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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科学指导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编

制，引领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全省乡村地区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县（市）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的编制。 

1.3 编制主体 

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组织编制

县（市）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 

1.4 编制原则 

（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考虑乡村自然环境和山水格

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 

（二）顺应规律，把握节奏。尊重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规律，

充分考虑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

中的乡村发展趋势，科学研判未来农村人口、村庄数量，以及村庄

布局变化的节奏和时序。 

（三）以人为本，尊重民意。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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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为目标，充分尊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

生活习惯以及乡风民俗，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 

（四）因地制宜，合理分类。深入研究村庄现状和特点，综合

分析自然地理禀赋、社会经济水平、历史文化资源、乡村风貌特色

等因素，合理划分村庄类型。 

（五）统筹谋划，优化布局。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通

盘考虑城乡融合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

传承，调整优化村庄布局。构建山清水秀，集约高效，宜居舒适的

美丽乡村新格局。 

1.5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和规划基期应与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第二章  基础调查 
 

2.1 工作底图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县域范围建议采

用比例尺为 1：10000 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 

2.2 调查研究 

（一）摸清家底。收集、研究县域范围内各行政村（含自然村）

名称、数量、人口规模、用地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耕地数量和质



                                                    — 15 — 

量、三产结构、种植结构、村民人均纯收入、人口流动及返乡意愿、

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资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经济情

况，摸清村庄分布、人口密度、交通区位、特色产业、历史文化、

各类设施布局等现状底图底数。 

（二）实地调研。规划编制人员应逐村调研，采取实地踏勘、

座谈访谈等形式，充分听取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两委、乡贤建

议和村民想法，鼓励各方对规划建言献策。 

（三）分析研判影响村庄发展的主要因素。结合现状资料和市

县“双评价”结果，评估村庄发展前景和潜力，分析村庄发展限制因

素，包括地质灾害易发区、蓄滞洪区、矿产采空区，地理区位极端

偏远、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高压走

廊和大型污水厂及垃圾处理厂等建设影响的区域，以及受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影响的区域。 

2.3 分析评价 

在县域“双评价”成果的基础上，科学研判影响村庄发展的区位

交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情况、产业经济、土地使用、村

庄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主要因素，各地应立足县域村庄发

展实际，参考村庄分类评价体系指标，因地制宜构建村庄分类评价

体系，综合评价县域村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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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分类评价体系参考 
类别 评价因子 评价内容 

关键指标 

发展限制条件 
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区域及重大项目建设影响等 

发展优势资源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

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水资源、红色资源 

基本指标 

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候条件、森林覆盖率等 

区位条件 
乡村道路密度、城乡公交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县城可达

性等 

人口情况 
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人口流失率、老龄化率、人口结构

等 

产业发展 
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次产业发展规模、

种植结构、农村电商发展情况等 

村庄建设 
居民点集中度、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户均宅基地面积、农

村住房空置率、绿地率等 

公共服务设施 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商业设施情况 

基础设施 电力、通信、给水、排水、燃气、环卫设施情况 

土地使用 
耕地质量、耕地保有量、人均耕地面积、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情况及土地流转情况等 

修正指标 
政策影响 国家或省、市、县重大战略和政策影响 

其他因素 村民意愿、村干部素质、乡绅能人等其他影响因素 

 

第三章  村庄分类 
 

3.1 村庄类型 

结合县域村庄发展潜力和限制性因素分析评估情况，将县域内

各村庄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和整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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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基本类型进行明确分类。具有特色保护类特征的应优先划分为

特色保护类村庄；同时具备城郊融合类和其他类特征的应优先划分

为城郊融合类村庄；因扶贫搬迁、库区滩区迁建、生态移民、村庄

合并等原因而建成年限不足 20 年的村庄不宜划分为搬迁撤并类村

庄。 

3.2 集聚提升类村庄识别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识别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1）人口规模高于本县域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且人口流失较

少的村庄； 

（2）产业基础好，优势明显的村庄； 

（3）区位条件好，交通便利的村庄； 

（4）公共服务设施完善，能服务于相邻村的村庄； 

（5）国家、省相关试点示范性村庄； 

（6）经评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村庄。 

3.3 城郊融合类村庄识别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识别为城郊融合类村庄： 

（1）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村庄； 

（2）城市近郊区靠近城镇开发边界或与城镇开发边界相交的

村庄； 

（3）位于城镇未来主要拓展方向上的村庄； 

（4）承接城镇外溢功能，已共享城镇设施的村庄。 

3.4 特色保护类村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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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识别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1）历史文化名村； 

（2）传统村落； 

（3）国省级一村一品村； 

（4）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5）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 

（6）经评估需重点保护的村庄。 

3.5 搬迁撤并类村庄识别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识别为搬迁撤并类村庄： 

（1）因位于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地核心区和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需要搬迁的村庄； 

（2）因自然灾害多发、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受严

重安全威胁需要搬迁的村庄； 

（3）因高速高铁、轨道交通、市域铁路、水利、能源工程等

大型基础设施，国家、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需搬迁的村庄； 

（4）高铁、高速两侧 100 米、220KV 高压走廊两侧 45 米、

110KV 高压走廊两侧 25 米、国省道两侧 50 米范围内的村庄； 

（5）受化工园区、垃圾焚烧填埋、变电站等邻避设施影响需

要搬迁的村庄； 

（6）人口流失严重（常住人口率低于 10%，自然村 20 户以

下），经评估征得村民同意后需要搬迁的村庄； 

（7）因城镇开发、产业园区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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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整治改善类村庄识别 

除上述四类村庄之外的村庄，可识别为整治改善类村庄。 

 

第四章  村庄布局 
 

4.1 预测村庄数量 

顺应村庄发展、消亡的自然规律，研判乡村人口规模、结构、

分布、流向等情况以及乡村发展趋势，结合村庄分类结果，合理确

定保留村庄数量及迁并村庄的名录。 

4.2 统筹村庄布局 

在县域层面合理划定城镇生活圈和乡村生活圈，作为县域村庄

布局的基本单元。城镇生活圈应强化城镇综合服务能力，将距离城

镇较近的村庄纳入城镇生活圈，引导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向乡村延伸和覆盖。乡村生活圈以集聚提升类或特色保护类村

庄为中心，引导周边村庄的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向中心集中，

促进乡村地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注重村庄与村庄之间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各类设施之间的复合利用，提高

资源利用水平。 

4.3 优化要素配置 

遵循高效集约的原则，根据村庄分类和布局，优化要素配置。

建设用地指标向集聚提升类村庄倾斜，适当增加特色保护类村庄建

设用地规模，按照精明减量方式合理确定整治改善类村庄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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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搬迁撤并类村庄不再赋予建设用地指标和基础设施配套。 

 

第五章  成果要求 
 

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成果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数据成果要符合《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

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和《河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

础数据归类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数据库标准参照《市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执行。 

5.1 成果内容 

规划成果主要包括综合报告和图纸，以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两

种形式表达。 

5.2 综合报告  

包括规划目标、村庄分类、村庄布局、设施配置、村庄分类布

局表，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 图纸  

包括县域村庄分布现状图、县（市）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图、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分乡镇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图

等。除上述图纸之外，各县（市）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分析和特色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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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录 

 

6.1 实行时间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6.2 其他解释 

本指南试行期为一年，本指南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自然资源

厅负责解释。 

 

附表 

村庄分类布局汇总表 

乡镇

名称 

行政村 

名称 
村庄类型 

人口（人） 
村庄建设用地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公顷） 
村庄规

划编制

时序 现状 2035 年 现状 2035 年 现状 2035 年 

×× 

乡镇 

××村         

××村         

××乡镇 

合计 
     

  
 

×× 

乡镇 

××村         

××村         

××乡镇 

合计 
     

  
 

××县（市）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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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 

河南省自然资源调查规划院 

（吴荣涛、王兵、姚通、臧玲、李丽娟、王雨虹、樊林京）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夏保林、黄向球、刘申、吕彦柯、石丹丹、张文钰） 

河南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刘晓丽）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郎琦） 

长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