、丘区向坝区镇区集中”的总体思路，引导山区零

星分散、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居民点向丘区

适度集中，采用“依山就势、背山面水”的布局手法，构建“大

分散、小集中”的村庄布局模式。

在槽谷地区，按照方便交通、少占耕地、避让洪涝的思路，

将居民点布局在山体起坡处，推动零星居民点向已有的村落周边

相对集中；在丘陵地区，按照宜藏忌显、稳定安全、方便生产的

思路，结合丘体、林地分布，将居民点布局在冲田周边平缓的丘

脚或半坡处，形成“林映田绕”的丘林田居；在峡谷地区，按照

安全优先、出行便利的原则，将居民点布局在河谷两旁平缓台地

处，形成山水相伴的居住形态；在南坝城镇范围周边，采用“镇

村合一”的形式，按照城镇形态，相对集中布局农村居民点，进

一步增强南坝镇人口经济承载能力。

（二）村落形态塑造

传承川东北地区传统民居的形态特点，注重自然本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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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相融，通过共用墙体、房檐、院坝、梯间等空间，形成以“三

合院”“四合院”连片的合院状村落形态。合院之间利用丘坡、

水塘、田园、树林等有机组合，塑造村、林、田、塘有机结合的

人居环境共同体。

保持农村居民点的乡土气息，注重房前屋后“小菜园”、“小

果园”等空间塑造，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保留“微田园”空间，

彰显“瓜果梨桃、鸟语花香”的川东北田园风光和农村风貌。

（三）农房风貌指引

提取川东北传统民居的建筑风貌特征，延续“青瓦、白墙、

院落、檐廊、石板路、木门窗”等地域传统符号，新建农房应符

合“白墙灰瓦坡屋顶、角柱层线砖墙裙”的整体风貌特征。

同时，贯彻“村田林塘人居环境共同体”的设计理念，在居

民点建设中鼓励将农房与竹林、树林、田园、水塘等自然要素作

为整体，塑造树林掩映、水雾缭绕的川东北村落风貌景观。

（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环境水域整治、农村厕所革命和面源污

染治理等五大提升行动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条件，

实现南坝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土地整治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治为重点推进南

坝片区土地综合整治。以观河村、龙门村、董坪村等地为重点，

推进零星林草地、园地退耕、零星地物、田间道和沟渠整治，开

展可恢复用地复垦，优化农田布局，减少田坎面积，提升灌溉质

量。开展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六）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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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河流域水域及近岸湿地为主要对象，开展水系综合整治，

以位于南部山区的废弃矿山为主要对象，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十、镇区规划

（一）南坝镇区

强化南坝镇在片区中的中心镇地位和作用，结合发展潜力和

上位规划要求，确定南坝镇区的城镇性质为以发展商贸流域和农

产品加工为主的宣汉县域副中心城镇。

以“完善设施，强化商贸”为重点，根据南坝镇区实际情况，

确定城镇未来发展方向为“南疏北拓、西聚东联”。以前河为界

将南坝镇区划分为旧城组团、新城组团和产业组团。

旧城组团以功能疏解为主，同时利用镇区闲置低效用地，补

齐商贸、文化、体育、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新城组团完善

道路系统，发展南坝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强化

生活居住功能；产业组团以南坝镇已初具雏形的农产品加工园区

为基础，扩大农产品加工产业用地规模，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形

成南坝农产品加工园区；同时，在城镇开发边界外采取“镇村融

合”的模式布局居民点，为镇区周边拆迁安置村民提供空间。

（二）五宝镇区

五宝镇区城镇性质为以种养循环产业配套和服务周边农村

生活为主的一般镇。

以“强弱项、补短板”为重点，确定五宝镇中部完善公服设

施，北部、南部提升品质，东部提升设施水平。保留镇区机关团

体、教育用地，在镇区中部利用低效用地补齐交通、休闲等设施

短板；北部、南部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东部扩建小学，提升设施

服务水平。

（三）茶河镇区

茶河镇区城镇性质为以乡村旅游接待和服务周边农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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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为主的一般镇。

以“强弱项、补短板”为重点，确定五宝镇西部完善公服设

施，东部提升品质。保留镇区机关团体、教育用地，在镇区西部

利用低效闲置工业用地补齐交通、休闲等设施短板；东部进行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生活品质。

（四）下八镇区

下八镇区的城镇性质为以种养循环产业配套和服务周边农

村生活为主的一般镇。

以“强弱项、补短板”为重点，确定下八镇区沿主要交通干

道完善公服设施，在城镇开发边界附近推进镇村融合。在红旗街

及菜坝大桥北延线西侧补齐机关团体、交通、教育、医疗等设施

短板；在镇区北侧及东侧开发边界外采取“镇村融合”的模式布

局居民点，引导村民向镇区聚集。

（五）芭蕉镇区

芭蕉镇区的城镇性质为以种养循环、工矿产业配套和服务周

边农村生活为主的一般镇。

以“强弱项、补短板”为重点，确定芭蕉镇区北部完善公服

设施，南部推进镇村融合。在镇区中部利用低效闲置用地等补齐

教育、医疗、交通等设施短板；在镇区北侧集中布局新增公服设

施与市政设施；在镇区南侧开发边界外采取“镇村融合”的模式

布局居民点，引导村民向镇区聚集。

（六）塔河镇区

塔河镇区的城镇性质为片区种养循环产业服务中心、服务周

边农村生活的一般镇。

保留现状城镇住宅用地，原则上不新增城镇住宅用地，以存

量更新为主，镇区居住建筑主要以 2~3 层为主。保留镇区现状机



18

关团体包括镇政府、大店村村委会等，规划新建便民服务中心；

规划新建卫生院一处，完善镇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规划保留现

状城镇住宅用地沿街底商，新建农贸市场，提升商贸服务能力。

（七）上峡镇区

上峡镇区的城镇性质为以服务现代农业、工矿生产和周边农

村生活为主的一般镇。

保留现状城镇住宅用地，原则上不新增城镇住宅用地，以存

量更新为主，镇区居住建筑主要以 2~3 层为主。保留镇区现状机

关团体包括镇政府、村委会等，利用现状闲置用地新建一处便民

服务中心；规划在现状中学西侧新建一处幼儿园；规划扩建卫生

院，完善镇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规划保留现状城镇住宅用地沿

街底商，新建农贸市场，提升商贸服务能力。

十一、规划传导

（一）村级片区划分

综合考虑镇村体系、产业布局、交通联系、行政区划沿革等

因素，按照中心带动、产业相近、人文相亲、交通便利的原则，

将南坝片区划分为 21 个村级片区，分别为双柏片区、观池片区、

尖包片区、南坝镇区片区、云观片区、凉水井片区、温黄片区、

阳雀片区、新建片区、大虎片区、盆寨片区、蒿坝片区、忠心片

区、宝塔村片区、宝塔社区片区、石峡片区、板仙片区、圣水片

区、钟坪片区、高坝片区、回龙寨片区。

（二）规划实施建议

由宣汉县人民政府与南坝、五宝、茶河、下八、芭蕉、塔河、

上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规划实施，按片区建立政府负责、部门

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建立重大问题的政策研

究机制和专家论证制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充实规划管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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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乡村规划师制度。

南坝片区近期主要围绕产业发展、镇村建设、基础设施、整

治修复等主要任务，重点围绕“粮食+肉牛”种养循环现代农业

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商贸物流园区、天然气净化矿区等建设，

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统筹推进土地整治项目和农村居民点建

设项目，利用政府资金启动、结余指标出让回笼等方式，推进规

划实施。城镇建设近期主要针对公共服务、商贸服务、环境改善、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五大方面的重大民生项目，利用土地整理

节余指标或闲置用地盘活，保障项目用地。

探索制定以片区为单元的土地管理和规划实施机制，如以片

区为单元的“小挂钩”政策、跨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土地整理配

套政策，如制定退宅还耕的实施细则，杜绝建新不拆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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