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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陵政办发〔2021〕65 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陵川县村庄规划推进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陵川县村庄规划推进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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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村庄规划推进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晋发〔2019〕35 号）和省政府“四办

法一标准”视频培训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全县村庄规划编制进程，

促进我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依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21〕28

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我县村庄规划推

进工作方案。

一、编制目标

村庄规划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既是开

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又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性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握当前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充分认识村

庄规划对乡村振兴的紧迫性，按照国家及省、市关于开展村庄规

划编制和审批的有关工作要求，力争三年内完成实用的综合性村

庄规划编制工作。

二、分类布局

陵川县县域范围内共 11 个乡镇 265 个行政村、7 个社区，根

据《陵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陵川县县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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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布点规划》和《陵川县村庄分类规划方案》，我县 265 个行政

村分为集聚提升类 156 个、城郊融合类 18 个、特色保护类 14 个

和暂不分类 77 个。

根据村庄规划分类布局成果，我县计划编制村庄规划 173 个

行政村，其中 2021 年度计划编制 62 个、2022 年计划编制 85 个、

2023 年计划编制 26 个。

三、编制要求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县自然资源局要发挥好

组织协调工作，紧密联系乡镇政府和县直有关单位把村庄规划做

到“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应编尽编”，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提供规划指引。具体有以下要求：

（一）强化编制责任主体

乡镇人民政府是村庄规划编制的责任主体，要建立由乡镇党

委政府、县直有关单位、规划设计单位、支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共

同组成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组，深入开展驻村调研、入户走访，

详细了解村庄发展历史脉络、文化背景和人文风情，认真听取村

民诉求，获取村民支持。同时做好村庄规划各项政策的宣传工作，

争取村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在调研访谈、方案比选、公告公示等

各个环节积极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协商确定规划内容。未列入编

制计划的村庄可纳入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做专章单独进

行规划布局安排，同步形成村庄规划有关数据图层。

县自然资源局作为我县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牵头单位，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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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省、市关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要求，负责提供相关

基础资料、数据图层，对编编制成果进行技术审查、组织专家论

证和数据库备案工作。同时要将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所需费用列入

县政府财政预算，保障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作为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的配合单位，特别是县发改、教育、工信、生态环境、

住建、交通、水务、农业农村、林业、文旅、卫体、统计和乡村

振兴等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为村庄规划编制单位、乡镇政府、

支村两委提供所需的专业性基础性资料，并结合部门相关专项规

划与上述单位紧密对接，确保村庄规划编制成果做实做细，为我

县乡村振兴工作把好脉、开好方，保障我县村庄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二）优化编制单位管理

在我县范围内从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单位，需

具有相应的城乡规划或土地规划编制资质，鼓励具有相应城乡规

划或土地规划资质单位联合编制。

为规范我县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确保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质量，在县域范围内实行编制单位备案登记管理制度。村庄

规划编制单位确定后，编制单位须持相关资料在县自然资源局

218室进行登记备案，接受县自然资源局的监督指导和实时查验。

（三）细化编制规范要求

各编制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技术要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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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基础上，做好农业空间、生

态空间和建设发展空间的统筹规划布局。要统一底数、底图，充

分进行现状调查和分析研究。统筹村庄发展目标、生态保护修复、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产业发展、村

庄安全和防灾减灾等因素，合理安排住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和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布局，明确

近期需要推进的生态修复整治、农田整理、补充耕地、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历史文化保护等

项目，明确资金规模和筹措方式、建设主体和方式等。

编制单位要认真组织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做好以上编制准备

和调研分析等前期工作。在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初稿之后，报县自

然资源局进行初审。经初审后，各编制单位要切实履行方案确认、

技术论证、村级审议、公示公告、规划报批和备案等审批程序。

经依法批准的村庄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

改的，严格按照程序报原规划审批机关批准。修改后的村庄规划

要依法依规重新公布。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应严格按照《山西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和《晋城市实用性村庄规划手册》要求开展，规划文

本应强化实用性，根据村庄定位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实际要

求，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确保规划成果“接

地气、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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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

根据《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促

进乡村振兴的通知》（陵政办发〔2021〕26 号）文件要求，我

县建立县、乡镇、村三级的村庄规划联动工作机制。各乡镇人民

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聚焦突出问题，认真调查研究，扎实

有效做好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要编制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符合农

民发展意愿、符合乡村振兴要求的村庄规划，切实提高规划的实

用性。

（二）加强队伍建设

在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应选择拥有相应规划编制资

质、技术力量强、具有较多村庄规划编制经验的单位，并延伸规

划编制单位服务链条，将宣传辅导规划内容、定期跟踪指导村庄

规划实施情况纳入服务要求。同时要加快开展责任规划师试点工

作，加强规划师团队力量配置，充实乡镇规划队伍。

（三）实施统筹管理

村庄规划批准后，应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作为用地审批和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依

据。未列入编制计划的村庄，可依据县、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

相关要求进行用地审批和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村庄规划原

则上以 5 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估后需调整的，按照法定程

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村庄规划可按法定程序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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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沟通联动

各乡镇在工作实践中，如对我县村庄规划编制计划名单（附

件 1）涉及的村庄名称或编制形式（单独或合并、跨乡镇合并等）

存在确需修改的情况，请及时与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调整。通

过强化沟通联动，保障村庄规划编制成果能更贴近我县实际、能

尽快落地并转换为经济效益，能更有效促进我县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附件：1.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计划名单

2.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备案表

3.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作业人员名册（通用）

（联系人：崔晓静 联系电话：1553565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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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计划名单

全县共有 265 个行政村，根据村庄规划分类布局分为集聚提

升类 156 个、城郊融合类 18 个、特色保护类 14 个和暂不分类

77 个。我县计划编制村庄规划 173 个行政村，其中 2021 年度编

制 62 个、2022 年编制 85 个、2023 年编制 26 个；未列入编制计

划 77 个；城镇开发边界内编制控规 15 个。分乡镇编制名单如下：

一、崇文镇 31 个村

共计 39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2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的 7

个，计划编制 30 个。

（一）2021 年（7 个）：郭家川村、汤庄村合并编制；河头

庄村和岭常村正在编制；小召村、尧庄村、红马背合并编制；

（二）2022 年（19 个）：河头村和牛家川村合并编制；南

川村、张家庄村合并编制；甘井掌村、石头村和南四渠村合并编

制；北四渠村；炉家村；大泊池、西龙门合并编制；大会村；寨

则村；东毕村；安阳村和赵漳水村合并编制；东坡村；石字岭村；

营里村；

（三）2023 年（4 个）：曹庄村；井坡村、龙窑村、神山头

村合并编制；

（四）未列入编制（7 个）：西沟村、东谷村、花落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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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村、王早岭村、张庄村、尉寨村；

（五）编制控规（2 个）：后川村、沙上头村。（岭常村在

开发边界内，但村庄规划正在编制，计入编制名单）

二、礼义镇 18 个村

共计 28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5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的 5

个，计划编制 18 个。

（一）2021 年（4 个）：平川村（百村百院、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沙河村（太行一号线）、苏村村、杨幸河村（太行

一号线）；

（二）2022 年（12 个）：东沟村、椅掌村、崔村村、大义

井村、东伞村、东头村、梁泉村、马新庄村、桥西村、申庄村、

西伞村、小平村；

（三）2023 年（2 个）：小义井村、侍家掌村；

（四）未列入编制（5 个）：安乐庄村、西头村、硔池村、

长栈村、庄河村；

（五）编制控规（5 个）：东街村（传统村落）、西街村、

北街村、西尧村（太行一号线）、桃山头村（太行一号线）。

三、平城镇 20 个村

共计 42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3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 19 个，

计划编制 20 个。

（一）2021 年（6 个）：南坡村（太行一号线）、南召村（太

行一号线）、庞家川村（太行一号线）、秦家庄村（百村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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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一号线）、杨寨村（太行一号线）、义汉村；

（二）2022 年（11 个）：侯家庄村（太行一号线、传统村

落）、宋家坡村（太行一号线）、后河村、北坡村、草坡村、德

义村（太行一号线）、鲁山村、蒲水村、石井村（太行一号线）、

司家河村、寺郎岗村（太行一号线）；

（三）2023 年（3 个）：北召村、下川村、张寸村；

（四）未列入编制（19 个）：北炉河村、复庄村、和村村、

金家岭村、林峦岭村、柳义村、马家庄村、桥蒋村、三道河村、

申家沟村、石门村、寺背村、魏庄村、西脚村（太行一号线）、

西四庄村、新村村、杨家河村、窑上村（太行一号线）、原庄村；

（五）编制控规（3 个）：南街村、北街村、东街村。

四、附城镇 18 个村

共计 32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1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 13 个，

计划编制 18 个。

（一）2021 年（6 个）：北马村、田庄村（传统村落）、下

壁村（传统村落）、瑶泉村（传统村落）、玉泉村、丈河村（百

村百院、传统村落正在编制）；

（二）2022 年（8 个）：城东村、南马村、川里村、盖城村、

黑土门村、后山村、岭西村、台北村；

（三）2023 年（4 个）：岭东村、南村村、窑岭村、庄里村；

（四）未列入编制（13 个）：鼻良掌村、大槲树村、东河

村、东西掌村、东庄村、丰西村、桑家坪村、沙泊池村、神眼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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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王教村、西下河村、小会村、新庄村；

（五）编制控规(1 个)：附城村。

五、杨村镇 12 个村

共计 17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2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 3 个，

计划编制 12 个。

（一）2021 年（5 个）：乔山村（太行一号线）、杨庄村（太

行一号线）、寺湖村（太行一号线）和东掌村合并编制；太和村；

（二）2022 年（5 个）：北冶村、池下村、库头村、岭北底

村、泉头村；

（三）2023 年（2 个）：平居村（传统村落）、寺润村两个

村编制一个整体规划，两村共用；

（四）未列入编制（3 个）：北山村、桑树河村、西掌村；

（五）编制控规（2 个）：杨村村（太行一号线）、东尧村

（太行一号线）。

六、西河底镇 16 个村

共计 21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1 个，未列入编制计划 4 个，

计划编制 16 个。

（一）2021 年（4 个）：焦会村、万章村、梧南铺村、西河

村；

（二）2022 年（8 个）：东王庄村、冯山村、黄庄村（传统

村落、历史文化名村）、积善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

秦山村、现岭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徐社村、张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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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

（三）2023 年（4 个）：吕家河村、马庄村、偏桥底村、三

泉村；

（四）未列入编制（4 个）：大玉铺村、河元村、南沟村、

西坡村；

（五）编制控规（1 个）：西河底村。

七、潞城镇 10 个村

潞城镇 23 个村，城镇开发边界内 1 个、未列入编制 12 个，

计划编制 10 个。

（一）2021 年（4 个）：东八渠村、郊底村（百村百院）、

苇水村（百村百院）、上郊村；

（二）2022 年（4 个）：白栈掌村、石掌村、义门村、九光

村；

（三）2023 年（2 个）：天池村、西八渠村；

（四）未列入编制（12 个）：仓掌村、大佛掌村、洪河头

村、槐树岭村、岭南村、娄头村、四义庄村、洼窑村、杨家岭村、

要寨村、冶南村、郑家岭村；

（五）编制控规（1 个）：潞城村。

八、古郊乡 15 个村

共 20 个村，未列入编制计划 5 个，计划编制 15 个。

（一）2021 年（8 个）：古郊村（太行一号线）、松庙村（百

村百院、太行一号线）、马圈村（百村百院）、西庄上村（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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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院、太行一号线）、马武寨村（百村百院、太行一号线）、锡

崖沟村（百村百院）、营盘村（百村百院）、昆山村；

（二）2022 年（6 个）：东庙华村（太行一号线）、东上河

村（太行一号线）、汲好水村（太行一号线）、岭东村、潘家掌

村（太行一号线）、上上河村（太行一号线）；

（三）2023 年（1 个）：南边村（太行一号线）；

（四）未列入编制（5 个）：抱犊村、分水岭村、莲花村、

诸神观村（太行一号线）、西南仓村。

九、六泉乡 15 个村

六泉乡 17 个村，未列入编制计划 2 个，计划编制 15 个。

（一）2021 年（8 个）：六泉村（传统村落）、浙水村（百

村百院、太行一号线、传统村落）、高老庄村（百村百院）、佛

子岭村（百村百院、太行一号线）、佛山村（百村百院、太行一

号线）、大王村（百村百院、太行一号线）、庙怀村（百村百院）、

东双脑村；

（二）2022 年（6 个）：刘家庄、沙场村、石家坡村、五参

岭村（太行一号线）、下河村（太行一号线）、冶头村（太行一

号线）；

（三）2023 年（1 个）：赤叶河村；

（四）未列入编制（2 个）：廖池村（太行一号线）、西湾

村。



- 14 -

十、夺火乡 8 个村

共计 11 个村，未列入编制计划 3 个，计划编制 8 个。

（一）2021 年（5 个）：夺火村（太行一号线）、凤凰村（百

村百院、太行一号线）、勤泉村（百村百院）、寺南岭村（百村

百院、太行一号线）、琵琶河村（百村百院）；

（二）2022 年（2 个）：红叶村（太行一号线）、鱼池村（太

行一号线）；

（三）2023 年（1 个）：高谷堆村（太行一号线）；

（四）未列入编制计划（3 个）：望洛村、双头泉村、箭眼

山村。

十一、马圪当乡 11 个村

马圪当乡 15 个村，未列入编制 4 个，计划编制 11 个村。

（一）2021 年（5 个）：古石村（百村百院）、横水村（百

村百院、太行一号线）、灵岩寺村（百村百院）、双底村（百村

百院）、武家湾村（百村百院）；

（二）2022 年（4 个）：后郊村（太行一号线）、四义村（太

行一号线）、卧佛庄村（太行一号线）、西石门村（太行一号线）；

（三）2023 年（2 个）：大双村、长山地村；

（四）未列入编制（4 个）：西岭村、塔题掌村、苏家井村、

松根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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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备案表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规划资
质证书

情况

发证机关 资质等级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规划项

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作业范围

作业时间

用途

编制人

员情况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人员总数
规划专业技术人员 规划技术工种人员 其他人员

备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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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陵川县村庄规划编制作业人员名册（通用）

规划编制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规划证件编号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新闻单位。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