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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梨洲街道三溪村村庄规划 

局部调整 

一、调整背景 

1.现状条件 

三溪村地处于余姚城区南部，村庄北临余姚经济开发区南区，东

与苏家园、雁湖村毗邻，西与兰江街道凤亭村、冯村交界，南与梁弄

镇高南村接壤。村庄紧邻经济开发区南区，位于城区范围内，受中心

城区的辐射影响较大，对村庄的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三溪村村域范围内有向家弄水库一处，集三溪之源，蓄四季雨水，

库中水质清澄，鱼虾成群，山青如翡翠，水秀似碧玉，风景秀丽；南

侧为四明山脉一部分，整体地势南高北低，自然条件优越。 

2.上一轮村庄规划主要内容 

《余姚市梨洲街道三溪村村庄规划》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正式

获市政府批复。规划将村庄定位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郊村”。 

规划空间结构为“一心、两轴、三片区”， 一心：公共服务核心；

两轴：指以村庄主要道路形成的村庄发展主轴，以 318 省道形成的村

庄发展次轴；三片区：指经济开发区、平原居住区、山地居住区。 

该规划自批复以来，对三溪村的实施建设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有效指引了村庄的发展和开发。 

为进一步完善三溪村村庄规划，提高村土地利用效率，解决村历

史遗留土地问题，需对《余姚市梨洲街道三溪村村庄规划》进行局部

调整，以更好的指导村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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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原因 

1、相关规划调整 

《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南区编制单元（0574-YY-LJ-07）控制性详

细规划》为已批复控规，由于该控规的规划范围向三溪村扩张，使三

溪村村庄范围内用地相应减少，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用地以经济开发区

控规为准。 

2、民兵训练基地建设需要 

根据余武[2018]12 号文件精神，拟新建民兵训练基地一处，并选

址于三溪村，该项目作为重要建设项目落地之前，需完善各项相关手

续，现需对村庄内用地进行调整，以确保相关项目顺利进行。同时，

对原村庄规划未体现的已建特殊用地进行补充，完善村庄规划。 

3、村庄发展的实际需求 

三溪村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南区紧邻，经济开发区企业发展迅速，

因经济开发区企业扩建，原村庄内小微企业被拆迁后，需要迁建安置，

北侧用地靠近经济开发区，且现状无建设，可选址于此，故需调整原

村庄规划，落实相关安置用地。 

 

三、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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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3）《浙江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2015）； 

（4）《余姚市域总体规划》（2017-2035）； 



3 
 

（5）《余姚市域村庄布局规划》（2010-2020）； 

（6）《余姚市梨洲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4 调整完善版； 

（7）《余姚市梨洲街道河道规划报告》（2010）； 

（8）《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南区编制单元（0574-YY-LJ-07）控制

性详细规划》 

（9）其他各类相关规划及专项规划； 

（10）国家、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等有关村庄规划的规范、

规定和文件等。 

 

四、调整范围 

拟调整地块共四处，即 SXC01、SXC02、SXC03、SXC04 地块。 

SXC01 地块位于现状锦凤路南侧，已建浙江金瑞薄膜材料有限

公司西侧，现状以农林用地和村庄住宅用地为主，地块面积 63332.6

平方米（约 95 亩）。 

SXC02 地块位于现状锦凤路南侧，三溪口溪东侧，现状以农林

用地为主，地块面积 7762.1 平方米（约 11.6 亩）。 

SXC03 地块位于 318 省道南侧，现状鼎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西侧，现状以农林用地、村庄住宅用地等为主，地块面积 31072.6 平

方米（约 46.6 亩）。 

SXC04 地块位于 318 省道与开丰南路交叉口南侧，现状为已建

特殊用地，作为民兵训练基地训练场地，地块面积 15132.2 平方米（约

22.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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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调整地块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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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调整内容 

1、调整地块现状建设情况 

根据现状建设情况分析，现状村庄内用地建设与原村庄规划内容

基本一致。本次规划调整所涉及的四个地块，除 SXC04地块为已建特

殊用地外，其他地块均未开始建设。 

     

2、规划范围调整 

根据《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南区编制单元（0574-YY-LJ-07）控制性

详细规划》，SXC01 地块位于经济开发区南区管辖范围内，由于原村

庄规划中该地块为村庄建设用地，现需对原村庄规划进行局部调整。 

3、调整后地块的规划控制 

本次规划调整主要涉及调整内容包括： 

（1）SXC01 地块，原规划为村庄住宅用地纳入经济开发区南区，

该地块面积 63332.6 平方米，具体用地性质以经济开发区南区控规为

准，村庄规划不再涉及。 

（2）SXC02 地块，原规划为村庄住宅用地，现因经济开发区企

业扩建，对原有小微企业进行迁建，并选址于此，主要考虑到工业开

发的集聚效益。该地块面积 7762.1 平方米，其中一类工业用地面积

6231.3 平方米；工业用地与村庄住宅用地之间需控制至少 20 米防护

绿地，该地块面积为 1530.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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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XC03 地块，原规划包含村庄住宅用地、村庄公共场地、

村庄交通设施用地、防护绿地、农林用地等。现因民兵训练基地、公

安警务训练基地作为重大建设项目需在村庄内落地，故需对原规划进

行调整，以确保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该地块面积 31072.6 平方米，调

整后包括特殊用地面积 25035.7 平方米，其中北侧民兵训练基地

16665.2 平方米，南侧公安警务训练基地 8370.5 平方米；村庄公共场

地面积 4992.5 平方米；农林用地 1044.4 平方米；原规划在该地块布

置村庄交通设施用地作为社会停车场，为平衡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

在村庄公共场地配建适量公共停车位。 

（4）SXC04 地块，地块面积 15132.2 平方米，原规划为农林用

地，实际已建特殊用地，用于民兵训练基地训练靶场，但原规划中未

体现该用地，故在本次规划调整中予以落实，确保土地使用。 

   

图 2：原用地规划图          图 3：调整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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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前后总量控制 

调整前村庄总建设用地面积 92.76公顷，调整后村庄总建设用地

面积 86.21 公顷，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减少 6.55 公顷，主要减少的村

庄用地为村庄住宅用地；由于部分用地划入经济开发区、调整后一类

工业用地以及新增特殊用地面积计入其他国有建设用地，故村庄总建

设用地面积减少，其他国有建设用地增加。 

其中，调整范围内用地增加或减少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调整范围内增加或减少用地一览表 

用地

代码 
用地分类 

调整前面积 

（公顷） 

调整后面积

（公顷） 

变化量 

（公顷） 
增加或减少 

V11 住宅用地 74.87 68.08 6.79 减 

V22 村庄公共场地 3.76 4.13 0.37 增 

V42 村庄交通设施用地 0.39 0.26 0.13 减 

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 92.76 86.21 6.55 减 

N2 其他国有建设用地 220.43 228.82 8.39 增 

建设用地总面积 331.94 333.78 1.84 增 

 

六、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1、调整后村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改变 

村庄内用地调整位置位于村庄建设用地边缘，并且不列入村庄建

设用地，新增特殊用地位于村庄东首，虽然面积较大，但不进行大量

的建设，对原规划中的停车设施也在公共场地中予以配建，对村庄内

居民的生活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影响居住片区主体功能，村庄整体

的结构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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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体系无影响 

规划共涉及四处用地调整，除控规范围内新增支路一条外，其余

用地调整不涉及道路体系的调整。控规范围内新增支路主要为解决内

部工业用地出入口问题，对村庄内道路体系无负面影响。SXC03 地

块内原规划村庄交通设施用地作为停车场，在调整后村庄公共场地内

配建，不影响村庄内静态交通设施的总体布局。 

3、市政设施配套变化不大 

原村庄规划日用水量为 1360m³；污水量为 1224 m³；日电力负荷

为 14114KW。 

经测算，村庄规划调整后村庄建设用地市政容量有所变化，分别

是村庄用水量减少 267.35 吨/日；污水量减少 213.88 吨/日；用电负荷

减少 539.61KW。 

与原规划相比，调整后村庄内市政容量有所减少。 

其他国有建设用地的市政容量纳入镇区进行统计，村庄内不涉及。 

表 2：村庄建设用地市政容量变化表 

用地类别 

增减用地

面积（公

顷） 

用水量 污水量 用电负荷 

用水标准

（吨/公

顷.日） 

用水变

化量（吨

/日） 

污水变化

量（吨/

日） 

负荷标准

（ KW/hm

²） 

负荷变

化量

（KW） 

住宅用地 -6.79 40  -271.6 -217.28  80  -543.2 

村庄公共场地 0.37 15 5.55 4.44 15 5.55 

村庄交通设施用地 -0.13 10 -1.3 -1.04 15 -1.95 

村庄合计     -267.35  -213.88    -5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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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规融合 

村庄规划作为法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村庄建设项目审

批的直接依据，更为“多规融合”奠定重要的实施基础。 

SXC01 地块现状土地性质包括建设用地以及预测新增建设用地。 

SXC02 地块现状土地性质为预测新增建设用地。 

SXC03 地块现状土地性质包括建设用地、采矿用地、一般农田、

预测新增建设用地等。 

SXC03 地块现状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 

本次调整地块应积极办理相关用地转换手续以便于土地合理、合

法的利用，落实实际建设项目。 

 

图 4：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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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综上所述，对三溪村村庄规划的局部调整，维持了原村庄规划的

规划结构，合理发展村庄建设，满足村庄建设发展需求，也为村庄的

实际建设提供了可操作实施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建议在下一步的建设实施中，进一步加强对工程实施的管理，确

保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应做到相应的防护控制要求；规划特殊用

地应结合其使用功能，按相应规范或标准进行建设，不影响村庄内居

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规划实施过程中应与实际向结合，同时做好环

境保护要求，适度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