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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面积：13平方公里
• 社区GDP：31098万元
• 常住人口：1500人
• 农村户籍人口：674人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800元
• 主要产业：水产业、铜矿产业、农业

基础数据

本次讨论内容

1、控制条件下的发展诉求

2、发展选择与目标愿景

3、概念土地利用方案



控制条件下的发展诉求
1、众多的限制要素

2、绝佳的景观资源

3、显见的发展瓶颈

4、相关规划衔接

5、土地利用现状

6、发展规模预测

7、用地适应性评价

8、发展瓶颈的破除



岭后社
区范围

一级保护区
（核心景区）

外围保护地带

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1、众多的限制要素

限制条件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新安江-泷江分区

根据该分区规划，岭后社区东北部为风景区名胜

区范围，其中，新安江大坝、好运岛所在区

域为核心景区，风景区范围内用地开发要遵从风

景区的管理要求。

核心景区：可以安置必需的游步道和相关设施，

严禁建设与风景无关的设施，不得安排住宿床位，机

动交通工具不得进入。

二级保护区：可以安排少量旅宿设施，但必须限

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应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

三级保护区：应有序控制各项建设与设施，并应

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外围保护地带：岭后社区所在地为风景区外围保

护地带，开发建设注重于风景区环境的协调统一。



1、众多的限制要素

限制条件2—生态功能区划
建德市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建德市环境功能区划”，岭后社

区区块包括两类功能区：自然生态红线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

功能保障区（水源涵养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新建、改建、

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上，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从事网箱

养殖、旅游、旅游、垂钓或者其它可能污染

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畜禽养殖。

生态功能保障区：严格限制区域开发强

度，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

三类工业项目应限期搬迁关闭，禁止新建、

扩建二类工业项目，严格限制水利水电开发

项目等。

岭后社
区范围



1、众多的限制要素

限制条件3—生态公益林
建德市生态公益林规划

岭后社区用地以林地为主，约占总用地规模

的80%，其中，生态公益林1240.04hm2，占

林地面积的44.4%；经济林为155.32hm2，占

林地面积的45.6%。

现状林地以松、杉等针叶林为主，树种单

一，生物多样性差，林相结构简单，不利于生

态的稳定。从景观角度分析，林地景观资源不

够丰富，植物的四季观赏性价值低，不能适应

森林旅游发展的需求。

岭后社
区范围



2、绝佳的景观资源

丰富的外围景点依托
岭后处于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新安江-泷江分

区与千岛湖分区两大片区的结合区域，不光自身

的景观资源优越，外围景点也十分丰富。

羡山景区 茶园村 金竹排

铜关峡

石林景区



2、绝佳的景观资源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说
采铜文化：基地拥有延续了2000多年的铜文化资源，为了弘扬中

华民族悠久的铜文化，展示古代人民采铜、铸铜、铸钱的传统工艺，

一座气势恢宏的铜神殿建成在景区飞马峰之间。

码头文化：规划区域拥有两处码头、两处火车站，是原千岛湖地

区的水陆集散枢纽。同时为安徽、江西新安江沿线运输农业物资、木

材、矿产的水运交通枢纽，由此上岸转陆运（货运火车与货运汽车），

从当地村民方言的多种多样就可想见当时此地的繁华忙碌程度。

移民、民俗文化：水库移民历史；基地拥有地域性的民风民俗文

化资源， 如“九姓渔民婚俗”、“三月三新叶庙会”等，结合民俗

文化，可举行相应的节庆活动，丰富岭后社区旅游体验活动。

大坝文化：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

设备、自行建造的大型水电站，大坝的建设造成下游清凉水世界的奇

特景观（水清、风凉、雾奇）。

民俗活动                                                               民俗活动                                                          新安江大坝                                           清凉水世界

火车站                                                          码头

铜峡殿                                                         采矿区



5、土地利用现状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占总建设
用地比例

H1

R
　 居住用地 28.68 21.83%

R21 二类居住用地 3.97 　

R31 三类居住用地 24.71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12.39 9.43%

A1 行政办公用地 0.05 　

A32 教育科研用地 12.34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7.44 20.89%
B1 商业金融业用地 0.16 　

B14 度假村酒店用地 27.28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6.15 12.29%
S1 城市道路用地 13.62 　

S2 铁路用地 1.51 　

S3 码头/交通枢纽用地 1.02 　

M
　 工业用地 33.09 25.19%

M1 一类工业用地 6.18 　

M2 二类工业用地 26.91 　

W 仓储物流用地 0.86 0.65%
U 公用设施用地 11.76 8.95%
G 公共绿地 1.01 0.77%

总建设用地 131.38 100%
村庄建设用地 2.48 　

采矿用地 5.49 　

空闲地 6.05 　

河流水域 92.85 　

农田及园地 17.96
农林用地 909.79 　

总用地 1166 　

现状总建设用地规模约131.38公顷，空间分布
相对集中，主要是三类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酒店
度假村用地以及职业培训学校用地。



结合多方面因素，将规划范围内用地划分成三类区域：禁建

区、限建区以及适建区。

禁建区：以生态保护为主，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

限建区：以生态保护为主，可进行少量与旅游休闲相关的

开发建设，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总用地面积约86公顷（多为

景区景点建设用地）。

适建区：适宜进行开发建设的用地，多以现状建设用地为

主，可新增的建设用地十分有限。新增适建用地面积约32公顷。

GIS适建性加权总和计算结果图

禁建区

现状建成区

限建区

适建区

三区划分图

7、用地适应性评价



8、发展瓶颈的破除

l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白小线是岭后社区对外交通联系的主要道路，道路宽

5-6米，盘山路段多弯道，通行能力低下，规划按相应标

准对白小线进行改造升级。

l 开辟应急车道（小环线）

必要时开放进入新安江水电站的沿江沿湖路，以提高

规划区域交通的可靠性。

l 结合绿道新增南侧环路（大环线）

结合旅游绿道项目，研究新增南侧机动车车道的可行

性，建设向南通往朱家埠的南侧通道。

l 铁路货改客

依托现状铁路，发展轨道交通客运功能，通过中大运

量的公共交通，加强岭后社区与更楼等主城区的联系。

l 推进塘坞旅游码头建设

推进塘坞旅游码头的建设，配套旅游咨询、停车场、

商业休闲等服务设施，将其打造成整个片区的旅游集散

中心，整合周边区域的旅游景观资源。

l 浮桥建设（旅游环线）

基于游客量增长情况，远期适时推进岭后社区至好运

岛的浮桥交通线路，打造环形旅游线路，串联起区域内

各个旅游景点。

铁路货运站

铁路货运站

游船码头

游船码头
白小线

白小线

新电路

游船码头

浮桥

交通瓶颈的破除——建构多样化交通体系

2

3

5

6

1

4



8、发展瓶颈的破除

采矿稳定区（塌陷区）的后续利用
(1)根据受损情况，采取新建搬迁、拆迁补偿、加固维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治理，基本原则如下：
1、

2、严格控制新建城镇住宅的建设标准和建设用地，户均建筑面积50-60平方米。

3、对与沉陷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加固。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

[2004]1126号）》

（2）利用途径
1、水产养殖复垦整理模式适用于深层塌陷区

2、复垦造地种植复垦模式适用于浅层塌陷区；

3、基建迁村复垦模式适用于煤矸石充填塌陷坑造地；

4、鱼鸭混养、果蔬间作复垦模式适用于尚未稳定塌陷区；

5、水上公园适用于有大水面塌陷区。

（3）针对岭后的利用方案

集种植、参观、休闲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大农业”的 景区，待沉

降稳定，通过土地承载力评估后，考虑部分用地重新复垦为建设用

地，作为远期发展用地。

受损情况 治理原则

较轻 房屋加固维修

破坏严重 拆除补偿、异地重建、集中搬迁



发展选择与目标愿景



主要发展思路

什么样的小镇/社区才是吸引人的，有活力的，独具特色魅力的？

（与人的关系）

如何把握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内的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

（与环境的关系）

什么样的产业、功能有助于岭后地区的长远发展？

（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新安江大坝上感受“风清·水凉·雾奇”

的美景。乘坐小火车感受慢生活。官

采铜矿体验人与自然的千年奇遇。

• 基地距离建德市区约5公里，车程约15分钟

• 基地有近150公顷的建设用地

• 基地内现有民居建筑量不大，拆迁和改造成

本相对较低

生态敏感度高
两江一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

景区保护范围线，水源保护范围

线等多条生态红线在基地交织。

优势

风景资源绝佳

1、核心优势与限制

靠近建德主城区、拥有一定
的腹地、建设成本相对较低

限制

交通瓶颈、周边同类竞争和地域竞争激烈

• 白小线道路仅5米宽，常有货车通过，错车困难，

沿路发卡弯较多，十分容易发生交通拥堵。

• 基地北临千岛湖，周边已拥有比较良好的旅游开

发基础，竞争相对激烈。同类竞争，地域竞争

核心优势：风景资源绝佳

限制：生态敏感度高



科创小镇：吸引科技创新创
意企业集聚的小镇、集创新、创意、
休闲、商务生态的小镇。如，梦想
小镇、基金小镇等。

主题度假区：度假区适于
集中配套旅游设施，生态敏感度
相对较低。如华侨城、hello 
kity等

旗舰企业高地：依托
旗舰企业，延伸产业链。如生
态产业园区。

美丽乡村：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乡村。如东梓关、环溪村等。

特色景区：特色风景资源集中、环境
优美，融自然、人文、遗址于一体，可供
游览欣赏、休闲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
的区域。如遂昌金矿、黄山尖等

2、方向选择：岭后社区可选择的发展方向

0401

02 03

05

市场

政府



2、方向选择： 辅助功能：服务小镇/科创小镇

旅游服务---服务小镇

利用岭后区块的腹地优势，依托塘坞码头、老车站发展旅游服务的风情小镇。

产业发展---科创小镇

充分挖掘生态环境的优势潜力，作为城西科创大走廊端点新安江科技城的重要补充，发

展研发创新、创业孵化、艺术文化的科创小镇。

特
色
景
区

服
务
小
镇

科
创
小
镇



目标愿景

风情主题景区和旅服水业小镇

-深度体验清凉水世界的特色景区

-充满别样风情体验的旅游服务小镇

-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水业科创谷地

-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宜居社区

• 环境资源保护为基础

• 景区景点建设为重点

• 旅游服务小镇为载体

• 水业科创园区为支撑

云水苍苍，山高水长

建德·岭后旅服水业小镇

17°清凉岭后



土地利用方案



用地布局方案

用地
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h㎡) 比例%

R

居住用地 12.43 7.9%
R21 二类居住用地 9.89 

R22 服务设施用地 0.94 

RB 商住混合用地 1.60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0.63 6.7%

A35 科研用地 10.41 

A5 医院用地 0.22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5.79 41.5%
B1 商业用地 53.08 

B1/G3/S42 旅游集散用地 3.77 

B3/B1 娱乐康体/商业用地 2.70 

MB 科研产业用地 6.24 

M
工业用地 6.90 4.4%

M1 一类工业用地 6.90 

U 公用设施用地 11.76 7.4%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1.18 19.6%
S1 城市道路用地 29.43

S3 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1.31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44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9.65 12.4%
G1 公园绿地 2.34 

G1/B3 公园/娱乐用地 16.74 

G3 广场用地 0.57 

城市建设用地 158.34 100.0%

E
非建设用地 1007.66 

E1 水域 96.64 

E2 农林用地 44.57 

山体 866.45 

规划用地 1166.00 



用地布局方案
用地
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h㎡) 比例%

R

居住用地 12.43 7.9%
R21 二类居住用地 9.89 

R22 服务设施用地 0.94 

RB 商住混合用地 1.60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0.63 6.7%

A35 科研用地 10.41 

A5 医院用地 0.22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5.79 41.5%
B1 商业用地 53.08 

B1/G3/S42 旅游集散用地 3.77 

B3/B1 娱乐康体/商业用地 2.70 

MB 科研产业用地 6.24 

M
工业用地 6.90 4.4%

M1 一类工业用地 6.90 

U 公用设施用地 11.76 7.4%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1.18 19.6%
S1 城市道路用地 29.43

S3 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1.31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44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9.65 12.4%
G1 公园绿地 2.34 

G1/B3 公园/娱乐用地 16.74 

G3 广场用地 0.57 

城市建设用地 158.34 100.0%

E
非建设用地 1007.66 

E1 水域 96.64 

E2 农林用地 44.57 

山体 866.45 

规划用地 1166.00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占总建设
用地比例

H1

R
　 居住用地 28.68 21.83%

R21 二类居住用地 3.97 　

R31 三类居住用地 24.71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12.39 9.43%

A1 行政办公用地 0.05 　

A32 教育科研用地 12.34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7.44 20.89%
B1 商业金融业用地 0.16 　

B14 度假村酒店用地 27.28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6.15 12.29%
S1 城市道路用地 13.62 　

S2 铁路用地 1.51 　

S3 码头/交通枢纽用地 1.02 　

M
　 工业用地 33.09 25.19%

M1 一类工业用地 6.18 　

M2 二类工业用地 26.91 　

W 仓储物流用地 0.86 0.65%
U 公用设施用地 11.76 8.95%
G 公共绿地 1.01 0.77%

总建设用地 131.38 100%
村庄建设用地 2.48 　

采矿用地 5.49 　

空闲地 6.05 　

河流水域 92.85 　

农田及园地 17.96
农林用地 909.79 　

总用地 1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