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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提出的优化空间布局、注重土地利用效率、尊重自然山水、强调

地域特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小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按照《南京江北新区总体规划

（2014-2030年）》提出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产业带动城镇化”的新战略要求，探索横梁街道特色

化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核心竞争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编制《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

道总体规划（2016-2030）》。本次规划的重点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保护：强化镇域空间管制，构建镇域绿地系统，加强城镇绿地建设。 

    （2）镇域空间布局：开展城镇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确定用地发展条件，优化镇域空间布局结构。 

    （3）镇村体系深化：依据《南京市镇村布局规划（2015-2030）》，优化镇村空间布局。 

    （4）综合交通引领：注重区域交通衔接，完善镇村公路网体系，提高镇区路网密度，优化道路断面。 

    （5）公共服务完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落实配套设施建设，基本实现镇村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 

    （6）产业布局引导：调整并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二产、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7）城镇特色塑造：打造雨花石文化特色小镇、生态宜居景园式小城镇，加快特色产业的培育发展。 

本规划于2015年11月启动编制，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专家评审。为更好的完善本次规划内容，提升

规划的可操作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要求，依法进行公示，广泛征询社会公众意见。 

 

 

 

 

 

 公示地点： 

1、南京市规划建设展览馆（玄武门）1楼规划公示厅 

2、南京市规划局网站  www.njghj.gov.cn 

 

 公示单位： 

南京市规划局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 

 公示时间： 

2016年 11月 23日至 2016年 12月 23日

（共30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李金花        84733775-6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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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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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和规划范围 

    横梁街道位于南京市域长江东北、六合区东部，东接仪征，西邻雄州，南连龙袍，北接金牛湖。毗邻

国家批复的江北新区788范围线，紧邻江北雄州副中心，是未来雄州向东辐射的重要服务基地。 

    横梁街道下辖5个社区、7个行政村。镇域规划总面积为148平方公里。 

 

横梁在南京市的位置 规划范围图 

三、现状用地概况 

    横梁镇域现状建设用地2924.5公顷，

占镇域总面积的19.76%。 

    城镇建设用地 414.0公顷，人均建设

用地142平方米；其中，横梁镇区城镇建设

用地273.28公顷，人均建设用地118.82平

方米；新篁中心社区城镇建设用地134.61

公顷，人均建设用地224.35平方米；主要

为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除中心镇区外其

它城镇建设用地主要以区域型基础设施用

地为主。 

    农村居民点用地1368.2公顷，占镇域

总面积的9.24%；人均村庄用地311平方米。 

二、总体特征 

         横梁是闻名遐迩的雨花石之

乡，雨花玛瑙石被誉为“中华一

绝”。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

资源、具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基础、

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14.98平方公里 

横梁不同时期城乡用地对比表 

横梁镇域 

项目 
现状2015年   （公顷） 

近期2020   年（公顷） 
远期2030   年(公顷） 

镇区建    设用地 

横梁镇区 273.28 399.38 519.62 

新篁中心社区 134.61 126.95 126.98 

人均建    设用地 

横梁镇区 118.82 137.72 118.1 

新篁中心社区 224.35 211.58 211.63 

农村居点用地 1368.2 792.99 467.5 

人均村庄用地 310.95 208.68 1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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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村庄布点体系 

    横梁现有自然村378个，自然村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16人，村庄数量多、密度大，沿路均质分布明显。 

镇域镇村体系现状图 

五、规划期限 

    以2015年为规划基准年。 

    近期至2020年； 

    远期至2030年。 

六、功能定位 

    中国雨花石名镇；江苏省级工贸重点镇；

南京市生态宜居新市镇。 

七、人口规模与城镇化率 

    人口规模：现状镇域总人口7.3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为2.9万人；2020年镇域总人

口7.3万人，其中横梁城镇人口3.5万人；

2030年镇域总人口7.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

万人。 

    城镇化率：2015年，城镇化率为39.7%；

至2020年，城市化率为48.0%；至2030年，

城市化率为67.5%。 

 

横梁人口规模与城镇化率预测 

八、镇村体系规划 

    以南京市优化镇村布局规划要求为依据，结合横梁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规划横梁镇域形成“镇区—

新社区—自然村”三级镇村体系结构。  

    镇区：2030年横梁镇区人口4.4万人，建设用地5.20平方公里；新篁中心社区人口0.6万人，建设用地

1.27平方公里。 

项目 
现状 

（2015年） 

近期 

（2020年） 

远期 

（2030年） 

镇域总人口（万人） 7.3 7.3 7.4 

城镇人口（万人） 2.9 3.5 5 

横梁镇区人口（万人） 2.3 2.9 4.4 

新篁中心社区（万人） 0.6 0.6 0.6 

城镇化水平（%） 39.7 48.0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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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新社区：9个，包括新篁社区（1070人）、大营郭（760人）、马场林（620人）、钟林（1750

人）、万杨（1130人）、双井黄（1165人）、陈堡桥（1175人）、秦营（805人）、胡杨（1550人），共

计1万人，建设用地规模1.941平方公里。 

    二级新社区：25个，包括三陈社区、上马社区、厉家昌社区、金张汪社区、三友湖社区、柳塘余社

区、骆张社区、汉塘丁社区、井南张社区、闻林社区、山杨社区、戈陈社区、郁厉社区、小吕社区、流

滩杨社区、臭椿林社区、王子庙社区、雁塘钱社区、章李陈社区、大营孙社区、大营徐社区、坐山徐社

区、屈陈社区、黄中社区、流滩应社区，规划人口300--1500人，共计1.4万人，建设用地规模2.734平方

公里。 

镇域镇村体系结构图 

九、城乡用地布局规划 

(一）镇域空间布局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一点、两轴、四片”的总体空间结构。 

    1、“一心一点” 

    一心：镇区服务中心，以横梁镇区作为服务镇域的发展核心，带动全镇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点：新篁服务点，参照中心社区服务配套标准配套，为横梁街道北部主要服务中心。 

    2、“两轴” 

    宁通一级公路发展轴：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向东与仪征市对接，向西与雄州组团紧密协作。 

        城镇空间发展轴：串联镇区与新篁中心社区两大发展极。 

镇域村庄布局规划图 

    自然村：重点村48个，重点特色村5个，特色村2个，一般村为除上述村庄外的其它自然村庄；打造7

个特色村（包括重点特色村），分别是柳塘余、小营钟、陈堡桥、双井黄、傅营钟家集、山根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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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四片” 

    生态休闲度假片：主要位于镇域东侧，以生

态休闲度假旅游为主体功能的功能片区。 

    优质粮油种植片：主要集中在镇域中部，以

优质水稻、富硒稻米、油脂原料种植为主要功能

的功能片区。 

    两个设施蔬果种植片：主要位于新篁、钟林、

山东及王子庙片区，以特色果蔬种植为主体功能

的功能片区。 

 

（二）镇域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总用地面积14800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共2195.33公顷，水域和其他非建设用地

12604.67公顷。镇域形成横梁镇区、新篁中心社区两片城镇建设重点发展地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655.25公顷，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31.05平方米/人。村庄建设用地为一、二级社区建设用地，用地面积

467.5公顷，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194.79平方米。 

 横梁城乡规划用地统计表 

镇域规划结构图 

镇域土地利用规划图 

序号 
类别代
码 

用地类别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公顷） 

占城镇建设
用地比重 

占总用地
比重 

建设
用地 

城镇建
设用地 

居住用地 R 233.17 35.58 1.58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A 40.28 6.15 0.27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B 49.7 7.58 0.34 

工业用地 M 117.31 17.9 0.79 

物流仓储用地 W 12.38 1.89 0.08 

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S 123.04 18.78 0.83 

公用设施用地 U 13.34 2.04 0.09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66.03 10.08 0.45 

小计 655.25 100 4.43 

村庄建
设用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H1 467.5   3.16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H2 1072.58   7.25 

城乡建设用地合计 2195.33   14.83 

非建
设用
地 

水域 E1 695.35   4.7 

郊野绿地 Eg 281   1.9 

农林用地 E2 11628.32   78.57 

总用地面积 148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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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乡空间利用与管制 

    将横梁镇域空间划分为禁止建设区、限

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已建区四种类型，

并制定必要的空间管治措施。 

    1、禁止建设区：原则上严格禁止任何与

其性质无关的各类建设活动，包括基本农田

保护区、生态红线一级管控区域、重要水域

及周边的生态隔离带及省、市级公益林。 

    2、限制建设区：主要包括生态红线二级

管控区域、对外交通和基础设施预留区、宕

口用地、其它林地保护区、地形限制区、一

般农田。 

    3、适宜建设区：包括尚未开发且适宜进

行集中建设的区域以及土地整理后新划定的

可建设区域。 

    4、已建区：规划基准年之前已经进行建

设开发的各类用地。主要包括城镇已建设区、

村庄已建设区。 

  

 

 

 

 

  

城乡空间利用与管制规划图 

镇域产业布局规划图 

十一、城乡产业布局规划 

         横梁镇域规划形成“一心八片区”的产

业发展格局。 

         一心：为镇区及新篁中心社区的综合服

务区； 

        八片区：为特色工业区（镇区及新篁门

窗园产业片）、精品林果种植区/ （乡村旅游

度假区）、生态循环农业种植区（乡村旅游

度假区）、设施蔬果种植区、优质粮油种植

区、设施渔业养殖区、雨花韵旅游片区。 

禁建区 

限建区 

适建区 

已建区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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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平方公里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镇域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十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地区延伸，达

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均等化配置的

要求，实现基本生活公用服务设施配套的城

乡无差异化。 

        规划形成“镇区—新社区”两级公共设

施配置体系。镇区参照《南京市公共设施配

套规划标准》（宁政发〔2015〕21号）及相

关规范、标准执行；新社区参照《南京市农

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规划指引

（试行）》及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十三、城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保护横梁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所依托

的自然山水环境，传承地方特色浓郁的文化

传统。 

         镇域范围内主要包括镇域山水环境的保

持和展示、镇域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镇

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及古树名木

保护。    

十四、城乡旅游发展规划 

         1、旅游功能定位 

        以雨花石文化品牌为核心，以文化休闲、度假体验和生态观光为特色的南京市特色文化旅游、乡村

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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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旅游发展规划图 

         2、旅游空间布局 

        规划形成五大旅游片区。 

       结合镇域山水、人文资源重点打造现

代农业体验片、“E”田园体验片、雨花

韵旅游片区、方山旅游片区、灵岩山旅游

片区。 

 

十五、城乡综合交通规划 
（一）公路 

        1、高速公路 

        规划建设“一横两纵”高速公路网，其

中“一横”为宁通高速公路，“两纵”为绕

越高速公路和宁盐高速公路。。 

        2、一级公路 

        规划“一横一纵”一级公路网，其中

“一横”为宁通公路，“一纵”为六合东部

干线。 

        3、二级公路 

        规划“二横五纵”二级公路网，包括新

程线、灵岩山森林大道、横瓜线、八龙线、

双流线、老S002、S201。 

        4、三、四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主要为联系新市镇与新社

区以及新社区之间的道路。镇域范围内公路

均达到四级及以上标准。 
城乡综合交通规划图 

（二）快速路 

        规划“二横一纵”快速路网，其中“二横”为方州路和灵岩大道，“一纵”为灵岩东路。 

（三）铁路 

        规划普速铁路1条，即现状宁启铁路，新增城际铁路1条，即宁通城际。镇域内无铁路客货运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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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河航运 

        规划旅游航道1条，即新篁河。 

（五）输油输气管道 

        规划保留现状输油管线3条和输气管线1条，包括仪长输油管线及复线、鲁宁输油管线、苏北成品油

输油管线和西气东输管线。 

（六）公共交通 

        规划新社区居民1次出行直达镇区，镇域居民1次换乘到达雄州中心，2次换乘到南京主城区；镇域行

政村实现公交全覆盖。 

（七）加油站 

        规划4处加油加气站，其中公路型加油站3处、镇区型加油站1处。 

 

 十六、城乡市政公用工程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 

        1、水厂水源：实施区域供水，由六合区远古水厂统一供水，水源为长江。 

        2、给水增压泵站：镇域保留并扩建现状4座主要增压泵站，居民点可按实际需求新增小型增压站。 

        3、给水管网：镇域供水主干管沿宁通公路、县道304敷设，管径为DN400-DN600；沿村镇主要道路

敷设区域输水管线，向周边镇村供水，管径为DN400-DN200。 

（二）排水工程 

       1、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集中处理排放。 

       2、污水处理设施： 

       横梁镇区：近期保留现状横梁污水处理厂，远期改建为污水提升泵站，在镇区西侧工业区新建一座

污水处理厂，规模为1.5万立方米/日，尾水排入灵岩河。 

       新篁中心社区：保留新篁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新篁河，保留现状污水提升泵站。 

        其他社区居民点设置微动力或无动力分散型污水处理站。 

      3、雨水排放：机排与自排相结合，机排区排涝模数不低于4.0立方米/秒·平方千米。 

      4、海绵城市：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开发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将75%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三）供电工程 

       1、供电设施 

将现状镇域南部220千伏宁北变扩建为500千伏变电站。 

保留现状镇域西北象限220千伏六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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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梁镇区新建2座110千伏变：灵山变、岩叶变。其中，灵山变位于新禹东与兴镇路交叉口的东南

角，预留占地面积约0.6公顷；岩叶变位于纬二路与工业路交叉口的西北角，预留占地面积约0.47公顷。

每座主变容量为3×8万千伏安。 

现状35千伏横梁变、新篁变随35千伏公用电压等级将限制发展，逐步取消。  

        2、电力线路 

规划保留镇域内现状过境的500千伏、220千伏电力架空线。 

另新建2条宁北变电源进线，由现状500千伏线路就近开断接入。 新增5条宁北变220千伏架空线路出

线通道。  

新建灵山变、岩叶变的电源进线，沿宁通公路北侧、新禹东、工业路东侧采用架空同塔双回的方式

架设接入。局部结合实际需求可采用电缆敷设。  

（四）通信工程 

规划在镇区与新篁中心社区分别设置1座邮政支局和1座邮政所，可结合基层社区中心设置，预留建

筑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 

在每个农村居民点各设置1座邮政服务网点，保证整个农村用邮服务。 

按5公里覆盖半径在镇区设置1座汇聚机房，规划保留镇区的广播电视中心，且为镇域提供服务。          

（五）燃气工程 

规划保留横梁镇区东侧的天然气CNG储配站，为横梁镇区用户提供管道天然气，占地约0.3公顷。 

规划适时搬迁现状液化石油气供应灌装站至镇区北侧工业路与纬二路交叉口，为农村居民提供液化

石油气，预留占地约0.2公顷。 

（六）环卫工程 

       生活垃圾采用由社区（小区）收集，经小型转运站转运至六合环境园统一处理。 

规划在横梁镇区西北方向新建1座雄州大中型垃圾转运站，预留占地面积不少于1公顷。结合环卫停

车场共同设置。 

规划共设置5座小型垃圾转运站，其中横梁镇区设置2座，新篁中心社区设置1座，弥陀寺和黄钟各设

置1座。新建转运站每座预留面积不少于约800平方米。日中转垃圾量不少于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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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防灾 

         1、防洪 

         防洪目标：新禹河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新篁河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灵岩河以山洪防治防为主，

标准为20年一遇；方山河等水库撇洪沟山洪防治标准为10年一遇。 

        治涝目标：总体治涝标准为20年一遇，对现有排涝泵站进行改扩建，提高地区排除涝水的能力。 

        2、消防 

        镇区：设置二级普通消防站一座，完善消防供水系统。 

        农村社区：配置消防器材，加强管理和安全教育宣传，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等。 

        3、抗震 

        防震减灾目标为“达到抗御7级左右地震”   的综合防御目标。 

        镇区：重点加强应急避难体系建设。 

        农村社区：重点对老旧危房进行加固和拆建，提高老旧房的抗震设防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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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材料是为方便公众了解规划方案，提出反馈意见而制作的参考性文件，不作为法律文件使用，

法定规划以最新批复的规划成果为准。 

2、本材料仅用于在公告期间征求公众意见。 

3、公告时间为三十天，在公告期间若有意见的，请及时反馈。 

4、反馈意见的个人，应签署真实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反馈意见的单位，应加盖公章，明确单位

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便我局联系。 

5、本材料最终解释权归南京市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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