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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稳定生猪产业发展，保障人体健康，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满足省市县畜牧业发展

规划要求，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144号文件）及陕西省环境

保护厅、陕西省农业厅印发的《转发环保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陕环函〔2017〕57号）、《进一步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

735号）和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西省农业厅文《转发<环保部、农业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的函》（陕环函〔2017〕154号）以及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规范全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

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紧急通知》（安环发〔2019〕86号）的要求，岚皋县人

民政府对原委托安康市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重新进行了规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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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2.1自然环境概况

2.1.1地理位置

岚皋县，介于北纬 31.56°~32.32°，东经 108.38°~109.11°之间，岚皋县位于

陕西南部、巴山北麓、汉江之滨，毗邻湖北、重庆两省市，与安康市平利县、紫

阳县、汉滨区和重庆市城口县接壤，辖 12 个镇 125 个行政村，国土面积 1956

平方公里，总人口 17.2万人。全县最高海拔 2641米，最低海拔 331米。

2.1.2气候条件

岚皋县为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并具有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特

征，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气温南高北低，多年平均气温 15℃，一

月份平均气温 3.4℃，七月份平均气温 26.7℃，极端最高气温 40.7℃，极端最低

气温-10.4℃，≧10℃的积温 4664℃。全年平均日照 1599小时，日照百分率 36%，

无霜期 240天左右。

全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006.8mm，最多年份降水量为 1450.3mm（1983年），

最少年份降水量为 640.2mm（1996 年）。多年平均降雨日为 140.3 天。一般 5

月上旬进入雨季，10 月上旬止，此阶段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0%，暴雨多

出现在该时期。每年汛期常发生大暴雨，是本流域洪水的主要成因，20年一遇

洪水位 405.5m，30年一遇洪水位 407m。

全年以东北风较多，其次是西北风，频率约 10％。风速一般春季大，秋季

小。多年平均风速为 0.8m/s，瞬时最大风速为 17.0 m/s。

2.1.3地形地貌

岚皋县位于陕川渝鄂交界强烈切割的山岳地带，全区为大巴山余脉盘距。地

形总体南高北低，海拔高程一般在 400m～1500m，相对高差一般在 200m～500m，

河流自南向北流淌。近代新构造运动在本区主要表现为地壳上升与河流下切，形

成了今日所见的群峰屹立、山势雄伟，沟谷幽深、水流湍急的低中山～中低山剥

蚀、侵蚀地貌景观。

岚县县内沟谷发育，地形破碎。由于岩石的风化作用，在谷坡及山地广泛分

布由碎石和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的残、坡积物（厚度大的成为村民的耕地，厚度

薄的则灌木丛生），进而导致坡麓堆积现象发育。在较大支流入口处及冲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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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育洪积锥，但一般规模较小。另外高角度的构造结构面以及卸荷裂隙比较发

育，岩体被切割后，不稳定岩体形成的小范围崩塌现象及坡面不稳定的滚石也较

为常见。

2.1.4 地质构造

岚皋县大地构造位于秦岭褶皱系（Ⅱ）北大巴山加里东褶皱带（Ⅱ7）高滩

—兵房街褶皱束（Ⅱ72），中段北端主要由下古生代地层组成，厚度大，线状分

布。褶皱及断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变质作用，并伴有晚期中性岩浆岩的侵入。总

的构造线方向为北西—南东向。

沿岚皋县城岚河北岸穿引的红椿坝—曾家坝深大断裂（F20），是区域内规

模最大的一级断裂构造。断裂带总体呈 NW-SE走向，断面倾向 NE，倾角＞60°，

破裂带宽 50m左右，层逆断层性质。F20发生在古生代和中生代，距今地质年代

久远，中生代以后均处于稳定阶段。除了沿断裂带基岩破碎，裂隙发育，风化程

度较强以外，对工程稳定性无大的影响。

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古生界火山碎屑岩、碳酸岩、泥质岩系和早古生代

基性侵入岩。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⑴ 寒武系（∈）：主要分布在县城以南相子坝一带，岩性以炭质钙质板岩

夹硅质岩和白云质灰岩等为主。

⑵ 下奥陶统（O1）：分布在县城南北两侧的大片区域。为一套经过轻微变

质具板理的泥板岩，整合覆盖于寒武系地层之上，厚度 876m～1237m。岩性单

一，主要由层厚 10～20cm的泥质板岩组成。底部夹薄层灰岩（单层 2～4cm），

中上部偶含钙质或砂质物。

⑶ 下志留统（S1）：自下而上可分为斑鸠关组、陡山沟组和吴家河组三个

岩性段，岩性以泥质粉砂质页岩，粉砂岩为主，夹炭质硅质岩等。分布在县城南

侧附近及西南大片区域，形成泥石流灾害的陈家沟即位于该地层之上。

⑷ 早古生代岩浆岩：岩性以中性闪长岩为主，偶见正长岩。以溢出为主分

布在县城以及东西延伸的大片范围，规模较大。南部则以岩墙和脉状体侵入上述

下古生界地层中。一般宽 100～140m，最宽 850米；长 2～8km，最长 9km。相

互基本平行，且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为顺层或沿断层侵入的单斜状侵入体。

⑸ 第四系（Q）：区内第四系松散层不甚发育，主要在河谷地段有全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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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冲积为主的砂卵石、粉土堆积和在山麓处有以坡积为主的碎石土零散分

布，一般规模较小，厚度在 3～15m之间。

岚河中上游历史上未有中强地震记载，工程区及其附近未发现新生代以来活

动性断裂，区域构造相对稳定。根据国家地震局 2009年新修订的《中国地震动

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划定：工程区位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区，

其对应地震基本烈度值为Ⅵ度；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介于 0.35～0.40S之间。

2.1.5河流与水文

岚皋县地处长江流域丹江口水库上游，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汉江由西向东

自北部过境，自大道河镇毛家湾入境，于打磨石出境，境内流长 6.5公里。县内

以岚河、大道河为主干，大小支流、冲沟极为发达，境内岚河、大道河、洞河、

晓道河均为汉江一级支流。全县有大小河沟 646条，是陕西省河流密度较大的地

区之一，年汇入汉江径流量达 13.93亿 m3，占汉江安康段干流总径流量的 61.8%，

属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汇水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点水源涵养区和保

护区。县境内的岚河、大道河、洞河等均为汉江一级支流，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0km2的河流 1条，流域面积在 100-1000km2的河流 4条，流域面积在 50-100km2

的河流 3 条，流域面积在 20-50km2的河流 15 条，流域面积在 10-20km2的河流

23条，流域面积在 5-10km2的河流 45条，流域面积在 1-5km2的河流 334条，流

域面积小于 1km2的河流 221条。

流域面积在 100km2以上的河流有洞河、大道河、岚河、滔河、四季河 5条，

其概况具体为：

（1）洞河

洞河是岚皋和紫阳的界河，汉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官元镇五个包一带，流经

岚皋县境内的官元、堰门两个乡镇，在紫阳县洞河街口汇入汉江。河流最大汇流

长度 65.7km，流域面积 524km2。岚皋境内面积 219km2，平均河床比降为 33.3‰。

本县内主要有大茨盘河、后小河、八一沟等支流汇入。境内多年平均流量 1.71

亿 m³。境内水力蕴藏量 3.28万 kw，可开发量为 0.19万 kw，已开发 2.46万 kw。

（2）大道河

大道河发源于横溪十八拐一带，属汉江一级支流，流经横溪、石门、民主、

铁炉等区域，在铁炉 茶儿湾汇入汉江。河流最大汇流长度 76.0km,流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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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km2,河床比降为 27.0‰。主要由千层河、神仙河、大盘河、状员河、沙沟河

等支流汇入。多年平均径流量 3.66亿 m³，水力蕴藏量为 13.04万 kw，可开发量

为 0.92万 kw，现已开发 0.31万 kw。

（3）岚河

岚河发源于平利县化龙山的鸡心岭，由孟石岭乡入境，经孟石岭、南宫山、

蔺河、城关、佐龙五个镇汇入汉江。岚河汇流总长度为 148.6km，流域总面积

2138km2。境内岚河主河道长为 80.5km，面积为 1176km2，河床比降为 4.2‰。

主要由支河、毛家沟、朱溪河、溢河、蔺河、滔河、四季河、送溪沟、桂溪沟、

佐龙沟等支流汇入。多年平均流量为 42.6m³/s，平均径流量为 13.77亿 m³，历史

最大洪锋流量 3200m³/s，最小流量 3.52m³/s。流域内总水力蕴藏量为 36.26万 kw

（其中主河道水力蕴藏量为 10.54万 kw），可开发量为 10.56万 kw，现已开发

10.01万 kw。

（4）滔河

滔河为岚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漳河 五里坡一带，流经滔河、城关两个城

镇，在城关镇内汇入岚河。河流最大汇流长度为 56km，流域面积 415km2，河床

平均比降为 36.9‰，主要由西家河、漳河、浪河、汉河等支流汇入。多年平均径

流量为 3.11亿 m³，水力蕴藏量为 14.04万 kw,可开发量为 3.50万 kw，现已开发

2.96万 kw。

（5）四季河

四季河为岚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四季镇三叉河一带，流经四季、城关等乡

镇，在城关镇千佛洞汇入岚河，河流最大汇流长度为 42.5km，流域面积 170km2，

河床平均比降为 44.3‰，主要由麦溪沟、老鼠沟、兴隆沟、平溪河等支流汇入。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28亿 m³。水力蕴藏量为 3.8万 kw，可开发量为 0.51万 kw，

现已开发 1640kw。

2.1.6土壤、植被

岚皋县境内土壤类型丰富多样，共有 6个土类，32个土属，107个土种。地

带性土壤主要为黄褐土、黄棕壤和棕壤，非地带性土壤有潮土、水稻土和草甸土。

黄褐土分布在海拔 900m以下地区，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该地区主

要为农业用地；黄棕壤分布在海拔 900-1400m 之间地区，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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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针阔叶混交林；草甸土主要分布在海拔 2200m以上、地势平坦而低洼的地区，

多为零星分布；潮土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发育于河流沉淀物上；水稻土中，隐

育型水稻土、潴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均有分布。

2.2经济社会概况

2.2.1行政区划及人口

岚皋县下辖城关镇、民主镇、佐龙镇、孟石岭镇、南宫山镇、滔河镇、蔺河

镇、四季镇、石门镇、堰门镇、官元镇、大道河镇 12个镇；125个村民委员会；

11个社区，人口 17.6万人。

2.2.2经济结构

2018年岚皋县实现生产总值 59.35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8.20亿元，增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33.3亿元，增长 13.8%；第三

产业增加值 17.85亿元，增长 7.5%。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分别为 13.8%、56.1%和 30.1%。

（1）农业发展现状

2018年，岚皋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52亿元，增长 4.2%。其中：农

业 9.09 亿元，增长 4.6%；林业 0.48 亿元，增长 23.1%；牧业 3.77 亿元，增长

1.3%；渔业 0.49亿元，增速持平；农林牧渔服务业 0.69亿元，增长 5.9%；农林

牧渔增加值 8.54亿元，增长 4.3%。

（2）工业发展现状

2018年，岚皋县工业总产值 90.86亿元，同比增长 27.1%，实现工业增加值

26.73亿元，同比增长 15.4%。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户，实现现价总产值 89.38

亿元，同比增长 26.9%，增加值 26.37亿元，同比增长 15.5%，产销率达 98.0%，

同比提升 0.1个百分点。

（3）旅游业发展现状

2018年，岚皋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促销力度进一步加大，知名

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全年接待游客 634.45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4%，旅游业

综合收入 41.61亿元，同比增长 32.89%。

2.3主要生态问题

畜禽养殖产生的畜禽粪尿、尸体、垫料、污水、垃圾等废弃物，如果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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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当将造成环境污染，包括：

1、污染环境空气

畜禽粪便在堆放过程中产生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成分的

恶臭气体，既会污染周围空气影响空气质量，也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2、污染水质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其污水生化指标极高。高浓度畜禽有机污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中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根据《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备案和粪污染资源化利用机构

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号）确定的规模畜禽养殖场标准起点如

下：规模养殖（养殖小区）是指生猪存栏 300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头以上、肉

牛存栏 100头以上、羊存栏 200只以上、蛋鸡存栏 10000羽以上、肉鸡存栏 10000

羽以上的集中饲养场所，其他畜禽养殖可按粪便排放当量折算后参照上述标准执

行。根据岚皋县各镇提供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统计数据，岚皋县共有 32家规模

化养殖场。岚皋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情况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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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8年底各镇规模化养殖场存栏情况汇总表

序号 村镇 规模化养殖企业数（家） 生猪（头） 牛（头） 羊（只） 鸡（只）

1 孟石岭镇 2 500 0 0 10000

2 城关镇 3 0 0 0 75000

3 佐龙镇 3 0 0 0 35000

4 滔河镇 4 1000 0 0 11000

5 民主镇 4 720 0 260 12000

6 石门镇 5 1300 0 432 0

7 蔺河镇 3 930 0 0 11000

8 堰门镇 5 10700 107 0 10000

9 四季镇 1 0 0 225 0

10 大道河镇 0 0 0 0 0

11 南宫山镇 1 0 0 0 12000

12 官元镇 1 0 0 210 0

合计 32 15150 107 1127 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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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则

3.1指导思想

坚持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带动发

展战略为指导思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要求和部署，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以调整优化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

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

展；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依法划定畜禽禁养区

范围。全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畜禽养

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

调发展。

3.2划定目标

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

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水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优化全县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为开展后续的畜禽养殖污染综合

防治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3.3划定原则

依据指导思想，在划定畜禽禁养区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1)统筹兼顾原则；

(2)科学可行原则；

(3)依法合规原则；

(4)以人为本原则；

(5)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

3.4划定依据

（一）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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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号）；

（8）《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环境保

护部令第 16号修改）；

（10）《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年第 7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国

办发〔2017〕48号）。

（二）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1）《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06.3.1）；

（2）《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9.9.27）

（3）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江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2014

－2017年）>的通知》（陕政发[2014] 15号）；

（4）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陕

政发[2015]60号）；

（5）陕西省畜禽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养殖场备案和粪污染资源化利

用机构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号）;

（6）《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7）《陕西省水功能区划》

（8）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安政发

[2013]31号）；

（9）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汉江水质保护工作的意见》（安政

发[2013]32号）；

（10）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安

政发[2016]7号）；

（11）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康市水污染防治 2017年度工作

方案的通知》；

（12）《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实施方案》

（13）《县城总体规划（2012年-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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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县城及各乡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技术报告》（送审稿）；

（15）《旅游总体规划》。

（三）相关政策、技术规范及规范性文件

（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1号）；

（3）《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

（4）《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5）《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6）《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

（7）《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

（8）《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NY/T1167-2006）；

（9）《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10）《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1169-2006）；

（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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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技术路线

识别应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各类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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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区

域

初步核定畜禽禁养区边界

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评估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确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

向辖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搜集资料，调查核实，摸清底数

城镇

居民

区和

文化

教育

科学

研究

区

调查边界内的规模化养殖情况，形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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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摸底调查情况

根据各镇提供畜禽养殖场资料统计，岚皋县境内共有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32家，详见附表。

3.5.2 应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各类区域识别依据

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

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禁养区内不得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规模

养殖场，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关、停、转、迁。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畜禽

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

务院令第 643号）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分五大类：

第一类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

域范围。

第二类为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第三类为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第四类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

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

界范围。

第五类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3.5.3 识别结果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应依法划定为畜禽禁养区。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岚皋县

城及集镇共有 13处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别为：四季河苍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县城

用水）、蔺河水库备用饮用水源保护区（县城备用水）、官元镇乡镇集中式饮用

水源保护区、民主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大道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保护区、蔺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孟石岭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

护区、南宫山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石门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四季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滔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堰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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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佐龙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共 13处饮用水源

地，按要求以上 13处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均应识别为

畜禽养殖禁养区，其中，饮用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2、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推进生态文明、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

的重要载体。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各类

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条定义的“自然保护区”为“对有代表

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

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

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岚皋县境内无自然保护区。

3、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审定命名、划定范围，供人们游览、观赏、

休息和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其划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岚皋县境内省级风景名胜区为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

4、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1）城镇居民区识别

经调查，岚皋县下辖城关镇、民主镇、佐龙镇、孟石岭镇、南宫山镇、滔河

镇、蔺河镇、四季镇、石门镇、堰门镇、官元镇、大道河镇 12个镇；125个村民

委员会；11个社区。由于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年内不做调整，为了兼顾城镇发

展，使禁养区与现行城镇居民区相符，依据现有资料，本方案以城镇居民建成区

识别为城镇居民区，并进行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2）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识别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无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岚皋县境内高级中学、初

级中学、职业中学、小学等均位于县城及各集镇建成居民区内，在城镇居民区识

别范围内，此次不再重复统计。

5、生态保护红线区和重要河流岸带识别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文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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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应“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

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

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

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

实加强环境管理，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本方案已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

教育科学研究区”进行禁养区划定范围识别，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区进行畜禽禁养区

识别；对重要河流岸带河流岸带进行畜禽禁养区识别。

（1）生态保护红线区识别方法

目前安康市及岚皋县均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陕西省仅有《陕西省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尚未发布正式版本，因此本方案将使用现有的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作为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

定的其他区域畜禽禁养区的划定依据，待《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完成

修改和审批程序后，生态红线的畜禽禁养区所对应的范围也应及时跟进调整。

根据现有的《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岚皋县境内

生态保护红线区为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千层河国家湿地公园、神河源省级森林

公园，县城及乡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已经

识别为应当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区域，无需进行重复划定，故本方案暂不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的禁养区，若后续通过审批的生态红线范围超出本方案划定的畜禽禁养

区范围，再对畜禽禁养区进行调整和补充。

（2）重要河流岸带识别方法

岚皋县境内涉及重要河流有汉江及岚河、洞河、大道河等汉江一级支流，其

中岚河、洞河、大道河流域面积均在 100km2以上。为避免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地

表水体，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水质安全，需对岚皋县重要河流岸带进行畜禽禁养区

进行识别。

结合岚皋县各部门及镇政府意见，汉江及岚河、洞河、大道河等三条汉江一

级支流共 4条河流全部识别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区域

经梳理，2019年 9月 27日修订颁布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核心保护区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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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无关的活动；重点保护区不得进行与其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开发建设活动。我

县民主镇、大道河镇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两镇辖区划定为秦岭核心区和重

点保护区区域应全部识别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区的市根据省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绘制本行

政区域内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分区保护图，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设区的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可以严于本条例有关区域划

分标准具体划定保护范围，并在保护范围外围划定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由于省

市相关规划尚未出台，涉及该区域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

科学研究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和重要河流岸带已经识别为应当划定畜禽禁养区的

区域，无需进行重复划定，故本方案暂不依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关于核心区及重点保护区相关规定划定禁养区，若后续省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及通过审批的生态红线范围超出本方案划定的畜禽禁养区范围，再对畜禽禁养

区进行调整和补充。

7、识别结果

综上，本方案对岚皋县境内的南宫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全县 13个城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2个城镇居民区、汉江干流及其流域面积 100km2以上一级支

流进行畜禽禁养区识别，识别区域将依法划定畜禽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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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畜禽禁养区划定

4.1资料来源

畜禽禁养区划定资料来源见下表。

表 4-1畜禽禁养区划定资料来源一览表

资料 来源

卫星影像图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土地利用现状图
岚皋县自然资源局

基本农田分布图

《岚皋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年-2030年）》文本及图件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岚皋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技术报告》（送审稿）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南宫山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分区图》 岚皋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岚皋县水系特性及河道等级划分表》 岚皋县水利局

4.2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法及步骤

4.2.1岚皋县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

1、划定方法

依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第五章

的规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

围应识别畜禽禁养区，故本方案将岚皋县城及乡镇共 13 处饮用水源保护区一

级、二级陆域边界划定为畜禽禁养区边界。其中，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

场，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根据四川省顺蓝天环保科技咨

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岚皋县县城及乡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可知

水源地保护区具体定界为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 1000m，下游 100m

范围内的河道水域；陆域范围为水域外延 100m的范围。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从一级保护区上界起上溯两千米的水域，下游侧外边界距一级保护区边界为

200m；陆域范围二级保护区水域沿河两岸各纵深外延 200米的陆域，河岸距山

脊线距离小于 200米的区域以山脊线为陆域外边界。对于流域面积小于 100km2

的小型流域，二级保护区可以是整个集水范围。

2、水源地保护区禁养区划定结果

根据四川省顺蓝天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岚皋县县城及乡镇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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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对保护区的定界和《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

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第五章划定范围的规定，本方案以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划定为畜禽禁养区边界，可得岚皋县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44.4779km2：其中，3.869km2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区域内禁止建设养殖场；40.6089km2为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区域内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具体面积统计见表 4-2。

表 4-2岚皋县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地表水水源保护畜禽禁养区名称

面积（km2）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1 官元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3884 2.348

2 民主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806 7.5298

3 大道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5371 4.252

4 蔺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266 3.171

5 孟石岭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206 1.711

6 南宫山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546 2.071

7 石门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285 2.356

8 四季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244 1.837

9 滔河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6055 2.341

10 堰门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335 2.011

11 佐龙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0.2455 1.361

12 四季河苍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县城用水） 0.0647 6.1667

13 蔺河水库备用饮用水源保护区（县城备用水） 0.359 3.4534
总计 3.869 40.6089

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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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岚皋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官元镇水源保护区

民主镇水源保护区

大道河镇水源保护区

堰门镇水源保护区

佐龙镇水源保护区

蔺河镇水源保护区

四季河仓水水源保护区

四季镇水源保护区

南宫山镇水源保护区

滔河镇水源保护区
孟石岭镇水源保护区

石门镇水源保护区
蔺河水库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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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

1、划定方法

根据岚皋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县城及各镇城镇居民建成区初步确定岚皋县城

镇居民区范围。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规定“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

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确定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

养区边界。

2、具体划定步骤

由于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年内不做调整，为了兼顾城镇发展，在划定过程

中需遵循统筹兼顾原则，保证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的范围有一定前瞻性，提前

清理现状建成区以外、近期建设用地上的养殖场（小区），使禁养区划定范围与

现行城镇总体规划相符，让禁养区划定工作服务于城镇化发展进程；又考虑到清

理养殖场关系到民生，在划定过程中应遵循以人为本原则，不宜对远期规划建设

用地上的养殖场（小区）进行“一刀切”，在禁养区调整周期内，应尽可能保护养

殖户的合法利益，给养殖户和畜禽产品市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

因此，本方案依据县城或各镇居民建成区红线为界线，并结合土地利用现

状等资料，将岚皋县的县城和各镇建成区划为城镇居民区，并以土地利用现状

的范围来确定边界。

3、划定结果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规定“根

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

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 依据县城或各镇居民建成区红线为界线，

作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的边界，本方案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43.542km2，详见表 4-3。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在岚皋县的总体分布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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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居民区畜

禽禁养区

名称

地理位置
禁养区面

积（km2）

1 县城建成

区
东经 108°53'19"-108°54'54"，北纬 32°18'5"-32°19'26" 23.2

2 民主镇 东经 108°42'35"-108°43'41"，北纬 32°24'18"-32°24'57" 1.785

3 佐龙镇 东经 108°52'30"-108°52'58"，北纬 32°29'2"-32°29'24" 1.212

4 孟石岭镇 东经 109°3'59"-109°4'33"，北纬 32°10'12"-32°10'49" 1.965

5 南宫山镇 东经 109°0'33"-109°1'23"，北纬 32°12'30"-32°12'57" 1.742

6 滔河镇 东经 108°55'1"-108°55'20"，北纬 32°10'27"-32°11'7" 2.121

7 蔺河镇 东经 108°55'58"-108°56'54"，北纬 32°18'42"-32°19'18" 1.877

8 四季镇 东经 108°51'54"-108°52'43"，北纬 32°15'47"-32°16'26" 2.246

9 石门镇 东经 108°46'3"-108°47'5"，北纬 32°18'43"-32°19'24" 2.414

10 堰门镇 东经 108°39'40"-108°39'58"，北纬 32°25'3"-32°25'16" 1.647

11 官元镇 东经 108°38′42"—108°52′12"，北纬 32°03′17"—32°20′33" 1.886

12 大道河镇 东经 108°39′51"—108°40′18"，北纬 32°30′28"—32°30′43" 1.447

总计 43.542
备注：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界限具体以各镇建成区红线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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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总体分布图

城关镇

民主集镇

官元集镇

南宫山集镇

石门集镇

堰门集镇

佐龙集镇

滔河集镇

蔺河集镇

孟石岭集镇

大道河集镇

四季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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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岚皋县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

1、划定方法

岚皋县风景名胜区有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

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第五章的规定，确定岚皋县省级风景名

胜区畜禽禁养区边界范围。

2、划定结果

南宫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区界坐标为 A点：109°04'58.797""，32

°12'45.879"；B 点:109°5′49.117″,32°14′57.126″；C 点:109°3′28.038

″,32°16′59.763″；D 点:109°0′13.794″,32°15′53.134″。南宫山省级

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76.48km2，其中，核心景区禁养区 31km2，

区域内禁止建设养殖场；控制区禁养区 45.48km2，区域内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

的养殖场。南宫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分布图见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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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南宫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分布图

4.2.4岚皋县重要河流岸帯畜禽禁养区

1、划定方法

岚皋县境内涉及重要河流有汉江及岚河、洞河、大道河四条河流，其中岚河、

洞河、大道河均为汉江一级支流，且流域面积均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为避免畜

核心景区禁养区

控制区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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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废弃物污染地表水体，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水质安全，岚皋县汉江及支流岸

带应划定禁建。禁养区范围内禁止新建规模养殖场；严控已建养殖场，实现零排

放，防治畜禽养殖废物造成水体污染。

2、具体划定步骤

根据《陕西省水功能区划》，结合岚皋县各部门及镇政府意见，汉江及岚河、

洞河、大道河共 4条河流全部识别为畜禽养殖禁养区。河流两岸一定区域均识别

为重要河流岸带划定禁养区。

3、划定结果

结合岚皋县水体利用实际情况和各部门的意见，汉江干流两侧沿岸纵深与河

岸的水平距离 300m 但不超过第一重山脊线分水岭以内的区域为畜禽养殖禁养

区，岚河、洞河、大道河河道两侧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 50m但不超过第

一重山脊线分水岭以内的区域为畜禽养殖禁养区。流经城镇河流扣除城镇段已被

识别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长度。划定结果见表 4-4。

表 4-15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建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 识别长度及识别宽度

禁建区面

积（km2）

1 岚河 境内全段 河长 80.5km，两岸宽各 50m 8.05

2 洞河 境内全段 河长 58.65km，两岸宽各 50m 5.865

3 大道河 境内全段 河长 77.1km，两岸宽各 50m 7.71

4 汉江 境内全段 河长 6.5km，两岸宽各 300m 3.9

总计 25.525

根据以上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建区识别方法，岚皋县境内重要河流岸带畜禽

禁建区划定面积为 25.525km2，占岚皋县国土面积（1956km2）的 1.3%。在河道

两侧禁建识别区内，禁止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在河道两侧禁建识

别区的现有养殖企业，必须采取控制规模限养(规模养殖标准以下)，配套完善粪

污无害化处置利用实施设备，全面做好养殖废物综合利用，粪污不得外排污染水

体及土壤。

4.2.5岚皋县各类型畜禽禁养区汇总情况

综上，岚皋县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44.4779km2，岚皋县

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43.542km2，岚皋县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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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面积为 76.48km2，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25.525km2，故最终

本方案划定的岚皋县畜禽禁养区总面积为 190.025km2，占岚皋县国土面积

（1956km2）的 9.71%。岚皋县畜禽禁养区在岚皋县的总体分布见图 4-4，岚皋县

畜禽禁养区总面积及各类畜禽禁养区面积详见表 4-5。

表 4-5岚皋县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岚皋县畜禽禁养区名称 面积（km2） 占岚皋县总面积（%）

1 岚皋县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 44.4779 2.27
2 岚皋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 43.542 2.23
3 岚皋县风景名胜区畜禽禁养区 76.48 3.91
4 岚皋县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建区 25.525 1.3

总计 190.025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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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岚皋县畜禽禁养区总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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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河集镇

蔺河集镇

孟石岭集镇

大道河集镇

四季集镇

民主镇水源保护区

大道河镇水源保护区

堰门镇水源保护区

佐龙镇水源保护区

蔺河镇水源保护区

四季镇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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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控措施

5.1管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 月 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畜牧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月 1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动物防疫

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年 第 7号）、《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J/T81-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

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环境保护部令第 16号修改）、《畜禽粪便还田技

术规范》（GB/T 25246-2010）、《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497-2009）。

5.2管控对象

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2020年底前，依法关

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因此有必要明确禁养

区所管控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定义。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对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的定义为：“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

饲养场所”。因此，对于禁养区所管控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及养殖专业户来

说，尽管其养殖规模和经营主体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均为畜禽养殖场所，只要达

到了一定的规模化养殖标准，即应定义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根据《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备案和粪污染资源化利用机构

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号）确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标准起点

如下：规模养殖（养殖小区）是指生猪存栏 300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头以上、

肉牛存栏 100 头以上、羊存栏 200 只以上、蛋鸡存栏 10000 羽以上、肉鸡存栏

10000羽以上的集中饲养场所，其他畜禽养殖可按粪便排放当量折算后参照上述

标准执行。故本方案以上述养殖规模为标准，定义禁养区所管控的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小区）；未达到上述养殖规模的则定义为散养户。

5.3管控措施

5.3.1管理要求

（1）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的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根据《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中关于“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防治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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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污染”之规定，应于 2020年底前完成清理。对于禁止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

的畜禽养殖禁养区，现有规模以上养殖场应限期有序拆除、搬迁或关闭；对于饮

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非核心景区等畜禽养殖禁养区，未实现粪污全量

资源化不排放污染物的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限期有序拆除、搬迁或关闭；

规模以下养殖场应加强污染防治设（措）施建设，引导养殖户做好粪污全量综合

利用，实现污染物零排放。养殖场由各镇实行动态监管。具体清理方式如下：对

于同意关闭的，签订关闭协议，明确关闭时限，只要不再饲养畜禽，其建筑物不

作强制拆除，根据业主的实际意愿，自愿拆除的按建筑补偿标准补偿，只清除畜

禽的，按畜禽补偿标准补偿；对于不同意关闭，坚持继续从事畜禽养殖的，按照

其生产规模，在禁养区外为其提供建设用地，限期搬迁，搬迁过程中应加强管理，

防止清理出的畜禽粪便造成污染，同时组织评估机构对其直接用于生产且不能搬

迁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定价，按照评估价给予资金补偿；对规定期限内不关闭、

不搬迁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强制关闭。同时应加强禁养区范围内环境的综合

整治，严禁在禁养区范围内倾倒、堆放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

（2）畜禽养殖禁养区严禁新建规模化养殖场。对于现有规模养殖场应加强

污染防治措施，限期配套完善粪污无害化处置利用实施设备，制定切实可行的污

染物消纳方案，全面做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及污染物零排放，不得外排污染水体

及土壤，同时要制定有序退出方案，逐步缩减养殖规模，直至有序退出。未按期

实现粪污全量资源化不排放污染物的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限期拆除、搬迁

或关闭。加强禁养区范围内环境的综合整治，严禁在禁养区范围内倾倒、堆放畜

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严防私自新建养殖场户。

（3）对于在本次划定的畜禽禁养区之外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应自觉

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遵照《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的要求，杜绝污染物直排，建设完备的粪便、养殖废水及病死畜禽暂存设施，自

行采取粪污生物消纳等综合利用配套措施或委托外单位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

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对于规模以下的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如果位于禁养区

范围内，则不得擅自扩大养殖量至规模化养殖。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

发[2015]17号）中关于“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之规定，散

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因此鼓励规模化以下的

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进行适度集中，从低水平、分散性养殖向规模化、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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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养殖发展；鼓励采用“共建、共享、共管”的模式，制定全县畜禽粪便治

理方案，并指导建设一批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试点工程，或者依托

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治污设施，实现养殖废弃物的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暂无条件集中收集处理的，可就地推广农牧结合种养模式。按“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的原则，应用“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生态养殖模式，实现养殖粪污资

源化利用。

（4）在禁养区范围以外，新、改、扩建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应符合城

镇总体规划、畜禽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和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的要求，布局合理，选址

适当；县发改、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在规划、立项、审

批新、改、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时，应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

时”制度，并履行相关环保审批手续，报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实行污染物集

中治理，总量控制；凡未经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未通过环境影响评

价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不得开工建设。同时应加强禁养区范围以外环境的综

合整治，严禁在禁养区范围以外倾倒、堆放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严防私自新

建、改建、扩建养殖场。

5.3.2工作重点

（1）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规划、住建等多个部门。在地方政府统一牵头下，相关部门要开

展联合行动，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部门制订技术方案，地方政府依此组织划定工

作，划定方案由各相关部门审定修改完善后报上级政府批准实施，并向社会公开。

划定方案批准后，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区内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并查

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开展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

区）的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环境评估工作，指导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配套设施建

设；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制定禁养区内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关闭搬迁的《政

府公告》和关闭搬迁通知；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养殖场关闭以及养殖户转产的技术

指导等工作；农业农村、自然资源部门共同开展同意搬迁的养殖场（小区）的选

址和农用地转用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筹措并安排落实畜禽禁养区内清理工作经费

和补偿经费；宣传部门负责禁养区划定及清理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舆论氛围，

引导养殖场户自觉配合政府部门工作；公安部门要负责清理工作过程中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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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各镇、社区按照本方案成果，在行政区域图上标明

并实地勘定辖区内的畜禽养殖禁养区，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关停、搬迁和整

改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各镇、社区和各部门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大

局意识，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禁养区划定以及养殖场（小区）清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做好补偿工作，包括养殖动物销售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棚舍补偿、

棚舍附属物补偿、停产停业补偿、可移动设备搬迁费用、不可移动设备的重置成

新价、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等方面。首先由农业农村部门对禁养区内养殖场

（小区）总资产情况进行统计评估；其次和业主进行沟通和对接，使业主对禁养

区划定工作全面了解，认识到国家此项举措施行的重要意义，获得业主的认可和

支持；再次县人民政府根据评估情况，结合本地的财政税收政策，多方考虑农户

利益，按照“先退先补”“多退多补”原则，制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安排专项补偿资

金支持畜禽养殖业清退工作，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建议对办理了土地备案

手续并按时完成拆除的，参照往年征地房屋补偿标准给予补贴，没有办理土地备

案手续的，酌情按标准的一定比例执行。对不拆除栏舍转产的，按栏舍每平方米

补贴一定金额，并在转产所需证照办理上开辟绿色通道。对不按期拆除的，须强

制拆除，不予补贴。最后制定统一的优惠帮扶政策，做到禁养区内各养殖场（小

区）稳妥搬迁或关闭，保证全区禁养区划定和清理工作圆满完成。

（3）倾听群众诉求。禁养区划定的初步方案必须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各

界意见，坚决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

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各镇政府要与养殖户开展平等的

沟通和对话。对需要拆迁关闭的养殖场（户），要制定合理的经费补偿政策，在

完成退养工作的同时，也在着手做好转产引导、就业支持、产业帮扶等工作。

5.3.3保障措施

（1）广泛宣传，公众监督。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及

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

次、多形式的宣传,特别是要大力加强面向养殖户的宣传，让养殖业主充分了解

划定畜禽禁养区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及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

（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划分畜禽养殖禁养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岚皋县人民政府根据禁养区划分方案要求,把任务指标作为目标责任制,落实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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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各相关部门进行考核，做到任务具体，责任到位。

（3）严格执法，依法关闭、搬迁。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应加大畜禽养殖户关闭、搬迁执法力度。对在禁养区内现有养殖场（小区）

要依照本方案要求限期关闭、搬迁，对拒不执行本方案规定要求关闭搬迁的，要

依照相关本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强制关闭搬迁，对扰乱关闭、搬迁工作，情

节特别严重的养殖业主依法交由司法部门惩处。对要求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在搬迁前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保证各污染物的排放满足《畜禽养殖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要求。如不能达标排放，造成污染事件

发生，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查处。其他未列入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保证各污染物

的排放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要求，坚决杜绝

污染事件发生。

（4）加强引导，稳步推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加强对畜禽养殖

业的指导和管理，遵循“综合利用优先化、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采

取切实措施，大力推广干湿分离、沼气化处理、有机复合肥加工、养殖—沼气—

种植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推广以地定养、种养结合等

循环利用模式；推进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促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全县畜禽粪便治理方案，指导建设一批畜禽粪便污水

分户收集、集中处理试点工程，并逐步向全县推广。

（5）调整结构，长效管理。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

令第 643号）、《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年 第 7号）等法律

法规，农业农村部门在编制畜牧业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虑供给侧改革，合理调

整区内养殖场（小区）布局、总量、畜种和规模。禁养区内，要严防私自新建、

改建、扩建养殖场，引导退养农户调整种养结构，积极开展供给侧改革，发展其

它高效产业，努力夯实彻底断养基础。禁养区外，要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将畜禽

污染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加强畜禽养殖行为的日常监管，加大环境保护监测

和监察执法力度。加快转变畜牧生产方式，科学制定畜禽养殖发展规划，引导适

度规模养殖，推广标准化生态建康养殖，加快建立畜禽养殖分区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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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岚皋县畜禽养殖摸底调查表

岚皋县规模化养殖场摸底调查表

序号 养殖企业名称 养殖场地址 养殖类别 存栏数量（头、只、羽） 是否位于禁养区内

一 城关镇

1 苦桃湾养殖场 城关镇罗景坪社区 鸡 15000 否

2 岚皋县康源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城关镇耳扒村 鸡 50000 否

3 岚皋县城关镇源宏家庭农场 城关镇罗景坪社区 鸡 10000 否

二 孟石岭镇

1 孟石岭镇丰景村李长松养鸡场 孟石岭镇丰景村 鸡 10000 否

2 岚皋县孟石岭蔬菜蓄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孟石岭镇柏杨林村 猪 500 否

三 佐龙镇

1 安康市万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佐龙镇明星村 鸡 10000 否

2 岚皋县辉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佐龙镇马宗村 鸡 11000 否

3 鹏程养鸡场 佐龙镇马宗村 鸡 14000 否

四 滔河镇

1 岚皋县泥坪养殖场 滔河镇泥坪村 猪 400 否

2 岚皋县金恒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滔河镇白坪村六组 鸡 11000 否

3 岚皋县田氏养猪场 滔河镇联合村 猪 200 否

4 岚皋县向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滔河镇双向村 猪 400 否

五 民主镇

1 岚皋县鑫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主镇庙坝村 猪 600 否

2 夏吉成养殖场 民主镇德胜村 猪 120 否

3 岚皋县民主镇神河土鸡养殖场 民主镇田湾村 鸡 12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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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梅子园家庭农场 民主镇国庆村 羊 260 否

六 石门镇

1 岚皋县石门镇富和家庭农场 石门镇月星村 猪 300 否

2 陕西光华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门镇芙蓉村 猪 1000 否

3 岚皋县红光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石门镇芙蓉村 羊 121 否

4 石门镇杨大爷原生态养殖家庭农场 石门镇月星村 羊 200 否

5 石门镇文银养羊场 岚皋县石门镇月星村 羊 111 否

七 蔺河镇

1 岚皋县毅立养猪家庭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蔺河镇蒋家关村 猪 600 否

2 安康康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蔺河镇茶园村 鸡 11000 否

3 胡祥汉养殖场 蔺河镇棋盘村 猪 330 否

八 堰门镇

1 岚皋县华阳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堰门村 猪 8000 否

2 岚皋县堰门镇中午村李大满养鸡农民专业合作

社
中武村 鸡 10000 否

3 堰门镇天圣千兴养猪厂农村专业合作社 青春村 猪 1500 否

4 岚皋县金盆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瑞金村 猪 1200 否

5 岚皋县升高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隆兴村 牛 107 否

九 四季镇

1 四季牧业 长梁村 羊 225 否

十 南宫山镇

1 岚皋县惠农富硒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展望村 鸡 12000 否

十一 官元镇

1 万人寨养羊场 龙板营村 羊 2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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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岚皋县县城及各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见附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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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县城畜禽

附图 1 县城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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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民主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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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佐龙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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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孟石岭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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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5 南宫山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南宫山国家森林

公园禁养区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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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滔河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比例尺
2km

N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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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蔺河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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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四季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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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石门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比例尺
2km

N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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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堰门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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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 官元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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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 大道河镇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建成区范围

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水源地禁养区

比例尺
2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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