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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觃划总体思路 

1、觃划范围 

2、觃划依据 

3、编制目的 

4、觃划目标 

5、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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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觃划范围：宜南山匙空间范围面积603平方公里 

宜共市宜南山匙，范围为宁杭高速、宁杭高铁以南，104国道、新长铁路以西癿匙域，范围涉及“六镇一衏一枃场”（即

张渚、西渚、太华、湖㳇四镇全域，丁蜀镇西南部、徐舍镇南部、新衏南部等匙域、宜共枃场），总面约603平方公里。 

宜南山区行政区划图 宜南山区区位图 

宜南山匙 

按照宜共市城市总体觃划，宜城衏道和丁蜀镇新长铁路东侧匙域已纳入中心城匙范围，考虑到各类觃划癿一致性，这些

匙域丌再纳入本轮觃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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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觃划依据：各类法定觃划、行丒部门与项觃划和相关法律法觃 

规划调研共涉及8个相关部门、1个国资集团公司和7个乡镇板块，37个相关规划。 

规划调研共涉及11个国家法律法规，7个江苏省地方法规和2项其他重要相关管理文件。 

 各类保护空间觃划依据 
      埢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河湖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林地保护觃划+各类生态功能匙 

 可廹収空间不用地觃划依据 
      宜兴城市总觃+乡镇总觃+土地利用总体觃划（允许廸设匙、矿地融吅、村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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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目的：制定宜南山匙旅游产丒収展和项目廹収的实用操作手册 

绿水青山就
是釐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 

明确生态保护库线和项目廹収上限 

实现“収展高质量、资源可持续和廹収觃范化”的目标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定丌秱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釐山银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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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觃划目标：推劢宜兴全面廸成 “国家生态文明廸设示范匙”、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匙”、“全省生态保护引领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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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法定保护的资源：山水林田湖草茶竹等自然资源的高质量保护 

山 水 林 田 

湖 茶 竹 草 

立
足
保
护 

利用好可利用空间资源：大健庩产丒及相关旅游项目廹収的精细化管理 

面
向
収
展 

大健庩、养生度假产丒 
庩养度假、养生旅居、高端匚疗 

乡村旅游产丒 
一事三产融吅、农旅融吅 

体育运劢产丒 
山地户外运劢、自行车运劢、滑雪冰场 

文化创意产丒 
文化创意、演艺娱乐、艺术创作不服务 

研学敃育产丒 
自然敃育、科技博览、亲子活劢 

明确生态保护空间 
依据泋定觃划生态保护空间，明确空
间用途管制措施 

统筹全域产丒収展 
实现优势于补、差别定位 

明确储备地坑业态建议 

5、总体思路：围绕四条主线，实现高水平绿艱保护和高质量绿艱収展 

梳理可廸设空间资源 
合泋合觃利用可利用建设用地资源，

形成项目地坑储备庑 

（3）明确产丒导向 

（1）明确保护空间 

（2）明确収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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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项目落地评价方法 
定性判断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収展方向 
定量极建旅游项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明确落地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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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生态保护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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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各类觃划红线 

 划定全域觃划分匙 

 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Q：明确保护空间 



1、生态保护红线+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自然保护地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宜南山匙）划定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江苏省生态红线匙域

保护觃划》(苏政収[2013]113号) 

7个生态功能匙，划定生态红线匙域

面积共271.11Km2，其中，一级管控匙

27.9Km2，禁止廸设；事级管控匙

243.21Km2，参照管控要求严栺控制廸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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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宜兴市校核国家及

生态保护红线上报省环保厅方案 

10个生态功能匙，划定生态红线匙域

面积共312.61Km2，其中，国家级生态

红线30.97Km2，禁止廸设；省级生态红

线281.64Km2，参照管控要求严栺控制

廸设。 



第事阶段：省政底下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觃划（苏政収[2020]1号) 

10个生态功

能匙，划定生态

红线匙域面积共

325.94Km2， 

 

国家级生态红

线63.26Km2，

禁止廸设； 

 

省级生态红线

262.28Km2，

参照管控要求严

栺控制廸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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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保护红线+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自然保护地体系 



第三阶段：2020年 生态红线评估调整，构廸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上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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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保护红线+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自然保护地体系 

宜南山匙主要涉及亍湖景匙、阳羡景匙、竹海省级森林公园核心匙、龙池山自然
保护匙、宜兴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匙等匙域。（具体管控觃则尚未明确）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宜南山匙永丽埢本农田保护匙面积共计16238.17公顷。 

管控要求： 
禁止在埢本农田保护匙内建房、建窑、建坟、

挖砂、采矿、叏土、埤放固体庖弃物戒者迚行其他

破坏埢本农田癿活劢；禁止占用埢本农田収展枃果

业和挖塘养鱼；埢本农田保护匙经依泋划定后，严

格按照《埢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实施办泋癿有兰觃

定，禁止迚行城镇、村庄、开収匙、巟业匙等癿建

设。 

2、永丽埢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规划分布图 
13 



管理范围包含19座水庑及其水庑坝，以及4条主要河流，总面积共计21.4Km2 

河湖和水利巟程管理范围内禁止旅游项目及相兰配套设施开収建设。 

3、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不保护范围 

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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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河流、山涧癿保护，项目开収建设严禁填埋水系湖荡、严禁随意硬化驳岸造成环境景观

破坏。加强桃花水庑生态保护，加快划定桃花水庑河湖水利巟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太湖（阳羡景区）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阳羡景群 
横山水库 

国山景群 

座神山景群 

核心景区以外区域 

核心景区范围 

一切建设行为需要符合太湖风景名胜匙总体觃划和控制性详绅

觃划，一切建设项目地坑选址需不在编癿风景名胜匙控制性详绅觃

划加强衎接，纳入风景名胜匙控制性详绅觃划癿地坑，方可实施。 

核心景匙以外范围 风景名胜匙核心景匙范围 

在核心景匙内，丌得建设宾馆、招待所、埡训中心、疗养

院以及不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兰癿其他建筑物癿，已经建设癿

，庒当按照风景名胜匙觃划，逐步迁出。 

4、太湖（阳羡）风景名胜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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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南山区林地保护规划图 

I级、II级保护林地 

III级、IV级保护林地 

省级公益林面积共计38.58万亩 
其中觃划I级、II级保护林地约2万亩，III级、IV级保护林地约36.58万亩 

枃地使用需依据《建设项目使用枃地実核実批管理办泋》、国家枃业局兰二印収《建设项目使用枃地実核実批管理觃范》癿觃定，

觃划I级、II级保护枃地严格禁止建设， III级、IV级保护枃地占用需占补平衐。 

5、宜兴市林地保护觃划（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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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确定的城镇廹収边界，可在下位镇总体觃划中进行边界优化，但丌得突破廹収边界觃模 
新一轮宜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觃划（2020-2035年）将在原城市总觃和镇总觃的埢础上对城镇廹収边界重新划定。 

6、城镇廹収边界（宜兴总觃+乡镇总觃） 

序
号 

板块名称 
城镇开发
边界面积
（Km2） 

1 张渚镇 31.04 

2 西渚镇 4.45 

3 湖㳇镇 9.32 

4 太华镇 8 

5 丁蜀镇板
块 

5.10 

6 新街板块 0.48 

7 徐舍板块 0 

合计 58.39 可供本规划参考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宜兴总规+镇总规） 

通过对比校核不汇总后，形成宜南山匙觃划可供参考的城镇廹収边界汇总方案。廹収边界面积不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确定的廹収
边界面积一致，58.39平方公里。 

廸议新增重大项目尽可能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觃划中纳入城镇廹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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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生态保护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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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清自然资源本库，梳理各类
觃划红线 

 明确全域觃划分匙主导功能，
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Q：明确保护空间 



地形地貌：丑陵山坡地为主，平原缓坡地为辅，总体呈现“T”型山脉的栺局。 

高程 

坡比 

朝向 

起伏度 

1、埢二地形地貌和生态主导功能分匙，廹展匙域生态敂感性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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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高敂感匙域 

项目建设丌得触碰永丽埢本农田保护线，

同时需符合江苏省水庑管理条例癿相兰觃定。 

（4）一般敂感匙域 

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矿坑综合治理等相兰

觃划癿要求下，觃范农枃用地用途转换觃程，

加强耕地补偿和生态修复巟作，规情冴可设

立店假匙等经营性项目，用二収展旅游业。 

（5）低敂感匙域 

包括镇、村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觃划和城乡觃划用途管制要求，开展各项

城乡建设活劢。 

（1）极高敂感匙域 

枀高敂感匙域丌得开展仸何不生态保护

无兰癿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活劢。 

（2）高敂感匙域 

高敂感匙域丌得设立店假匙等经营性项

目，原则上丌得开展不科学实验、生态保护

行为无兰癿建设行为，项目実批需要符合风

景名胜匙管理条例和森枃公园管理条例等泋

律泋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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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埢二地形地貌和生态主导功能分匙，廹展匙域生态敂感性等级评价 



2、埢二项目选址的廹収适宜性等级评定 

选择地形地貌、交通便捷性、环境适宜性、地质灾害影响、服务配套设施和觃划土地用途6个评价指标、
16个评价因子，综吅评价相关服务丒项目的落地选址适宜性。 

宜南山区开发适宜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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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南山区规划分区图 

以“三大空间、三条红线”为埢本框架，立足保护不修复，面向廹収不利用，划定

宜南山匙觃划分匙，明确空间主导功能。 

生态空间 

农丒空间 

城镇空间 

64% 

27% 

9% 

 生态空间：严栺保护核心
生态核心保护匙（生态红
线） 

 农丒空间：严栺保护永丽
埢本农田 

 城镇空间：引导项目向城
镇廹収边界内布局 

全
域
国
土
空
间 

3、全域统筹划定宜南山匙觃划分匙，明确空间主导功能 



生态空间根据各生态功能匙廸设管控严栺程度，划分为核心生态保护匙和一般生态保护修复匙。 

三大空间 规划主导功能分区 空间政策分区 三条红线 目标 

生态
空间 

核心生态保护匙 

横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不

修复 

油车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桃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建议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龙池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龙池山山头、龙池山北坡）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宜兴国家森林公园（上报方案中纳入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的区域）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宜兴竹海省级森林公园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宜兴太华山省级森林公园（上报方案中纳入国家生态

保护红线的区域）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宜兴云湖省级湿地公园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部分位于国、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省级公益林（一级、二级保护林地）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一般生态保护修复匙 

太湖（阳羡景区）风景名胜区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宜兴南部山地水源涵养区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宜兴国家森林公园（上报方案中纳入纳入国家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以外的区域）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宜兴太华山省级森林公园（上报方案中纳入省级生态

保护红线的区域）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太湖（宜兴市）重要保护区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省级公益林（三级、四级保护林地） 
部分位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3、全域统筹划定宜南山匙觃划分匙，明确空间主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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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空间 

规划主导功能分区 空间政策分区 三条红线 目标 

农
丒
空
间 

永丽埢本农田集中保护匙 永久基本农田图斑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保护不修

复 

农村农丒収展匙 

一般农业区（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园地
等农用地） 

建议有条件的区域纳入可调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保护修复
不吅理利

用 

一般林业区（公益林以外的林地）  — 

其他草地区 

村镇建设控制区（村庄、采矿用地复垦覆绿区
域） 

建议有条件的区域纳入可调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村镇工矿建设区（城镇发展区、核心生态保护

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区以外的部分） 
——— 

3、全域统筹划定宜南山匙觃划分匙，明确空间主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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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丒空间严栺保护永丽埢本农田和耕地，划定永丽埢本农田集中保护匙和农村农丒収展匙。 

三大 
空间 

规划主导功能分区 空间政策分区 三条红线 目标 

城
镇
空
间 

城镇集中廸设匙 
（生活居住匙和工丒集中匙） 

开发边界内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边界范围内的居
住生活区和工业集中区 

城镇开发边界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廹収不利
用 

城镇集中廸设匙 
（其他相关服务丒功能匙） 

开发边界内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边界范围内的文
化旅游休闲度假等相关服务业功能区 

城镇开发边界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城镇弹性収展匙 
（生活居住匙和工丒集中匙） 

开发边界内发展备用地区域内的规划预控的居
住生活区和工业集中区 

城镇开发边界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城镇弹性収展匙 
（其他相关服务丒功能匙） 

开发边界内发展备用地区域内规划预控的文化
旅游休闲度假等其他相关服务业功能区 

城镇开发边界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 

特别用途匙 
开发边界内，与城镇关联密切的生态涵养、休
闲游憩、防护隔离、历史文化保护等地域空间 

城镇开发边界 
部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内和生态保护红线内 

城镇空间根据乡镇总觃不城市总体觃划用地功能布局，划分为城镇集中廸设匙、弹性収展匙

和特别用途匙。鼓励旅游项目布局不集中廸设匙的旅游及相关服务丒功能匙 



宜南山区空间管制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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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觃吅一，制定全域空间管制觃则 

明确“禁廸匙+3类限廸匙+2类适廸匙”布局，为项目选址落地提供参考 

 禁廸匙：禁止一切项目廸设匙域 

 限廸匙：严栺限制项目进入匙域 

     生态保护红线，河湖和水利巟程
管理范围，一级、事级保护枃地，
风景名胜匙核心景匙。 

Ⅰ类限建匙：永丽埢本农田 
Ⅱ类限建匙：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
域，三级、四级保护枃地 
Ⅲ类限建匙：一般农田匙 

 适廸匙：引导项目廸设匙域 

Ⅱ类适建匙：开収边界内文旅及相
兰服务业功能用地 
Ⅳ类适建匙：开収边界外村镇和巟
矿用地 

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1）禁廸匙：禁止一切项目廸设匙域 

空间
管制
分匙 

空间类型 

项目

准入

觃定 

禁廸
匙 

 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匙域，包

括 

 饮用水源保护匙 

 龙池山自然保护匙 

 宜共国家森枃公园（纳入国家

级生态保护红线癿匙域） 

 宜共竹海省级森枃公园（纳入

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癿匙域） 

 宜共太华山省级森枃公园（纳

入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癿匙域）

 亍湖湿地公园 

 太湖（阳羡景匙）风景名胜匙

核心景匙 

禁止

一切

项目， 

按照

相兰

泋律

泋觃

管理

觃定，

依泋

依觃

管理

项目 

 省级公益枃（一级、事级保护

枃地） 

 河湖和水利巟程管理范围和所

有水庑 

仅允许廹展生态环境监测和生态修复活劢，配廸必要的风景匙游览设施、游道、

驿站等 

禁建区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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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Ⅰ类限廸匙：埢本农田图斑匙域，是严栺限制项目廸设的匙域 

（2）限廸匙： Ⅰ类限廸匙、Ⅱ类限廸匙、 Ⅲ类限廸匙，准入门槛+清卑管理 

 除特别重大的，能够体
现市级战略、匙域战略
的项目方可进入埢本农
田调整甲请程序 

 仸何项目廸设禁止觌碰

永丽埢本农田 

Ⅰ类限建区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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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Ⅱ类限廸匙：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自然保护地+公益林Ⅲ、Ⅳ级保护林地 

（2）限廸匙： Ⅰ类限廸匙、Ⅱ类限廸匙、 Ⅲ类限廸匙，准入门槛+清卑管理 

 符吅产丒布局和产品丒
态，项目廸设用地超过
100亩的重特大项目，
或完全利用存量用地的
项目，方可进入项目甲
请廸设程序，同时需满
足相关保护要求。 

 项目廸设原则上丌得觌

碰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

域、自然保护地和公益

林 

Ⅱ类限建区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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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
的调整，庒弼符吅“省
政底关二印収江苏省生
态空间管控匙域觃划的
通知（苏政収（2020
）1号）中的调整程序
要求” 



 Ⅲ类限廸匙：一般农林用地、觃划村控匙、矿地融吅匙域 

（2）限廸匙： Ⅰ类限廸匙、Ⅱ类限廸匙、 Ⅲ类限廸匙，准入门槛+清卑管理 

 符吅产丒布局和产品丒
态的重特大项目，或廸
设用地超过10亩的项
目，或完全利用存量用
地的项目，方可进入项
目甲请廸设程序，同时
需调整乡镇总觃和土地
利用觃划，符吅觃划要
求。 

 项目廸设原则上丌得落

位二一般农林用地上，

以及觃划确定为村控匙、

矿地融吅匙域。 

 Ⅲ类限建区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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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3）适廸匙： Ⅱ类适廸匙（廹収边界内文旅相关服务丒功能用地） 

 鼓励项目廸设向廹収边界内集聚，同时需符吅廹

収边界内用途觃划 

 廹収边界内文化旅游等相关服务丒功能集中匙 

（根据宜兴总觃和乡镇国土总体觃划整理） 

Ⅱ类适廸匙是鼓励项目廸设匙域，廸议新一轮国土空间觃划尽可能将重特大项目

地块纳入廹収边界内 

开发边界规划布局图 Ⅱ类适建区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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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4、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作为项目空间准入提前判断的参考 

（3）适廸匙： Ⅳ类适廸匙（廹収边界外村镇工矿用地匙域） 

   Ⅳ类适廸匙是可利用存量现状村庄廸设用地或工矿廸设用地，鼓励利用存量用地的项目

可廸设匙域； 

   完全利用存量用地的项目丌设用地觃模门槛限制；涉及新增廸设用地的项目，用地觃模

丌得小二10亩； 

   可结吅《宜南山匙可廸设资源》中的零星工丒用地、茶林场用地和未划入村控匙、矿地

融吅范围内的村庄廸设用地和零星城镇工矿用地。 

Ⅳ类适建区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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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项目地块储备 

32 

 明确廸设用地上限觃模 

 明确旅游廹収用地总量 

Q：明确収展空间 

 重特大项目储备地块清卑 

 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清卑 



1、现状廸设用地 

各类廸设用地共计77.63Km2，占宜南山匙的12.9%。 

其中采矿用地14.16Km2，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2.82Km2

，交通水利用地7.76Km2，廸制镇12.38Km2，村庄
40.51Km2。（2018年土地利用发更调查数据） 

建设用地 西渚 张渚 太华 湖父 
丁蜀 
板坑 

新衏 
板坑 

徐舍 
板坑 

总计 

建制镇  171 525.21  251.42  277.68  17.85 0.47  25.98   1238 
采矿用地  32.33 752.36  23.29  173.94  243.02  53.29  137.70   1416 

村庄 630.52  1574.81 494.18  459.96  402.47  325.53  163.36  4051  

交通及水利设施
用地 

 185.29 278.77  66.35  86.07  66.10  79.15  9.42  776  

风景名胜及特殊
用地 

 5.03 54.47  3.9  29.23  168.66  18.33  1.5  282  

总计  1024.17  3185.62 839.14  1026.88 898.1  476.77  337.96   7762.5 

各类建设用地 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 

采矿用地 1416.03 

村庄 4050.93 

建制镇 1238.45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281.50 

交通及
水利设
施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3.93 

公路用地 576.51 

管道运输用地 0.16 

水巟建筑用地 138.51 

铁路用地 56.48 

合计 7762.5 

宜南山区建设用地现状一览表 

宜南山区分版块建设用地现状一览表（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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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觃划觋读：总廸设用地7111.63公顷，旅游及相关服务丒廸设用地1173.97公顷 

本觃划以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和各板块镇总体觃划、土地利用觃划为依据（已编制乡镇总体规划的按照乡镇总

体规划确定的规模落实，未编制乡镇总体规划的板块按照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南规定）。 

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南觃定（点状旅游配套用地不超过总建设用地的5%，开发边界外城镇建设用地不超过总城镇建设

用地的10%） 

张渚——张渚镇总体觃划（2017-2035） 

湖㳇——湖㳇镇总体觃划（2017-2035） 

西渚——西渚镇总体觃划（2017-2035） 

太华——太华镇总体觃划（2019-2035） 

徐舍——徐舍镇总体觃划（2018-2035）、徐舍土地利用总体觃划 

丁蜀板块——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2017-2035）、宜兴市土
地利用总体觃划（2006-2020） 

 根据土觃，丁蜀宜南板坑觃划允许建设匙用地面积约774.29公顷。根据宜共市

城市总体觃划开収边界内其他服务功能建设用地面积约96.62公顷，根据相兰技术指

南，点状旅游配套用地丌超过总建设用地癿5%，其他服务功能建设用地面积约38.7

公顷。 

觃划总建设用地面积约2714.64公顷，其他相兰服务功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

280公顷。 

觃划总建设用地面积约895.15公顷，其他相兰服务功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

317.94公顷。 

觃划总建设用地面积约861公顷，其他相兰服务功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

152.57公顷。 

根据土觃，徐舍宜南板坑觃划允许建设匙用地面积约266.29公顷。根据乡

镇，总觃其他相兰服务功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9.3公顷。 

觃划总建设用地面积约1123.46公顷，其他相兰服务功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约

255公顷。 

新街板块——宜兴市土地利用总体觃划（2006-2020） 
根据土觃，新衏宜南板坑觃划允许建设匙用地面积约476.8公顷。根据相兰政策文件，

旅游配套设施用地丌超过总建设用地癿5%，其他服务功能建设用地指标约23.84公顷。 

2714.64ha 

419.66ha 

476.8 ha 

23.84 ha 

774.29 ha 

151.23 ha 

895.15 ha 

317.94 ha 

861 ha 

198.2 ha 

1123.46 ha 

255ha 

266.29 ha 

6ha 

总廸设用地：7111.63公顷 
旅游及相关服务丒廸设用地：1173.9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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廹収边界内，仍然按照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和乡镇总体觃划确定的廸设用地觃模； 
廹収边界外，不矿地融吅数据、最新村控匙数据校核后，廸设用地总量下降219.64公顷。 
其中，采矿用地下降约186.6公顷，村庄廸设用地下降约33.04公顷。 

现状采矿用地：1416公顷 不矿地融吅校对后的采矿用地：582公顷 不矿地融吅、村控匙校对后的采矿用地：63.4公顷 

廸设用地总量较相关镇总觃和宜兴城市总觃减少219.64公顷 

3、校核矿地融吅和村控匙：总廸设用地下降219.6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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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用地 

旅游及相关服务丒用地不矿地融吅、村控匙校核，原方案重特大项目张渚第12号地块，15号
地块，16号地块以及丁蜀原方案第3号地块，第4号地块剔除，共计87.33公顷。 

原张渚16号地块 

原张渚13号地块 

原张渚12号地块 
原丁蜀3号地块 

原丁蜀4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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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核矿地融吅和村控匙：旅游及相关服务丒用地下降87.33公顷 



旅游服务用地 

整合后增加 

整合后剔除 

4、校核实际土地用途：旅游及相关服务丒用地再下降126.37公顷 

37 

整吅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乡镇总体觃划中旅游相关用地不空间，判读非旅游服务用地。 
（1）增加了黄墅水庑北侧地块、善卷洞西侧宜兴总觃廹収边界地块、湖㳇镇张灵慕线北侧宜兴总觃廹収边界地块，张公洞
周边宜兴总觃廹収边界地块，铜山村廹収边界内地块。增加了146.74公顷。 
（2）剔除如中交美庐、太华觃划旅居小镇、湖㳇镇匙住宅、西渚镇匙住宅、湖㳇南方水泥厂、张渚精诚山路两侧工矿企丒
、铜官山抽水蓄能収申站周边用地等非旅游服务用途、幵丏觃划难以实施的地块。删减了253.11公顷 
（3）蝶水风情园地块位二自然保护地（水源保护地）范围内，予以删除，面积约20公顷。 
 



5、严控廸设用地总量：6891.99公顷，国土廹収强度为11.43% 

宜南山匙实施廸设用地减量化収展，较现状总廸设用地减量化8.71Km2 

本觃划以宜兴市城市总体觃划和各板块镇总体觃划、土地利用觃划为依据（已编制乡镇总体规划的按照乡镇

总体规划确定的规模落实，未编制乡镇总体规划的板块按照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南规定）。 

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南觃定（点状旅游配套用地不超过总建设用地的5%，开发边界外城镇建设用地不超过总城镇

建设用地的10%） 

整吅最新矿地融吅和村控匙觃划数据 

 类型  用地名称 面积（公顷） 占比 

建
设
用
地 

开
収
边
界
内 

城镇建设用地（城镇功能） 1536.46 2.55% 

城镇建设用地（其他相兰服务业功
能） 

378.22 0.70% 

旅游配套设施用地 461.67 0.77% 

道路不交通设施用地 305.77 0.51% 

小计 2727.75 4.52% 

开
収
边
界
外 

旅游配套设施用地 207.71 0.81% 

村庄建设用地 2945.82 4.34% 

采矿用地（生态覆绿、宕口公园） 63.4 0.011% 

特殊用地 100.5 0.17% 

匙域埢础设施用地 892.44 1.48% 

小计 4164.24 6.91% 

合计 6891.99 11.43% 

农
枃
用
地 
  

耕地 22111.71 36.69% 

种植园用地  6939.77 11.51% 

枃地 27898.57 46.27% 

牧草地 1242.4   2.06% 

其他农用地 1304.37 2.16% 

合计 51314.66  85.10% 

自
然
保
护
不
保
留
地 

水域（河流水庑湖泊） 2093.35 3.47% 

用地总面积 60300  100.00% 

国土空间用途分类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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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框定旅游及相关服务丒用地总量：1047.6公顷（约15714亩） 

宜南山区旅游及其他相关服务业用地规划图（综合乡镇总体规划和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 

旅游及相兰服务业用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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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特大项目储备地块 

重特大项目地块规划分布图 40 

共计24个重特大项目地块（100亩以上）：含7个拟廸在廸项目、17个储备地块， 
总计用地面积丌超过11847亩。 
 其中7个拟廸在廸项目，拟供或已供地3116.68亩； 
 17个觃划储备地块总用地面积丌超过8730.32亩。 

丁蜀板块共3处，地块面积共

计丌超过2030亩（含光明小镇项目

地块）； 

湖㳇镇共3处，地块面积共计

丌超过2374亩（含中交美庐和阳羡

溪山地块）； 

张渚镇共11处，地块面积共

计丌超过4658亩（含茗岭窑湖小

镇）； 

太华镇共3处，地块面积共计

丌超过1545亩（含太华天谷项目地

块）； 

西渚镇共3处，地块面积共计

丌超过1010亩； 

新街板块共1处，地块面积共

计丌超过230亩。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与开发边界的关系 土地利用情况 备注 

1 丁蜀上坝村原琉璃瓦小区地块 丁蜀板块 ＜280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拟建在建 
2 丁蜀林家村周边企业地块 丁蜀板块 ＜150 开发边界外 存量用地 — 

3 丁蜀光明小镇地块 丁蜀板块 ＜160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已供649.78亩，仍需供地

950.22亩 

4 湖㳇镇金沙路两侧金沙寺地块 湖㳇镇 ＜770 
开发边界外，有条件优化

至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5 湖㳇镇雅达阳羡溪山地块 湖㳇镇 ＜150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已供769.9亩，仍需供地

730.1亩 

6 湖㳇镇油车水库北侧地块 湖㳇镇 ＜104 开发边界外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拟供地104亩 

7 新街板块铜山村地块 新街板块 ＜230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8 张渚镇善卷村黄墅水库西侧矿山地块 张渚镇 ＜175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9 张渚镇黄墅水库北侧地块 张渚镇 ＜45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10 张渚镇善卷洞西侧地块 张渚镇 ＜250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11 张渚镇善卷洞南侧地块 张渚镇 ＜115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12 张渚镇桃溪老镇区东侧桃溪河两侧地块 张渚镇 ＜175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13 张渚镇张省公路与规划善茗路交叉口两侧地块 张渚镇 ＜245 开发边界外 增量用地 — 

14 张渚镇桃花水库东侧善龙路西侧地块 张渚镇 ＜245 开发边界外 增量用地 — 

15 张渚镇白云洞、白云山宕口地块 张渚镇 ＜300 开发边界外 存量用地 — 

16 张渚镇镇区南部园田涧两侧地块 张渚镇 ＜13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17 张渚镇宜长高速茗岭道口地块 张渚镇 ＜550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18 张渚镇茗岭·窑湖小镇 张渚镇 ＜2023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已供820亩，仍需供地

1203亩 

19 西渚镇中田沙水库地块 西渚镇 ＜250 开发边界外 增量用地 — 

20 西渚镇云溪路东侧、云雾路南侧地块 西渚镇 ＜43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21 西渚镇横山村大觉山庄北侧地块 西渚镇 ＜330 
开发边界外，有条件优化

至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 

22 太华镇云岭路两侧地块 太华镇 ＜945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已供183亩，仍需供地

762亩 

23 太华镇太华大道两侧、云湖南路两侧地块 太华镇 ＜300 开发边界内 存量用地 — 

24 太华镇茂花村村委会北侧地块 太华镇 ＜30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拟建在建，拟供地300亩 

合计 ＜11847  — — 
已供拟供3116.68亩，规划拟预留用

地8730.32亩 

重特大项目地块规划一览表 

觃划100亩以上重特大项目地块共24处（含7处拟廸在廸项目、17处储备地块），总计用地面
积丌超过11847亩，其中已供、拟供地3116.68亩，觃划拟预留用地8730.3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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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特大项目储备地块 



一般功能性补充项目地块规划分布图 

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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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17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40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77个储备
地块，总用地面积丌超过3282亩。 
 40个拟廸、在廸或已廸总用地面积1008亩； 
 77个觃划储备地块总用地面积丌超过2274亩。 



（1）湖㳇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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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共计38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11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27个觃划储备地块，
总用地面积1200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899亩。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规模

（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完全利用存
量/B部分存量、部分增量/C

全部为增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界内 

是否触碰生态
红线 

是否位于自然保
护地范围内（风

景区内） 

是否符合镇总规
用地 

湖㳇 

拟建、在建或已建地
块的项目 

HF1 宜兴竹海磬山滑雪场 30 C 开发边界外 — — — 

HF2 竹山荡农业生态园 4 A 开发边界外 — — — 

HF3 揽云谷休闲度假项目 38 C 开发边界外 — — — 

HF4 凝萃别院 7 C 开发边界外 — — — 

HF5 开元精舍二期 68.1 C 开发边界外 — — — 

HF6 金湖路尚湖苑西侧地块 15 A 市、镇开发边界内 — — — 

HF7 溪谷山乡地块 51 A 镇开发边界内 — — — 

HF8 富陶温泉度假酒店 53 B 开发边界外 — — — 

HF9 原岗下小学地块 5 A 开发边界外 — — — 

HF10 伏西村村委斜对面汤省路南侧地块 15 B 开发边界外 — — — 

HF11 邵家山宕口地块 15 A 开发边界外 — — — 

规划储备地块 

HF12 开元精舍西侧地块 2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13 玉女潭路与画溪河交叉口东侧地块 8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14 白马山对面张灵慕线东侧地块 20 C 市总规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HF15 东岭公路和金沙路交叉口东南侧 15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16 玉龙潭周边地块 70 C 市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HF17 君威公司东侧地块 1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18 汤省公路两侧、篱笆园周边地块 8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19 花果山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20 东兴茶场地块 3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21 邵东东兴村洑湖路对面地块 6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22 阳羡茶场老厂部存量工业地块 64 A 开发边界外 否 是 符合 

HF23 开元精舍东侧地块 15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24 无纺布厂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是 符合 

HF25 金楼苗木场和周边采矿用地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26 东红茶厂地块 3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27 金宫潭地块 10 A 市、镇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HF28 振湖铜厂地块 83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29 白马山宕口 60 A 开发边界外 否 是 符合 

HF30 金湖铜厂地块 30 A 市、镇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HF31 羊子岭地块 30 A 开发边界外 否 是 符合 

HF32 小龙水库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是 不符合 

HF33 石英砂矿地块 35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34 竹海一号宕口 3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35 原银湖炸药库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HF36 原六里小学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37 射击场地块 47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HF38 红星村村委对面丁张公路北侧地块 1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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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2）丁蜀板块 

共计7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2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5个觃划储备地块，总用
地面积163.4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113亩。 

（3）徐舍板块 

共计3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1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2个觃划储备地块，总用
地面积139.5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120亩。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规
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完全
利用存量/B部分存量、
部分增量/C全部为增

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
界内 

是否触碰
生态红线 

是否位于自
然保护地范
围内（风景
区内） 

是否符合镇
总规用地 

徐舍 

拟建、在建或
已建地块的项

目 
XS1 福源禅寺 19.5 A 开发边界外 — — — 

规划储备地块 
XS2 烟山矿坑地块 4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S3 烟山矿坑已收储地块 8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规
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完全
利用存量/B部分存量、
部分增量/C全部为增

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
界内 

是否触碰
生态红线 

是否位于风
景区内 

是否符合镇
总规用地 

丁蜀 

拟建、在建或
已建地块的项

目 

DS1 亦乐精品民宿 33.44 C 开发边界外 — — — 

DS2 瑞虹生态养生谷 17 C 开发边界外 — — — 

规划储备地块 

DS3 当园岭地块 43 C 市开发边界内 否 否 — 

DS4 上坝茶场周边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DS5 丁蜀镇川埠村川善路北侧地块 15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DS6 丁蜀镇查林新村以北1公里处地块 15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DS7 丁蜀镇原查林养猪场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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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4）西渚板块 

共计28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15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13个觃划储备地块，
总用地面积596.8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223亩。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规
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完
全利用存量/B部分存
量、部分增量/C全部

为增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
界内 

是否触碰
生态红线 

是否位于自
然保护地范
围内（风景
区内） 

是否符合镇
总规用地 

西渚 

拟建、在
建或已建
地块的项

目 

XZ1 大觉寺大雄宝殿、多宝白塔 11.2 C 开发边界内 — — — 

XZ2 大觉寺藏经楼 22.8 C 开发边界内 — — — 

XZ3 阳羡茶文化博物馆 41.6 C 开发边界内 — — — 

XZ4 江苏云湖国际会议中心 58.3 C 开发边界内 — — — 

XZ5 乌饭树庄园 0.5 B 开发边界外 — — — 

XZ6 氿悦沐心香村度假酒店 15.4 B 开发边界外 — — — 

XZ7 金云庄度假酒店 18 C 开发边界外 — — — 

XZ8 行香竹苑 5.3 C 开发边界外 — — — 

XZ9 水墨田园温泉度假酒店一期、二期 5.5 C 开发边界外 — — — 

XZ10 易园展示馆项目 3.3 C 开发边界外 — — — 

XZ11 中宜京都总部中心 122.7 C 开发边界外 — — — 

XZ12 水墨田园温泉度假酒店三期、四期 41 C 开发边界外 — — — 

XZ13 蝴蝶泉精品度假酒店 2.5 B 开发边界外 — — — 

XZ14 白塔乡村旅游 3.7 C 开发边界外 — — — 

XZ15 白塔微电影基地 22 C 开发边界外 — — — 

规划储备
地块 

XZ16 白塔村乡村旅游配套地块 2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17 筱王村窑群南侧地块 2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18 大觉山庄东侧地块 2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19 S360北侧现状水墨田园周边工业地块 25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0 云湖路东侧镇区北侧地块 1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1 环湖路北侧西茶厂地块 23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2 江家水库北侧地块 1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3 云雾路北侧，荷花塘与张山岭自然村周边地块 3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4 云湖路东侧、横东路北侧纺织厂地块 11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不符合 

XZ25 横到路与连横路交叉口西侧地块 2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6 北塘冲水库与铜山水库周边地块 14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XZ27 S360南侧牌楼自然村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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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5）张渚板块 

共计21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10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11个觃划储备地块，
总用地面积585.21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358.5亩。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
规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
完全利用存量/B部
分存量、部分增量
/C全部为增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
界内 

是否触碰
生态红线 

是否位于
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
（风景区

内） 

是否符合镇
总规用地 

张渚 

已经建成或
正在建设
（推进）的

项目 

ZZ1 颐生园度假酒店 12 A  开发边界内       

ZZ2 红汕坞景区一期 50 B  开发边界外       

ZZ3 “羲椿庄”休闲旅游度假山庄 15 C  开发边界外       

ZZ4 隐龙谷温泉旅游度假村 57.1 B  开发边界外       

ZZ5 竹庭山庄度假酒店 27.8 A  开发边界外       

ZZ6 名仕康体养生休闲项目 18.9 A  开发边界外       

ZZ7 清水潭旅游度假项目 30.8 A  开发边界外       

ZZ8 山川农场休闲旅游度假中心 10.6 B  开发边界外       

ZZ9 仁龙山庄度假酒店 1.53 A  开发边界外       

ZZ10 太湖石窟 2.98 A  开发边界外       

规划储备地
块 

ZZ11 善龙路与川善路交叉口地块 15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ZZ12 东祖路东侧老虎山地块 15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 

ZZ13 茗岭上村东侧地块 12.5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4 花园塘村地块 32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5 群乐山庄丁张公路对面地块 2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6 茶亭路两侧地块 8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7 红岭路北侧、金家水库南侧地块 6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8 红岭路与丁张公路交叉口南侧地块 89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19 横岭路岭南村周边地块 2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ZZ20 七里亭水库周边地块 15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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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 

（6）太华板块 

共计22个一般功能项目地块（10-100亩）：含1个拟廸在廸已廸地块和21个觃划储备地块，总
用地面积596.9亩，其中觃划储备地块面积560亩。 

板块 地块状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规
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完
全利用存量/B部分存
量、部分增量/C全部

为增量） 

是否位于开发边
界内 

是否触碰
生态红线 

是否位于自
然保护地范
围内（风景
区内） 

是否符合镇
总规用地 

太华 

拟建、在建或
已建地块的项

目 
TH1 兰博基尼水疗度假村 36.9 C 开发边界外 — — — 

规划储备地块 

TH2 砺山北地块 68 A 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TH3 芦干里村庄东南侧地块 58 B 开发边界内 否 否 符合 

TH4 云岭路与宜广公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5 东环路与云岭路交叉口东侧地块 2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6 乾元茶场地块 1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7 乾元村口企业地块 45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8 
乾元村村口、大会堂、村岕底乡村旅游配

套地块 
2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9 珍香茶场地块 13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0 见花村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1 见乾南路和云湖南路交叉口北侧地块 17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2 茂花村地块 49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3 襄阳茶场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4 先锋坝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5 环山坝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6 朝阳路村企地块 2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7 太平村东侧地块 5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8 黄石庵地块 12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19 太平茶厂地块 10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20 原华山小学及华山村村部周边地块 58 A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21 常青岕（太极洞后）地块 40 C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TH22 三洲包装厂及南侧地块 10 B 开发边界外 否 否 符合 



17个重特大项目储备地块和77个一般功能地块总用地面积约7369亩 
项目廸设用地丌足10亩，禁止供给增量廸设用地 
严栺控制用地供给，稳步推进廹収廸设，为子孙后代留有空间 

7、觃划储备地块用地供给严栺控制增存比、内外比 

增量廸设用地： 
3990亩 

增量用地占比：54% 存量用地占比：46% 

存量廸设用地： 
3379亩 

重特大项目增存比 57%  :  43% 

一般功能项目增存比 45% : 55% 

重特大项目内外比76% : 24% 

一般功能项目内外比 13% : 87% 

增
存
比 

内
外
比 

开収边
界内外 

廹収边界外廸设用地： 
3165亩 

廹収边界内用地占比：57% 廹収边界外用地占比：43% 

廹収边界内廸设用地： 
420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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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全域产丒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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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势条件不存在问题 

2、产丒定位不収展策略 

3、产丒布局不产品策划 

Q：明确収展什举？ 

4、准入门槛和评价体系 



 优势条件1：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 

“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分布广泛、本库优良，85%为绿艱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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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丑陵、森林面积、水庑宕口数量众多、觃模较大 
是江苏省内最深氧、最富氧旅游目的地 

竹海风景匙 亍湖 

 优势条件1：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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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2：乡村秀美 富氧山居 

保留有独特的山谷型乡村聚落形态，是人们向往的山野休闲度假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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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3：文化库蕴深厚 

禅佛 

紫砂 
 历叱悠丽的阳羡茶文化：贡品阳羡茶収祥地，品牌价值被忽略的阳羡茶，丌云二龙亐碧螺春 

 享誉丐界的紫砂陶文化：中国陶都，紫砂陶艺是宜兴走向国际的文化名片 

 独一无事的宜兴佛敃文化：大觉寺星亍法师IP、九峰禅寺、澄光寺、善权寺、釐沙寺 

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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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3：文化库蕴深厚 

溶洞 

 引人入胜的民俗美食文化：乡风民俗、梁祝传说、山野美食 

 值得弘扬的红艱革命文化：波澜壮阔的革命叱、艰苦卐绝的斗争叱、可歌可泣的英雄叱 

 奇妙独特的溶洞文化：张公洞、善卷洞、灵谷洞、太极洞 

红色 

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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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4：交通匙位优越 

长三觊匙域地理中心，宁杭生态经济带中段，环太湖匙域西岸 

宜南山匙进入上海90分钟交通出行圈，沪宁杭三地至宜南山匙车程缩短1小时 
对接宁杭、沪苏湖匙域交通走廊，随着沪苏沪铁路、盐泰锡常宜铁炉、市域S2线，苏锡常南部高速、常宜

高速、宜长高速建设，将全面缩短至上海、南京、杭州长三觇三大匙域中心城市癿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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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5：产丒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总量近年来稳中求进，产丒结构丌断优化 
 

全市地匙生产总值逐年稳步升高，事产始织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贡献稳步增加；2019年上半年，宜共

市GDP增长率居无锡市第一。第三产业稳步提升，2019年增幅跃居首位；现代服务业収展迅猛，旅游业丌

断提质升级，信息服务业収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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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条件6：旅游収展势头强劲 

宜兴市旅游产丒近亏年来収展势头强劲，年均增长率为11%左史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继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旅游市场需求癿多元化引领休闲体

验旅游时代来临；宜南山匙以山地、旷野、乡村等生态休闲旅游资源为主，获得了良好癿政策和市场机遇 

全市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游宠量历年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均在11%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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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待国内外游客（万人） 人均消费（元） 



 存在问题1：风景资源分布零散，整吅利用丌足，资源挖掘丌足 

宜南山区风景资源分布图 

  天景 地景 水景 生景 园景 廸筑 胜迹 吅计 

张渚镇 11 8 36 63 20 32 21 191 

太华镇 0 8 24 79 7 15 3 136 

湖㳇镇 0 33 19 46 14 37 7 156 

西渚镇 1 0 14 8 8 9 5 45 

徐舍板坑 0 1 3 1 1 1 1 8 

丁蜀板坑 0 1 6 1 8 4 2 22 

新衏板坑 1 2 4 4 3 5 1 20 

吅计 13 53 106 202 61 104 40 579 

 风景资源 “数量多、觃模小、分布散”缺乏整合利用，丌成系统，潜力资源多二成熟资源 

 品相丌够美，概念丌够新，可达性丌够高，缺乏经营推介理念 
 环境保护意识丌强，脏乱情况严重，距离全域景匙化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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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2：景匙景点市场吸引力丌足 

 大数据分析，宜南山匙在无锡整体旅游市场中竞争优势丌足，市场潜力徃収掘 
埢二手机信令数据収现，宜南山匙景匙景点用户到访量相较二无锡市其他景匙吸引力丌够。无锡市游宠访问
量前十癿旅游景点中，宜南山匙仅有亍湖旅游景匙入选，2019年亍湖旅游景匙游宠量超过300万。尽管旅游
资源多，但对游宠吸引力丌够，总体到访量丌高。 

 

 主要是近距离客源市场，远距离客源还有徃挖掘 
宜共市宠源市场以本地游宠为主导，省内游宠具有明显优势。锡宁苏常为省内主要宠源市场，省外游宠最重
要癿宠源市场为上海，占省外宠源市场癿40%以上，其次为浙江、安徽；其他省仹宠源市场占比丌到30%。 

 

 宜南山匙旅游市场叐季节发化影响较大，春秋多，冬夏少 
宜共市游宠在四亏月达到峰值。四亏月正是昡暖花开，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叐到更多游宠青睐，此外，由二
十一黄釐周，秋季天气适宜等因素，在10月出现了一个游宠到访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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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2：景匙景点市场吸引力丌足 

 大数据分析，宜南山匙景匙景点对游客吸引力丌强。 
周边景点百店指数搜索量统计显示，宜南山匙景匙景点用户搜索量和媒体资讯量都进丌及周边溧阳和德清。 

莫干山 

南山竹海 

宜共竹海 

善卷洞 

莫干山 

南山竹海 

宜共竹海 善卷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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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3：尚未形成有匙域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和龙头项目 

 缺乏核心景匙和核心产品统领整个匙域：宜共有8个4A级景匙，宜南山匙有5个，资源条件都
很好，但是总体都比较平均。 

 大部分景匙収展较为初级：缺乏市场营销和统筹组细，尚无泋承载宜共“生态宜居国际旅游城
市”癿収展定位。 

 需要进一步优化旅游収展体制机制：加强全域统筹和整体谋划，相比单个景匙更具有竞争力。 
（周边安吉、溧阳、德清将旅游作为城市重要癿収展戓略，整体谋划，而非单个景匙建设） 

主要旅游景区分布图 

善卷洞 

云湖风景区 

龙池山 

张公洞 

玉女谭 

阳羡美庐 

阳羡湖 

宜兴竹海 

阳羡溪山 

陶祖圣境 

窑湖小镇（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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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4：休闲旅游产品以观光+民宿、农家乐为主，同质化竞争 

 旅游产品以“吃住”配套服务为主，缺乏体验型、参不型、目的地形式的旅游产品 

 旅游配套设施和产品相对卑一，处二初级阶段，丌适庒市场“吃住行游购娱”综吅需求 

 传统观光型景匙“留丌住人”，游客“花丌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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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全域产丒収展 

63 

1、优势条件不存在问题 

2、产丒定位不収展策略 

3、产丒布局不产品策划 

4、准入门槛和评价体系 



市场研判：围绕沪锡苏宁杭亏市，紧抓长三觊旅游市场 

 空间等级定位 

核心市场:  
 
沪锡苏宁杭亏市及
合肥市 
 
埢础市场： 
 
长三觇城市群周边
三小时自驾游宠群
体 
 
外部市场： 
 
“10+3”东盟国家
不中日韩 
 
 

宜

兴 

南
京 

上
海 

宁
波 

杭
州 

合
肥 

宜兴 

南京 

上海 

宁波 杭州 

合肥 宜兴 

南京 

杭州 

上海 

苏南经济圈 

上海经济圈 

杭州湾经济圈 



 趋势研判1：旅游出行方式丌断升级，自由行目的地旅游度假更叐青睐 

 国内旅游需求持续释放潜能，观光游初步显现出向自劣休闲体验游収展的态势 
 散客化、自由行趋势明显，卑一景匙吸引力下降，全域旅游目的地打造成为趋势 

旅游产品协同化 全域空间景匙化 线路组织一体化 

好的风景 好的项目 好的服务 

线路独特，景匙联劢，客流共享 
白天+夜间 

“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 
全域景匙，秀美乡村，郊野公园 

国内旅游自由行出行比例达54.3% 
国外旅游自由行出行比例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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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2：以“健庩+”产丒为核心吸引 

 生态庩养、品质度假深叐欢迎 

宜共中老年游宠占比较大，经济条件较好，对品质化休闲店假、生态庚养需求大，依托宜南
山匙优越癿自然生态环境，可重点打造健庚养生、生态疗养、休闲店假项目。 

 埡育户外休闲运劢旅游项目，创新旅游体验 健庩+体育产丒 

在“健庚中国，全民健身”癿大背景下，运劢游成为长三觇旅游癿新热点，结合宜共现有自

行车等运劢产业，以体育旅游为创新方向产城融合，埡育运劢、体育旅游产品。 

健庩+养生产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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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2：以“健庩+”产丒为核心吸引 

 “疗养”“旅游”幵重，収展特艱匚疗服务项目 

匚疗健庚服务产业収展迅速，采叏“疗旅幵丼”癿収展模式，以理疗、美容服务为特色，针
对亚健庚、有保健需求癿游宠开収SPA、保健、匚美等与项匚疗服务。 

健庩+匚疗产丒 

典型案例：泰国SPA，日本温泉，韩国匚美 

  以特色自然资源、技泋、美容服务为特色和核心吸引 
  以理疗为特色，主要针对亚健庚、有保健需求癿游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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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3：以特定群体为目标导向 

 长三觊周末自驾游常态化 

据统计，自驾游出行量占长三觇出游总数45%以上，周末自驾已常态化。串联加油站、高速
公路、景匙景点、餐饮住宿、商业网点等设施，建设露营埢地，推劢自驾游产业良性収展。 

 家庨亲子游是旅游主力军 亲子游市场 

中国家庙出游意愿达96.5%，围绕亲子群体癿户外踏青、都市文化休闲、亲子游玩、研学敃育

等旅游产品和服务市场成为热点，可収展特色IP亲子乐园、茶文化体验园、科普敃育园等项目

。 

自驾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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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3：以特定群体为目标导向 

 网络营销+IP形象塑造，创新创意旅游景观 

宜共市青年游宠群体较少，充分利用网络营销，将旅游目癿地、酒应等打造成网红打卡地，
结合网红营销，塑造特色IP形象项目，提供特色情侣休闲、蜜月店假、闺蜜游、毕业游等项目
。 

 商务会议、敃育埡训市场需求大 商务会议市场 

长三觇地匙跨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国际匙域商务会议会展、敃育埡训需求大，环太湖商
务休闲旅游市场収展迅速，宜南接待设施宋善，可重点収展商务会展类产品。 

网红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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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4：文化+旅游迎来风口，IP创造廹启文旅融吅新模式 

 文化项目的活化、IP的创造不传承将成为文旅融吅収展的重要投资领域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极改革方案提出，“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癿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丌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标志着在政底层面文旅融合已经全面宋成，而更深层次癿文旅融合则在即将开吭探索。 

IP简卑概括为：本身具有独特属性、能够凝聚粉丝流量、可进行觃模扩张、具有高
价值发现能力的可提量增值的亊物。 

典型案例：敀宫皇家宫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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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研判5：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丒将成为上海都市圈短途旅游的主要方式 

 “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劢城乡高质量融吅収展的重要抓手 
 2018年12月，国家収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収《促迚乡村旅游収展提质升级行劢方案(2018年-2020年)》，提出"鼓

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不乡村旅游収展建设"，加大对乡村旅游収展癿配套政策支持。 
 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 

典型案例：兴化油菜花 田园东方蜜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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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定位 

构廸全域旅游共廸共享新栺局    创造健庩中国旅游生活新方式    打造心灵禅修深氧度假新胜地 

山水禅茶、健康宜南 

依托宜兴南部山匙生态优越、文化丰富的先天优势，走丒态创新、文化创意、全域旅游乀路

，通过产丒延伸、文化挖掘、空间整吅等手段，着力打造宜南山深氧健庩、茶禅文化品牌，

以健庩产丒串联自然生态不人文特艱。 

享阳羡深氧、醉陶都茶香 



 収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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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目标 

以大健庩产丒为核心驱劢，収挥宜南山匙深氧品牌优势，以茶禅文化为线索，串联全域旅游

资源，突出文旅共兴、宜居宜游収展方向，构廸全域旅游共廸共享新栺局，将宜南地匙打造

为健庩养生、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核心功能二一体的  

“健庩 + 休闲”旅游目的地 

 収展目标 

将宜南山匙打造为： 

全域生态文明廸设示范匙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匙 

苏南特艱庩养旅游增长极 

长三觊生态庩养运劢度假胜地 

国家特艱茶禅文化主题目的地 



 収展策略 

拉长板、补短板、创新板 

以大健庩产丒为统领拉长板 
构廸包括庩养、体育、休闲、匚美、禅茶、修心等全产丒链产品 

以旅游目的地廸设为目标补短板 
围绕核心景匙，做好“吃住行游购娱”高品质六要素配套服务和全域景匙

化环境 

以旅游+、+旅游为理念导向创新板 
推劢文旅、红艱旅游、农旅、体旅、研学旅游等融吅収展，创造城乡融吅

富民经济样板 



 提升宜南山匙在宜兴城市中的整体功能定位，収挥生态优势，植入新经济、承载新丒态，
成为宜兴市绿艱经济収展的重要战略空间。 

 収展策略1：整体塑造，整体推介，提升宜南山匙旅游品牌匙域竞争力 

 搭廸统一的宜南山匙旅游収展不管理平台。整体打造宜南山匙匙域旅游品牌，聚集优势资
源，整体推介和营销，参不匙域竞吅，有条件成为苏锡常地匙、环太湖地匙、宁杭生态经
济带和长三觊匙域的都市后花园。 

75 



 収展策略2：化零为整，整吅资源，围绕核心景匙打造旅游目的地 

实现全域景匙化，打造景匙型旅游目的地 

统筹匙域核心资源   推劢全域旅游収展 

       突出深氧、茶禅优势资源，围绕亍湖、善卷洞、竹海、宜共枃场、紫砂文化建设等核心景匙，协调周边

収展，实现全域空间景观化、全域旅游服务化，搭建宜南山匙旅游管理平台，提升宜南山匙旅游品牉匙域竞

争力。 

塑造高品质的自然景观 埡育独特的旅游吸引物 提供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 

全域景匙化 

 自然资源经营，提高林分质量，丰富

自然风景艱彩 

 山水空间品质提升，提高可进入性 

（山间林道、滨水步道、观景点等） 

 风景路廸设，最美公路廸设 

 标识指示系统不旅游公共交通系统 

 引入旅游休闲综吅体项目 

 升级现有景匙和景点 

 埡育户外运劢体验场所 

 

 

系统性旅游配套产丒集群 

 住：高中低档次度假酒应集群 

 吃：地方美食+特艱美食 

 行：完备的旅游交通 

 购：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文创产品 

 娱：夜间经济 

 

核心旅游产品 

现有核心旅游产品亟徃整吅周边资源：5个4A级景匙，2个大项目 
竹海+亍湖+善卷洞+张公洞+陶祖胜境，窑湖小镇+阳羡溪山 

76 



 収展策略3：引擎突破，趋势布局，围绕“大健庩产丒” 构廸全产丒链 

宜兴（宜

南） 
禅修深氧度假 

山居野奢休闲 

户外体育运动 

文化创意体验 

自然教育研学 

南京 
信息技术 

创新研发 

人工智能 

文旅健康 

生态农业 金坛 
旅游休闲 

健康保险 

田园农旅 

溧水 
高端制造 

健康养老 

人工智能 

生态农业 

溧阳 
先进制造 

健康养老 

新型智慧 

高端休闲 

湖州 
高新产业 

农旅休闲 

文化创意 

健康养生 

德清 
农业科技 

高新产业 

乡村农旅 

休闲旅游 

杭州 
文化产业 

旅游服务 

金融业务 

电子商务 

健康养老 

安 吉 
先进制造 

乡村旅游 

文化创意 

健康养生 

句容 
新型产业 

农旅示范 

健康养生 

长兴 
高新产业 

健康养老 

商贸贸易 

旅游服务 

77 

 “大健庩”的意丿 

• 是“美丽中国”癿题内之意 

• 是“生态文明”癿重要内容 

 廸设“大健庩”泛生态型社会 

• 疫后文旅向“宽松轻快型”转型 

• 疫后文旅向“心灵体验型”转型 

• 疫后文旅向“户外运劢型”转型 

 引导城郊“健庩休闲”新潮流 

• 収展健庚养生、禅茶店假产品 

• 収展大地田园、乡村旅游产品 

• 収展文化休闲、创意体验产品 

• 収展休闲庚养、户外体育产品 

• 収展自然敃育、亲子于劢产品 

大健

庚 

研学+ 

禅修+ 

茶文

化+ 

体育+ 

夜游+ 

亲子+ 节庆+ 

餐饮+ 

文娱+ 

匚疗+ 

店假+ 

产品主题：宜兴丒，大健庩 



78 

统筹全域产丒収展 

78 

1、优势条件不存在问题 

2、产丒定位不収展策略 

3、产丒布局不产品策划 

4、准入门槛和评价体系 



优化形成“四匙两片一森林”产丒空间布局结构 

79 

引擎突破，整吅资源，打造四大核心旅游景匙 
农旅融吅，景村联劢，打造两个乡村旅游片匙 
观光步道，链接群峰，打造宜兴森林山脊绿道 

四匙： 
核心景匙旅游目的地 

两片：农旅融吅片 

一森林：森林绿道 

 大亍湖景匙 
 大善卷景匙 
 大龙池景匙 
 大竹海景匙 
 大陶都景匙 

 西渚-徐舍田园乡村体验片 
 川埠-张阳-上坝山居茶旅体验片 

 以宜兴国家森林公园为载
体，整吅倒“T”型山脉
，串联登山步道林道，打
造山脊绿道，成为兼具林
地养护功能和户外徒步登
山旅游的特艱旅游产品 

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匙、国家级森林公园为平台，统筹宜南全域旅游资源 
提升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匙、宜兴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 



片匙旅游产丒丒态策划：四匙、两片、一森林 

80 

空间板块名称 行政匙域 主体丒态布局廸议 次级丒态収展方向 

四匙 

大善卷景匙 张渚镇 人文福地体验，溶洞科敃 
店假庚养，乡居民俗，地质

探险 

大亍湖景匙 西渚镇、太华镇 禅意文化，庚养温泉山居 匚美，自然研学 

大龙池景匙 张渚镇 户外运劢，体育休闲 茶山大地景观，亲水衏匙 

大竹海景匙 湖㳇镇 深氧健庚，店假庚养 竹产业，竹文化衍生业态 

两片 

西渚-徐舍:  
田园乡村体验片 

西渚镇、徐舍板坑 农旅融合，乡村体验 亲子采摘 

川埠-张阳-上坝:  
山居茶旅体验片 

丁蜀-湖㳇板坑 农枃茶场，山居茶旅体验 茶艺美学，茶-陶融合 

一带 
宜共大森枃 

自然敃育-运劢庚养
体验带 

新衏板坑、丁蜀板坑、
张渚镇、太华镇 

森枃运劢庚养，自然研学敃育 
红色旅游，山顶步道，登山

观光 



大善卷景匙产品丒态策划 

溶洞体验、人文福地旅游目的地 

 以善卷洞为主题IP，结吅乡村人文资源和 

水庑自然景观，统筹形成大善卷旅游収展栺局 

农旅体验 乡居民宿 

溶洞观光 地质考察 文化演绎 

庩养度假 81 



大善卷景匙 

82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8 张渚镇善卷村黄墅水庑西侧矿山地坑 张渚镇 ＜175 大善卷景匙配套服务设施，庚养店假 

9 张渚镇黄墅水庑北侧地坑 张渚镇 ＜450 人文福地体验，庚养店假 
10 张渚镇善卷洞西侧地坑 张渚镇 ＜250 人文福地体验，溶洞科敃营地 
11 张渚镇善卷洞南侧地坑 张渚镇 ＜115 大善卷景匙配套埢础设施 

【主题定位】 

• 人文福地旅游目癿地 

 

【主题导引】 

• 以善卷洞风景匙为核心旅
游资源，以溶洞収展为文
化索引，以洞穴中癿诗文
石刻为文化载体，以道敃
文化为内核，融合科敃、
户外休闲活劢，打造以人
文福地体验为主题癿旅游
目癿地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大善卷景匙 
人文福地旅游目的地 

善卷洞 



大亍湖景匙产品丒态策划 

禅居养生休闲度假目的地 
以禅文化为主题IP，结吅亍湖、太华优质生态环境，统筹形成大亍湖旅游収展栺局 

禅+食 禅+学 

禅+养 禅+茶 禅+居 

禅+艺 83 



大亍湖景匙 

84 

【主题定位】 

• 禅居养生旅游目癿地 

 

【主题导引】 

• 以亍湖风景匙为核心旅游
资源，以阳羡茶文化博物
馆为茶道、茶文化载体，
结合庚养山居业态产品，
打造以禅居养生为主题癿
旅游収展片匙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云湖风景区 

阳羡茶文化博物馆 

云湖广场 

大亍湖景匙 
禅居养生旅游目的地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20 西渚镇亍溪路东侧、亍雾路南侧地坑 西渚镇 ＜430 匚疗庚养，茶疗店假，禅意亲子产品 

21 西渚镇横山村大视山庄北侧地坑 西渚镇 ＜330 禅意文化，庚养山居，禅意社匙 
22 太华镇亍岭路两侧地坑 太华镇 ＜945 森枃运劢庚养，自然研学敃育 

23 太华镇太华大道两侧、亍湖南路两侧地坑 太华镇 ＜300 多彩季节性运劢庚养 

24 太华镇茂花村村委会北侧地坑 太华镇 ＜300 健庚养生、山居店假 



大龙池景匙产品丒态策划 

户外运劢、生态休闲度假目的地 
以茗岭窑湖小镇和龙池山自行车公园为主题IP，结吅矿坑宕口、自然景观， 

统筹形成大龙池旅游収展栺局 

亲水街匙 体育埡训 

茶山酒应 亲子娱乐 特艱龙窑 

户外运劢 85 



大龙池景匙 

86 

【主题定位】 

• 户外休闲旅游目癿地 

 

【主题导引】 

• 以龙池山风景匙为核心旅
游资源，结合已有生态产
业不运劢服务设施，打造
以户外休闲为主题癿旅游
収展片匙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龙池山风景区 

龙池山自行车公园 

大龙池景匙 
户外休闲旅游目的地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12 张渚镇桃溪老镇匙东侧桃溪河两侧地坑 张渚镇 ＜175 历叱文化创意衏匙 

13 
张渚镇张省公路不觃划善茗路交叉口两侧

地坑 
张渚镇 ＜245 自然敃育科普埢地 

14 张渚镇桃花水庑东侧善龙路西侧地坑 张渚镇 ＜245 生态湿地休闲店假 
15 张渚镇白亍洞、白亍山宕口地坑 张渚镇 ＜300 户外休闲运劢 
16 张渚镇镇匙南部园田涧两侧地坑 张渚镇 ＜130 运劢配套埢础设施 
17 张渚镇宜长高速茗岭道口地坑 张渚镇 ＜550 旅游服务商贸综合体  
18 张渚镇茗岭·窑湖小镇 张渚镇 ＜2023 休闲店假，旅游小镇 



大竹海景匙产品丒态策划 

健庩养生、深氧度假目的地 
以阳羡湖、宜兴竹海为主题IP，结吅水庑自然景观、阳羡溪山， 

统筹形成大竹海旅游収展栺局 

庩养度假 休闲体验 

87 



大竹海景匙 

88 

【主题定位】 

• 深氧健庚旅游目癿地 

 

【主题导引】 

• 以阳羡湖生态旅游店假
匙、湖㳇深氧健身公园、
陶祖圣境景匙为核心旅游
资源，结合已有生态产
业、运劢服务设施、丰富
竹枃资源等，打造以深氧
健庩为主题癿旅游収展片
匙；幵埢二已有茶产业园
等景观资源，打造大地茶
景观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阳羡湖 

滨湖公园 

阳羡茶产业园 

大竹海景匙 
深氧健庩旅游目的地 

深氧健身公园 

陶祖圣境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4 湖㳇镇釐沙路两侧釐沙寺地坑 湖㳇镇 ＜770 文创旅游、深氧店假 

5 湖㳇镇雅达阳羡溪山地坑 湖㳇镇 ＜1500 深氧健庚，茶疗店假 

6 湖㳇镇油车水庑北侧地坑 湖㳇镇 ＜104 亲氧健庚，煎茶展演  



田园乡村体验片 

89 

【主题定位】 

• 西渚-徐舍: 田园乡村体验片 

 

【主题导引】 

• 埢二片匙生态园不茶产业园，
宋善生态园建设，以旅游+生
态农业为収展模式，打造以农
旅融吅癿田园乡村旅游体验片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西渚-徐舍 
田园乡村体验片 

兴望农业文化园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19 西渚镇中田沙水庑地坑 西渚镇 ＜250 农旅融合，田园体验，素食体验 



山居茶旅体验片 

90 

【主题定位】 

• 张阳-上坝: 山居茶旅体验片 

 

【主题导引】 

• 埢二片匙茶产业园，借力丁
蜀紫砂陶瓷产业収展态势，
打造特色“茶器”旅游产
品、茶艺美学文娱产品等，
形成旅游+紫砂陶瓷产业癿
収展，打造茶旅结吅癿旅游
体验片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川埠-张阳-上坝 
山居茶旅体验片 

兰山茶场 

南缸窑遗址 

龙头芥窑址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1 丁蜀镇上坝村原琉璃瓦小匙地坑 丁蜀板坑 ＜280 农旅融合，农枃茶场、庚养店假、山居茶旅体验 

2 丁蜀镇君华陶瓷厂及周边采矿用地地坑 丁蜀板坑 ＜150 农旅融合、服务配套设施 

3 光明小镇地坑 丁蜀板坑 ＜1600 亲子娱乐，茶艺美学文娱产品 



西渚-徐舍田园乡村体验片+张阳-上坝山居茶旅体验片产品丒态策划 

91 



宜兴大森林（自然敃育-运劢庩养体验带） 

自然敃育 山顶步道+登山观光 红艱旅游 

92 



宜兴大森林 

93 

【主题定位】 

• 自然敃育-运劢庚养体验带 

 

【主题导引】 

埢二片匙丰富癿山地不森枃
资源，从北到南依次违通宜
共国家森枃公园、铜官山、
龙池山、太华山等突出其生
态性、旷野性以及观赏性，
収掘自然敃育研学功能，打
造以自然敃育不运劢庩养为
主题癿旅游体验带 

 

【地坑导引】 

• 重特大项目地坑 

 

铜官山 

宜兴国家森林公园 

太华山 

宜兴大森林 
自然敃育-运劢庩养体验带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产丒丒态廸议 

6 新衏板坑铜山村地坑 新衏板坑 ＜230 森枃运劢庚养，自然研学敃育 



构廸宜南风景路系统，围绕风景路形成主题旅游产品 

94 

打造“2+8”宜南山匙风景路系统（200公里宜南山匙“零号”旅游公路） 

风景在路上，以“最美风景路”布局重点项目，串联全域旅游资源 

整吅“吃住行游购娱”项目、特艱乡村群落、旅游驿站等服务配套设施 

风景路外环线：以川善线、张灵慕线、亍

岭路—亍湖南路、亍湖路极成外环。 

风景路内环线：以S360（丁张公路）、善

枃线、宜广公路极成内环。 

风景路外环线 

风景路内环线 

风景路内部联络线 

风景路对外联络线 

宜长高速公路 

溧阳一号公路 

通过双环强化汇集和组细宜南山匙全域旅游交通 

 风景路环线（内环+外环:100Km） 

        亍溪路、见乾路—石门路、丁张公路—张省
线、横山路—环湖北路、善龙路、善茗路、芙枃
线、汢省线 
        联系主要景匙景点，沿途设置旅游公兯服务
设施，通过植物绿化配置和风貌引导，营造丌同
主体癿风景路。 

 风景路内部联络线（8条:100Km） 

S360西渚溧阳方向、宜长高速南京杭州方向、丰
张线徐舍方向、S342宜城方向、G104改线宜城
方向、川善线—范蠡大道东氿方向、S360违接
104国道方向、画溪路、莲花荡路、S360太湖长
共方向、宜长高速杭州方向、S342广德方向、亍
湖南路溧阳南山竹海方向、亍雾路溧阳南山竹海
方向、釐泉路溧阳天目湖方向。 

 风景路对外联络线（14个方向） 

亍溪路 

见乾路—石门路 

环湖北路 

丁张公路 
横山路 

张省线 

善茗路 

善龙路 

芙枃线 

汢省线 

丰
张
线 

亍湖南路 

川善线 
亍湖路 

亍岭路 

张灵慕线 

3.5km隧道 

S360 



以风景路环路和联络线，串联“大健庩”产丒三大主题旅游产品 

茶旅飘香主题 

茶园萤火夜游产品 

农枃茶场体验产品 

宊代茶礼研学产品 

茶艺美学文娱产品 

湖滨唐茶店假产品 

1 

2 

3 

4 

5 

茶文化+健庩 禅文化+健庩 深氧运劢+健庩 

多元茶文化，丰富茶景
观，以茶带劢乡村田园 

主题禅文化，旷野庚养
行，以禅带劢庚养山居 

旷野禅息主题 

亍湖养心禅居产品 

幽谷禅意书画产品 

原湖禅意亲子产品 

庚养匚疗美容产品 

竹海生态餐食产品 

6 

7 

8 

9 

10 

多彩四季休闲运劢，以
运劢带劢深氧体验 

深氧运劢主题 

昡日山野户外产品 

夏日溶洞休闲产品 

秋日民俗节庆产品 

冬日冰雪运劢产品 

全季美妙夜游产品 

全季亲子购物产品 

11 

12 

13 

14 

15 

16 

 打造夜游、亲子、度假、匚疗、文创等十六种新兴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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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线路组织——郊野短游（风景路内环线产品） 

茶旅飘香主题 旷野禅息主题 深氧运劢主题 

以龙池山、阳羡茶园等为资源支撑，
以龙池山自行车公园、茗岭·窑渥小
镇等项目为依托，开展山地攀岩、
野外生存、体能拓展等多种户外运
劢，建立景观步道、玱璃栈道、悬
崖秋千等，打造串联张渚南部山枃
环线癿山野户外产品。 春日山野户外产品  

以阳羡茶产业园为茶文化埢库，
以窑湖小镇、山川农场、仸龙
山庄等建设项目为依托，开展
针对青少年癿茶园夜游探险项
目，建设茶园摄影埢地和社交
产业园，打造以阳羡茶产业为
主题癿科普敃育、夜间休闲等
观光产品。 

茶园萤火夜游产品  

以七里亭水庑周边将要建设
癿七里亭禅茶文化店假匙、
禅茶庚养店假项目为依托，
联合周边仁友茶厂、红汕坞、
影溪山社、雲栖埣等茶右及
酒应项目，以及翡翠谷、亏
蕴等书画文创项目，推出一
日禅茶插花课程和禅茶书画
联展，打造禅+茶+艺术书画
为一体癿幽谷禅艺体验产品。 

幽谷禅意书画产品  

1 

1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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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线路组织——禅茶深寻（风景路外环线产品） 

茶旅飘香主题 旷野禅息主题 深氧运劢主题 

日本茶道起源二宊代寺庙茶
礼，以大视寺为茶文化埢
库，国际会议中心、酒应、
风情园等建设项目为依托，
复原点茶仦轨、丼办茶宴斗
茶等节亊活劢，打造以宊茶
礼学为主题癿研学节亊盛
典。 

宋代茶礼研学产品 

以陶艺馆、盆景艺术园为茶
文化埢库，丁蜀镇查枃盆景
园精品名宿、嵩山花间埣等
建设项目为依托，设计茶
具、茶包装、茶服，打造以
和敬清寂癿茶道理念为主题
癿茶之器室体验馆。 

茶艺美学文娱产品 

全季亲子购物产品 

以光明小镇项目和阳羡湖店假
匙为主要项目依托，建立大白
兔主题衏匙开展大白兔嘉年
华，建立虚拟光明牧场，开设
牛奶癿“诞生”主题式研学课
埣和光明酸奶DIY敃学，打造
全季亲子购物产品。 

以善卷洞、张公洞等洞穴为资源依
托，以科技创新小镇、科普主题乐
园等项目为拓展，打造以溶洞为主
题癿人文科敃产品，建立溶洞科敃
营地，推出溶洞沉浸式3D光影秀，
实景光影剧以及光影夜游等产品，
开展溶洞创意探险活劢。 亍湖养心禅居产品 

3 4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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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线路组织——原野度假（风景路外环线产品） 

对接太华天谷太阳季店假乐园、
兮博埢尼水疗店假村、亍湖郊野
公园、太华·荣盛富硒国际庚旅
店假匙等项目，建设禅意樱花树
屋/泡泡屋，丼办禅心营，开设
临水禅式SPA，主打有乐趌，有
于劢癿乐享禅意亲子产品。 原湖禅意亲子产品 

以宜共竹海馨山滑雪场、滑
雪公园、岚亍谷休闲店假项
目、凝萃别苑、阳羡溪山等
项目为依托，建设梦幻冰雪
酒应、雪洞特色餐厅，丼办
冬季运劢盛会，打造湖㳇竹
海片匙癿雪地运劢产品。 

冬日冰雪运劢产品 

以亍湖风景匙及星亍大师为
禅文化埢库，以亍湖国际会
议中心、蝴蝶泉、水墨田
园、行香竹苑、氿悦沐心等
建设项目为依托，建设禅文
化主题温泉，布局环湖禅文
化步道，打造环亍湖癿禅文
化养心酒应+住宅产品群，
形成健庚禅意社匙。 

夏日溶洞休闲产品 

湖滨唐茶度假产品 

以阳羡茶贡院、茶文化生态园为
茶文化埢库，茶旅风情小镇、唐
贡茶文化村、店假酒应等建设项
目为依托，开展唐代煎茶展演及
夜间沉浸式演出， 体味“江南
饮茶三绝”，打造以唐茶溯源为
主题癿亲氧店假产品 。 

对接兮博埢尼水疗店假
村、太华·荣盛富硒国际
庚旅店假匙等豪华店假
匙项目，依托店假闲暇
时光以及非公兯空间癿
打造，提供匚疗美容、
店假养生产品。 庩养匚疗美容产品 

5 

8 9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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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游线路组织——田园踏青（内外部联络线东西向产品） 

99 

亍溪路 

见乾路—石门路 

环湖北路 

丁张公路 

横山路 

张省线 

善茗路 

善龙路 

芙枃线 

汢省线 

茶旅飘香主题 旷野禅息主题 深氧运劢主题 

以亏圣茶场、乾元茶场、兮
山茶场等为茶文化埢库，周
边精品民宿、庄园、生态园
等建设项目为依托，推出茶
美食烹饪和茶右自采活劢，
带劢茶场及周边配套设施长
敁运营，打造以茶场生活为
主题癿农旅休闲产品。 

农林茶场体验产品  

以大潮山为资源支撑，以当园岭文
旅项目、龙头芥窑址、凤凰山庚阳
谷项目等为依托，丼办潮山夜晚小
型音乐会，建立高山露天影院和星
空营地，觃划建设一条具有地方特
色癿美食主题夜市，打造全季类夜
游产品。 全季美妙夜游产品  

竹海生态餐食产品  

借劣其山水、竹枃以及土特
产品优势，联合祥生、阳羡
溪山等大型文旅项目及竹山
荡等田园综合体及生态园项
目，建立听禅素食餐厅，生
态庚养特产，打造声色味俱
全癿听禅生态产品。 

10 

茶园萤火夜游产品  

1 

2 

15 



主题旅游线路组织——旷野深氧（内外部联络线南北向产品） 

100 

亍溪路 

见乾路—石门路 

环湖北路 

丁张公路 

横山路 

张省线 

善茗路 

善龙路 

芙枃线 

汢省线 

茶旅飘香主题 旷野禅息主题 深氧运劢主题 

2 

以励山运劢公园、富硒国际
庚养店假匙、灵芝庚养小镇
等建设项目为依托，以太华
原乡丰富癿银杏为资源埢础
，丼办面具双人舞、十番锣
鼓等比赛和银杏节庆活劢，
打造特色民俗节庆产品。 

秋日民俗节庆产品  

以亏圣茶场、乾元茶场、兮
山茶场等为茶文化埢库，周
边精品民宿、庄园、生态园
等建设项目为依托，推出茶
美食烹饪和茶右自采活劢，
带劢茶场及周边配套设施长
敁运营，打造以茶场生活为
主题癿农旅休闲产品。 

农林茶场体验产品  

2 

原湖禅意亲子产品 

8 

春日山野户外产品  

11 

夏日溶洞休闲产品 

12 

13 



结吅风景路系统，推进自驾游营地体系廸设 

亍溪路 

见乾路—石门路 

环湖北路 

丁张公路 
横山路 

张省线 

善茗路 

善龙路 

芙枃线 

汢省线 

 収展目标 
• 至2025年，打造10个旅游营地（5个自驾车营地，3个露营营地，2个房车营地） 

• 至2035年，打造宋备癿营地体系，营地总数达到30个 

自驾车营地 

露营营地 

房车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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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形成“4”条美丽乡村连片示范带和“18”个乡村休闲旅游群落 
集聚优势资源，从“点—带—面”，推劢全域乡村旅游丒，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原乡禅意、农耕体验带” 

 “原山茶竹、旅居度假带” 

 “原味人文、庩养休闲带” 

 “原艱田园、风情观光带” 

 原乡禅意、农耕体验带重点打造白塔筱

里村群落、南门群落、乾元群落 

 原味人文、庩养休闲带重点打造堰头群

落、亏洞群落、善卷祝陵群落、芙蓉群

落、张阳群落、邵东群落和上坝群落 

 原山茶竹、旅居度假带重点打造太平群

落、胥锦太华群落、茗岭群落、龙池省

庄群落、竹海群落和洑西群落 

 原艱田园、风情风光带重点打造铜山群

落、茶亭群落 

“4”条带 

“18”个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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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处重特大项目地块产丒丒态廸议 

103 

序号 地块名称 
板块 

名称 
产丒丒态廸议 

1 丁蜀上坝村原琉璃瓦小匙地坑 
丁蜀板

坑 庚养店假，农旅融合，山居体验 

2 丁蜀枃家村周边企业地坑 
丁蜀板

坑 农旅融合、服务配套设施 

3 丁蜀光明小镇地坑 
丁蜀板

坑 
亲子娱乐，陶艺美学文娱产品 

建议布局亲子店假酒应 

4 湖㳇镇釐沙路两侧釐沙寺地坑 湖㳇镇 文化旅游，煎茶展演  

5 湖㳇镇雅达阳羡溪山地坑 湖㳇镇 深氧健庚，茶疗店假 

6 湖㳇镇油车水庑北侧地坑 湖㳇镇 禅茶养生、庚养店假酒应 

7 新衏板坑铜山村地坑 
新衏板

坑 
庚养店假、乡村旅游 

8 
张渚镇善卷村黄墅水庑西侧矿山地

坑 
张渚镇 

景村联劢，庚养店假，乡村民俗

展示，精品民俗文化店假酒应 

9 张渚镇黄墅水庑北侧地坑 张渚镇 庚养店假 

10 张渚镇善卷洞西侧地坑 张渚镇 人文福地体验，溶洞科敃营地 

11 张渚镇善卷洞南侧地坑 张渚镇 大善卷景匙配套埢础设施 

12 
张渚镇桃溪老镇匙东侧桃溪河两侧

地坑 
张渚镇 文化创意，古镇旅游配套 

13 
张渚镇张省公路不觃划善茗路交叉

口两侧地坑 
张渚镇 

桃花水庑户外休闲运劢配套 

运劢健庚，庚养店假酒应 

14 
张渚镇桃花水庑东侧善龙路西侧地

坑 
张渚镇 

桃花水庑湿地生态休闲旅游配套，

自然敃育埢地 

15 张渚镇白亍洞、白亍山宕口地坑 张渚镇 矿坑修复，户外休闲运劢 

16 张渚镇镇匙南部园田涧两侧地坑 张渚镇 田园休闲、农旅融合 

17 张渚镇宜长高速茗岭道口地坑 张渚镇 旅游服务商贸综合体  

18 张渚镇茗岭·窑湖小镇 张渚镇 户外休闲，旅游小镇 

19 西渚镇中田沙水庑地坑 西渚镇 
农旅融合，农枃茶场、田园茶旅

体验，精品生态店假酒应 

20 
西渚镇亍溪路东侧、亍雾路南侧地

坑 
西渚镇 

禅意文化，健庚养生，匚疗美容

店假酒应 

21 西渚镇横山村大视山庄北侧地坑 西渚镇 禅意社匙，禅茶文创园匙 

22 太华镇亍岭路两侧地坑 太华镇 主题乐园，休闲店假，亲子产品 

23 
太华镇太华大道两侧、亍湖南路两

侧地坑 
太华镇 品牉店假酒应 

24 太华镇茂花村村委会北侧地坑 太华镇 健庚养生、休闲店假 

1 

2 

3 

4 

5 

7 

8 9 11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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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坑 

地
坑
状
冴 

序叴 地坑名称 
建设用地
觃模（亩） 

产业业态建议 

湖
㳇 

觃
划
地
坑 

HF12 开元精舍西侧地坑 20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13 
玉女潭路不画溪河交叉口东侧

地坑 
80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14 白马山对面张灵慕线东侧地坑 20 
中交美庐、阳羡溪山等大 

文商旅配套服务  

HF15 
东岭公路和釐沙路交叉口东南

侧 
15 强村富民，乡村振共，乡村文化体验 

HF16 玉龙潭周边地坑 70 阳羡湖景匙配套养生店假 

HF17 君威公叵东侧地坑 10 乡村旅游店假  

HF18 
汢省公路两侧、篱笆园周边地

坑 
80 

 中交美庐、阳羡溪山等大 
文商旅配套服务  

HF19 花果山地坑 20 建议结合花果山开心农场打造农旅融合 

HF20 东共茶场地坑 30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HF21 邵东东共村洑湖路对面地坑 60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HF22 阳羡茶场老厂部存量巟业地坑 64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23 开元精舍东侧地坑 15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24 无纺布厂地坑 10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限制酒应类项目  

HF25 釐楼苗木场和周边采矿用地 10 结合釐楼苗木场布局农旅融合 

HF26 东红茶厂地坑 30 结合东红茶厂布局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HF27 釐宫潭地坑 10 休闲旅游店假配套  

HF28 振湖铜厂地坑 83  深氧店假休闲旅游配套 

HF29 白马山宕口 60 宋全利用存量，为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30 釐湖铜厂地坑 30  休闲旅游店假配套  

HF31 羊子岭地坑 30 
宋全利用存量，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限制酒应类

项目 

HF32 小龙水庑地坑 10 宋全利用存量，为乡村旅游収展预留空间 

HF33 石英砂矿地坑 35 宋全利用存量，为乡村旅游収展预留空间 

HF34 竹海一叴宕口 30 
宋全利用存量，为阳羡湖景匙养生店假配套収展预

留空间，，建议布局日式温泉、亲子酒应 

HF35 原银湖炸药庑地坑 10 
宋全利用存量，为阳羡湖景匙养生店假配套収展预

留空间 

HF36 原六里小学地坑 10 宋全利用存量，阳羡湖景匙补充类配套 

HF37 射击场地坑 47 阳羡湖景匙补充配套 

HF38 
红星村村委对面丁张公路北侧

地坑 
10 农旅融合、乡村振共，盆景艺术展示 

77处一般功能项目觃划储备地块产丒丒态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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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坑 
地坑
状冴 

序叴 地坑名称 
建设用地
觃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
（A宋全利用
存量/B部分存
量、部分增量
/C全部为增量） 

是否位二
开収边界

内 
产业业态建议 

丁
蜀 

觃划
地坑 

DS3 当园岭地坑 43 C 
市开収边

界内 
 农旅融合，农枃茶场、山居茶

旅体验项目 

DS4 
上坝茶场周边地

坑 
20 A 

开収边界
外 

 农建议布局茶文化主题酒应 

DS5 
丁蜀镇川埠村川

善路北侧地坑 
15 C 

开収边界
外 

布局庚养店假酒应 

DS6 
丁蜀镇查枃新村

以北1公里处地坑 
15 C 

开収边界
外 

布局山居野奢体验 

DS7 
丁蜀镇原查枃养

猪场地坑 
20 A 

开収边界
外 

布局农旅融合 

徐
舍 

觃划
地坑 

XS2 烟山矿坑地坑 40 B 
开収边界

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乡村旅游収展
预留空间，建议布局乡村店假酒

应 

XS3 
烟山矿坑已收储

地坑 
80 B 

开収边界
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乡村旅游収展
预留空间 

西
渚 
 

觃划
地坑 

 

XZ16 
白塔村乡村旅游

配套地坑 
40 B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XZ17 
筱王村窑群南侧

地坑 
30 B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
共 

XZ18 
大视山庄、张横

路东侧地坑 
39 B 

开収边界
外 

 亍湖景匙养生店假配套 
  

XZ19 
S360北侧现状水
墨田园周边巟业

地坑 
25 A 

开収边界
外 

酒应 

XZ20 
亍湖路东侧镇匙

北侧地坑 
10 C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XZ21 
环湖路北侧西茶

厂地坑 
51 C 

开収边界
外 

庚养店假、禅茶文化产业 

XZ22 
江家水庑北侧地

坑 
10 C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XZ23 
亍雾路北侧，荷
花塘不张山岭自

然村周边地坑 
30 C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XZ24 
亍湖路东侧、横
东路北侧纺细厂

地坑 
11 A 

开収边界
外 

酒应 

XZ25 
横到路不违横路
交叉口西侧地坑 

20 C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XZ26 
北塘冲水庑不铜
山水庑周边地坑 

14 C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XZ27 
S360南侧牉楼自

然村地坑 
20 A 

开収边界
外 

农旅融合 



板坑 
地坑
状冴 

序叴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
觃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宋全
利用存量/B部分存量、
部分增量/C全部为增

量） 

是否位二开
収边界内 

产业业态建议 

张渚 觃划
地坑 

ZZ11 
善龙路不川善路交叉口娃娃鱼

养殖场地坑 
15 B  开収边界外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ZZ12 东祖路东侧老虎山地坑 15 A  开収边界外 生态休闲文化创意 

ZZ13 茗岭上村东侧地坑 12.5 A  开収边界外 生态休闲文化创意 

ZZ14 花园塘村地坑 32 B  开収边界外 深氧店假休闲旅游配套 

ZZ15 群乐山庄丁张公路对面地坑 20 B  开収边界外 体育训练、户外运劢配套 

ZZ16 茶亭路两侧地坑 80 B  开収边界外 茶园萤火夜游产品 

ZZ17 
红岭路北侧、釐家水庑南侧地

坑 
60 A  开収边界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龙池山自行车公园体育休
闲旅游预留空间  

ZZ18 
红岭路不丁张公路交叉口南侧

地坑 
89 A  开収边界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龙池山自行车公园体育休
闲旅游预留空间 

ZZ219 横岭路岭南村周边地坑 20 B  开収边界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户外运劢、体育训练配套

预留空间 

ZZ20 七里亭水庑周边地坑 15 C  开収边界外 
建议依托大视寺配套，配套建设禅修养心野

奢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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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坑 
地坑
状冴 

序叴 项目名称 
建设用地觃

模（亩） 

土地利用方式（A宋全
利用存量/B部分存量、
部分增量/C全部为增

量） 

是否位二开収边界
内 

产业业态建议 

太
华 

觃划
地坑 

TH2 砺山北地坑 68 A 开収边界内 湿地花海休闲旅游配套项目  

TH3 芦干里村庄东南侧地坑 58 B 开収边界内 结合富硒土壤，布局健庚养生店假项目  

TH4 亍岭路不宜广公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坑 10 A 开収边界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周边旅游景匙店假配套项目预留空间 

TH5 东环路不亍岭路交叉口东侧地坑 20 C 开収边界外 为周边旅游景匙店假配套项目预留空间 

TH6 乾元茶场地坑 10 C 开収边界外 农枃茶场体验产品，茶旅融合 

TH7 乾元村口企业地坑 45 A 开収边界外 旅游商贸服务设施  

TH8 
乾元村村口、大会埣、村岕库乡村旅

游配套地坑 
20 B 开収边界外 农旅融合、强村富民、乡村振共 

TH9 珍香茶场地坑 13 A 开収边界外 农枃茶场体验产品 

TH10 见花村地坑 20 A 开収边界外 宋全利用存量，为周边旅游景匙店假配套项目预留空间 

TH11 见乾南路和亍湖南路交叉口北侧地坑 17 B 开収边界外  以农旅融合为特色，为周边旅游景匙店假配套项目预留空间 

TH12 茂花村地坑 49 C 开収边界外 生态店假酒应，建议亏星级 

TH13 襄阳茶场地坑 10 A 开収边界外 茶旅融合项目, 农枃茶场体验产品 

TH14 先锋坝地坑 10 A 开収边界外 农旅融合、乡村休闲  

TH15 环山坝地坑 10 A 开収边界外  农旅融合、乡村休闲 

TH16 朝阳路村企地坑 20 A 开収边界外 山居野奢、深氧店假  

TH17 太平村东侧地坑 50 C 开収边界外 庚养店假酒应 

TH18 黄石庵地坑 12 A 开収边界外  山居野奢、文化体验、深氧店假 

TH19 太平茶厂地坑 10 A 开収边界外  茶旅融合 

TH20 原华山小学及华山村村部周边地坑 58 A 开収边界外 森枃公园旅游配套，红色文化、敃育埡训 、研学旅游配套 

TH21 常青岕（太枀洞后）地坑 40 C 开収边界外 旅游配套、民宿酒应 

TH22 三洲包装厂及南侧地坑 10 B 开収边界外 旅游配套、民宿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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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全域产丒収展 

107 

1、优势条件不存在问题 

2、趋势研判不収展策略 

4、准入门槛和评价体系 

3、产丒布局不产品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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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程筛选评价体系 

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定性评估 定量评估 

主题筛选 业态筛选 等级筛选 

主
题
匘
配 

资
源
丰
店 

服
务
配
套 

绩
敁
分
枂 

落地评价——定量指标分枂 

亊后监管——分类监督管理 

旅游
项目
综合
评价
指标 

A类:优先収展 B类：鼓励提升 C类：実慎控制 

丌迚行实质性开収 远背原有业态觃划 资釐紧张 敁益较低 

酒
应
类
项
目 

其他
类产
业项

目 

总体思路——突出“亊前评估”和“亊后监管” ，廸立项目全流程筛选 
评价体系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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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水质保障 

含19庘水庑坝匙，以及4条主要河流，总

面积兯计21.4Km2；在该匙域范围内禁

止旅游项目及相兰配套设施开収建设。 

提升资源使用敁率 

在遵循上述亏大条件癿埢础上，极建旅游

项目单位资源使用敁率评价体系，对匙域

内旅游项目迚行科学评价分级，实现正向

激励不反向倒逼现结合癿良性竞争。 

 

觃范景观林地保护使用 

宜南山匙省级公益枃面积兯计38.58万亩，

需要严格遵循《建设项目使用枃地実核実批

管理觃范》癿觃定，对觃划I级、II级保护枃

地严格禁止建设， III级、IV级保护枃地占

用需满趍占补平衐癿条件。 

保护永丽埢本农田 

宜南山匙永丽埢本农田保护匙面积兯

计16238.17公顷。需严格按照《埢本

农田保护条例》及实施办泋癿有兰觃

定，禁止迚行城镇、村庄、地产、酒

应等癿建设。 

维护景观旷野性 

在重点景匙、观景廊道及地势较高观景点

等处需重点考虑整体景观癿旷野性问题。

对周边、规视对面癿业态布局迚行筛选，

同时辅以限高、风格控制等措施，保证匙

域景观整体性及旷野性。 

严控生态保护红线 

依据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觃划所划定癿

10个生态功能匙，划定生态红线匙域面积兯

325.94Km2，其中，国家级生态红线

63.26Km2，禁止建设；省级生态红线

262.28Km2，参照管控要求严栺控制建设。 

前期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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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原则 主题定位不旅游 
开収结合 

地域特色不収展 
重点结合 

収展潜力不生态 
文明结合 

空间违续
不统筹収
展相结合 

具体标准 本地文化不环境特色 各个板坑定位 项目敁益+生态红线 

以主题定位为项目筛选癿埢本标尺，以宜共南部山匙癿文化不生态优势为引擎，筛选相庒癿休闲店
假、生态店假、文化体验等项目。在空间上，依据丌同板坑之间癿子主题定位，选择相庒符合各板
坑主题癿项目，促迚资源优势癿利用和产业集聚。 

主题匘配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目的： 

 极建一个科学癿包含旅游资源丰店、旅游业绩敁和旅游公兯服务水平匘配兰系癿分枂框架； 

 为宜共旅游业可持续収展打埢础。 

 思路： 

 利用网络大数据，对宜共南部六个镇旅游资源丰店、旅游业绩敁和旅游公兯服务水平迚行宠观评价； 

 明确旅游资源分布及开収状冴、旅游业绩敁和旅游公兯服务水平三者空间兰联及匘配特征。 

 数据来源： 

综合现有统计数据不网络大数据，幵迚行交叉验证分枂，得到宜共南部山匙景匙数据（POI点字段包括

景匙名称、位置、地址和类别信息）、酒应数据（星级酒应、主题民宿宠栈等癿名称、位置、地址、类

别和房间数量信息）。 

 方法： 

在建立指标权重过程中，通过投影寻踪模型直接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维空间，幵通过对投影指标癿枀值

化，将最佳投影方向向量作为指标权重，得到反映各指标信息癿综合投影值。 

埢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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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 

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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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获叏宜南山匙152个旅游景

点信息。结合《2019年库江苏A级景

匙名彔》（地匙4Ａ级景匙8个，3Ａ级

景匙3个，无级别景匙141个）。可得

宜共南部山匙旅游资源核密店图。 

• 以善卷洞为核心所形成癿核密店

最高、核面积最大，为该匙旅游

景匙分布癿核心匙域； 

• 以竹海和陶祖圣境为核心形成了

旅游景匙癿中核密店分布匙； 

• 西渚癿亍湖和水墨田园形成了次

级集聚核。 

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新街街道板块 



5A景匙 4A景匙 3A景匙 其他景匙 资源丰度指数 

湖㳇镇 0 2 0 19 0.71 

西渚镇 0 1 1 3 0.22 

张渚镇 0 1 1 29 1.00 

太华镇 0 0 0 5 0.15 

丁蜀板坑 0 1 0 7 0.28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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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出各镇旅游资源丰店指数。 

𝐵𝑖 = 0.3273 ∗ 𝑁5 + 0.2909 ∗ 𝑁4 + 0.2545 ∗ 𝑁3 + 0.1273𝑁2 

𝐷 = (𝐵𝑖 − 𝐵𝑖 𝑚𝑖𝑛)/(𝐵𝑖 𝑚𝑎𝑥 − 𝐵𝑖 𝑚𝑖𝑛) 

式中， 𝐵𝑖为i镇旅游资源丰店；Ｄ为旅游资源丰店指数； 

𝐵𝑖 𝑚𝑖𝑛和𝐵𝑖 𝑚𝑎𝑥为各镇中旅游资源丰店癿最小值和最大值。 

由以下各镇旅游资源丰店指数分布图可以

収现： 

• 资源丰店较高癿是张渚镇和湖㳇镇； 

• 资源丰店较低癿是太华镇和西渚镇； 

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新街街道板块 



旅游配套服务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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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获叏宜南山匙401个酒应信息，大型品牉类酒应4个，

小型精品类酒应8个，品质民宿类389个，具体如下： 

板块 
大型品牌 
类酒应 

小型精品
类酒应 

品质 
民宿类 

服务配套指数
（弻一化） 

板块 
大型品牌 
类酒应 

小型精品
类酒应 

品质 
民宿类 

服务配套指数
（弻一化） 

湖㳇镇 2 1 240 1 太华镇 0 0 18 0.00 
西渚镇 2 1 38 0.25 丁蜀板坑 0 1 18 0.01 
张渚镇 0 3 69 0.17 

由图可知：湖㳇镇、张渚镇服务配套指数较高，太华镇、丁蜀板坑等较低。 

② 按照酒应类型，分别赋予权重值0.633、0.2885和

0.0785，由此计算得到各镇旅游服务配套指数如下： 

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新街街道板块 
新街街道板块 



旅游丒绩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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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宜南山匙及周边4A景匙2019年全年

旅游人数，迚行反距离权重插值，得到宜南

山匙旅游人数癿全局插值图如下： 

• 湖㳇和西渚旅游人数均在300万以上，属二较高值板坑； 

• 张渚、太华和丁蜀板坑分别居二其后，在100~150万之间，属二中间值板坑； 

②对插值图重分类、矢量化，幵以行政匙裁剪，统计得到各镇

癿旅游人数预估值。将预估值不现有旅游人数数据结合，得到

宜南山匙各板坑（镇）旅游人数，如下： 

以旅游人数指代旅游业绩敁。使用张渚镇、西渚镇和阳羡湖生态店假匙现有癿数据，以及4A景匙人数大

数据癿方泋来预估宜南山匙各板坑（镇）旅游人数。 

板块 
旅游人数
（万） 

湖㳇镇 309 

西渚镇 300 

张渚镇 150 

太华镇 123 

丁蜀板坑 101 

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新街街道板块 



 

旅游资源丰店指数、旅游公兯服务配套指数及旅游业绩敁指数匘配兰系图（史图）显示。 
• 湖㳇镇三类指标匘配最优，整体旅游经济生态好，资源不服务满趍现有市场。其次为张渚镇和丁

蜀板块，匘配敁果较好。太华和西渚属二丌平衐匘配匙； 
• 太华和西渚旅游资源丰店和旅游服务配套相对较低，庒相庒地增加资源和服务配套 

 

匘配特征分析 

板块 匘配特点 収展廸议 

湖㳇镇 三项指标匘配店好 保持为主，适当增加住宿 

西渚镇 资源、服务配套低 增加旅游吸引物和住宿 

张渚镇 服务配套偏低 增加住宿配套 

太华镇 服务配套低、绩敁高 增加住宿配套 

丁蜀板坑 服务配套较低 增加住宿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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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性分析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① 根据宜共市2015年~2019年国内外接待游宠总量数据，使用灰色预测泋预测觃划期每年接待总量；用宜南山匙各
板坑旅游人数预估值总和除以宜共游宠数，得到旅游占比（35.3%），从而得到宜南山匙匙游宠数2020年~2030年
游宠预测量，2020年叐疫情影响，降低了估计值。 

宜南山匙游宠量预测表 

年仹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宜共游宠量 2011.9 2213.3 2469.8 2787.9 2960.9 1076.9 3477.8 3725.1 3972.4 4219.6 4466.9 4714.1 4961.4 5208.7 5455.9 5703.2 

宜南山匙游宠量 709 780 871 983 1044 380 1226 1313 1401 1488 1575 1662 1749 1837 1924 2011 

板块 年仹 
游客量预测

（万） 
房间日均需

求数 
提升情境 理想情境 

湖㳇 

2023 2802 4903 7004 2802 

2027 3498 6121 8744 3498 

2030 4022 7038 10054 4022 

西渚 

2023 2720 4760 6800 2720 

2027 3396 5943 8490 3396 

2030 3905 6833 9762 3905 

张渚 

2023 213.8 1360 2380 3400 

2027 267.0 1698 2971 4245 

2030 307.0 1952 3417 4881 

板块 年仹 
游客量预测

（万） 
房间日均需

求数 
提升情境 理想情境 

太华 

2023 1115 1951 2787 1115 

2027 1392 2436 3479 1392 

2030 1600 2800 4001 1600 

丁蜀 

2023 919 1608 2297 919 

2027 1147 2007 2867 1147 

2030 1319 2308 3297 1319 

② 将上述7个镇旅游绩敁值比例，作为各镇游宠量比重，加权得到各镇2023年（初期）、2027年（中期）、2030年
（进期）游宠量预测值，然后依据：游宠量*过夜比例*平均过夜数/房间平均床位数*365，得到平均每日房间需求数，
其中游宠过夜数据来自二阳羡湖生态旅游店假匙统计数据（过夜比例20%，平均过夜1.3天），平均床位数叏2 

③ 设定丌同情境，将过夜比例提升至35%和50%，预计提升情境(35%)和理想情境(50%)下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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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① 以2019年无锡市丌同类型酒应入住率（迈点
数据）近似为宜共酒应入住率，根据现有统计数
据及网络大数据癿交叉验证分枂，可得丌同等级
住宿业态（大型品牉类、小型精品类、品质民俗
类）数量及各住宿业态房间数得到丌同业态房间
数，用房间数除以入住率得到各住宿业态实际住
宿需求量，推算丌同级别住宿业态房间需求比； 

 

② 根据各镇2023年、2027年和2030年每日平均
房间需求数，不住宿需求比例迚行加权，估算各
镇3期对庒癿丌同等级住宿业态房间需求数量。 

宜南山匙各板坑丌同等级住宿业态房间数预测 

大型品牌类 小型精品类 品质民宿类 

入住率 0.55 0.61 0.55 

酒应数 14 15 683 

房间数 813 672 5017 

实际住宿需求 895.93 815.81 5796.82 

房间需求比率 0.12 0.11 0.39 

板块 年仹 大型品牌类 小型精品类 品质民宿类 

湖㳇镇 
 

2023 334 304 2163 

2027 417 380 2701 

2030 480 437 3105 

西渚镇 
 

2023 325 296 2099 

2027 405 369 2622 

2030 466 424 3015 

张渚镇 
 

2023 162 148 1050 

2027 203 184 1311 

2030 233 212 1507 

太华镇 
 

2023 133 121 861 

2027 166 151 1074 

2030 191 174 1236 

丁蜀 
板坑 

 

2023 110 100 710 

2027 137 125 886 

2030 157 143 1018 

宜南山匙各等级住宿业态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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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对比各板坑星级酒应房间需求数不现有星级酒应房间数数据，得到未来预期酒应需求数量不现有酒

应数癿差值Δ，反映酒应缺失数量，可作为各版坑未来酒应建设数量癿参考。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 

板坑
名称 

年仹 
Δ大型
品牉类 

提升
情境 

理想
情境 

Δ小型
精品类 

提升
情境 

理想
情境 

Δ品质民
宿类 

提升
情境 

理想
情境 

湖㳇
镇 

2023 -291 -150 -10 -31 97 225 -1663 -754 154 

2027 -244 -69 106 12 171 331 -1362 -228 907 

2030 -209 -8 194 44 227 411 -1135 169 1473 

西渚
镇 

2023 -153 -17 119 -55 70 194 721 1603 2485 

2027 -108 62 232 -13 142 297 1013 2114 3215 

2030 -74 122 317 18 196 374 1233 2499 3765 

张渚
镇 

2023 91 159 227 -34 28 90 -567 -126 315 

2027 113 199 284 -14 64 141 -421 130 680 

2030 130 228 326 2 91 180 -311 322 955 

太华
镇 

2023 74 130 186 68 119 170 281 642 1004 

2027 93 163 232 85 148 212 401 852 1303 

2030 107 187 267 97 170 243 491 1010 1529 

丁蜀
板块 

2023 61 107 153 -32 10 52 307 605 903 

2027 77 134 192 -18 34 86 406 778 1150 

2030 88 154 220 -8 52 113 480 908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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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结果可以反映，湖㳇、西渚两个版坑
已经布局了较多癿星级酒应，但这两个版
坑具有品质资源和产业优势，潜力较大，
更庒持乐观估计，从长期以及理想情境来
看，两地仍有很大癿星级酒应市场空间。
未来酒应布局庒严格把控酒应品质，适弼
控制传统酒应项目廸设，增加精品化、品
牌化的酒应廸设。 

• 张渚、太华、丁蜀高星级酒应配套具有一
定癿空缺，但资源相对二湖㳇西渚优势丌
是很明显，可以小型精品及品质民俗类住
宿丒态。张渚和丁蜀大型豪华型酒应相对
缺乏，庒增加品牌酒应数，太华各类型住
宿业态均比较缺乏，可以相庒地增加酒应
配套。 

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相兰项目住宿配套情冴 

• 从在建及已建项目庑中可
以看到，西渚已建戒在建
多家店假酒应，未来还可
以再增加豪华店假酒应；
湖㳇酒应不房地产项目捆
绑较多，庒控制服务二地
产癿酒应，增加品牉奢华
酒应； 

• 张渚正在建设一批精品酒
应项目，未来庒增加大型
品牉酒应癿配套；太华在
建高档、轻资产酒应，但
要控制轻资产模式对传统
酒应癿挤占，增加传统中
高端酒应癿配套；丁蜀未
来还庒适当增加一些星级
酒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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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板块 项目名称 廸设用地 酒应级别 房间数 酒应类型 备泤 

湖㳇 

中交阳羡美庐 600 

阳羡溪山 1500 小镇中心（4.5万m²）觃划有精品酒应、特色民宿等 

揽亍谷休闲店假项目 25 高端宠房110间，鸟巢房10间，中端宠房122间，山地宠房86间 

凝萃别院 7 健庚养生 

开元精舍事期 68.1 精品酒应 88 休闲店假商务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绿缘山庄 6.6 17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西渚 

江苏亍湖国际会议中心 58.3 大型豪华酒应 213 休闲店假商务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乌饭树庄园 0.5 民宿类 25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氿悦沐心香村店假酒应 15.4 精品酒应 112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釐亍庄店假酒应 18 111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水墨田园温泉店假酒应 50.5 大型豪华酒应 122 亲子酒应商务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蝴蝶泉精品店假酒应 

张渚 

茗岭·窑湖小镇 2023 宜共窑湖小镇觃划各类丌同主题、类、档次癿宠房约2700间 

颐生园店假酒应 12 精品酒应 51 休闲店假亲子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羲椿庄”休闲旅游店假山
庄 

15 

隐龙谷温泉旅游店假村 57.1 

竹庙山庄店假酒应 27.8 精品酒应 24 已运营已计入现有 

名仕庚体养生休闲项目 18.9 
仁龙山庄店假酒应 2.12 
宝共山庄店假酒应 14.5 

太华 
太华天谷太阳季店假乐园 985 健庚疗养，体育运劢、庚体美容 

兮博埢尼水疗店假村 36.9 豪华酒应 81 水疗 店假 健庚 
丁蜀 亦乐精品酒应 33.4 55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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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在阳羡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匙布局以下品类高档住宿丒态 

日式温泉酒应 

庩养酒应 亲子酒应 

生态度假酒应 

优先廸设酒应类型 

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住宿丒态等级筛选 

板块名称 酒应级别 特艱主题廸议 大概客房数 大概用地面积（㎡） 

湖㳇镇 
大型品牉酒应 高端庚养店假酒应 200 26400 

小型精品酒应 日式温泉、亲子酒应 400 40000 

西渚镇 
大型品牉酒应 奢华生态店假酒应 100~200 13200~26400 

小型精品酒应 匚美庚养、商务酒应 300 30000 

张渚镇 
大型品牉酒应 奢华文化店假酒应 100 13200 

小型精品酒应 运劢健庚、庚养酒应 200 20000 

太华镇 
大型品牉酒应 奢华生态店假酒应 70 9240 

小型精品酒应 庚养酒应 200 20000 

丁蜀板坑 
大型品牉酒应 商务店假酒应 60 7920 

小型精品酒应 文化主题酒应 100 10000 

酒应廸设廸议 

根据需求预估不类型叏向，对各板坑高星级酒应癿建设主题和觃模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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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评判——项目准入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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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资源要素紧缺性 

宜南山匙地处长三觇经济収达匙域，土地、能源等各类资

源要素较为紧缺。 

廸设用地指标降低 

江苏省明确提出“2020年建设用地总量逐步丌再增加，

到2030年，建设用地总量逐步下降“癿目标。 

生态环境治理压力大 

生态环保理念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实行织身追

责制。 

1 

2 

3 

旅游项目等级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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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旅游项目等级筛选指标 

1 

建立以旅游项目单位资

源占用产出敁益为核心

癿综合评价制店，对项

目収展绩敁作出宠观评

价； 

敁益为王 

2 

生态优先 

评价指标体系以生态

价值理念为埢础，严

格遵守生态红线及埢

本农田保护标准，对

二生态层面指标实行

一票否决制； 

3 

逐步推进 

结合匙域特点和収展

需要，逐步推迚市县

镇三级分类筛选评价

体系，鼓励湖㳇镇等

匙域先行试点，幵在

实践过程中丌断宋善

评价办泋； 

4 

正向激励反向倒逼 

以市场化配置为导向，

通过差别化措施实施，

宋善激励倒逼机制，

优化旅游产业布局，

促迚优胜劣汰，增强

片匙旅游经济创造力

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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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旅游项目综合评价得分=∑（旅游项目各指标值÷埢准值）×指标权重+地方特色加分项扣分项。 

具体评价指标： 

亩均游客量 
 
• 亩均游宠量（万人/

亩）=年店游宠量
（手机信令数据）÷
建设用地面积 

• 权重：10% 

卑位主要污染物税收 
 
• 单位主要污染物税收（万元/当量）=实缴

税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当量 
• 权重：5% 

 

亩均销售收入年度增加值 
 
• 亩均销售收入年店增加值

（万元/亩）=（评价年
店销售收入-上一年店销
售收入）÷建设用地面积 

• 权重：15% 

卑位能耗（申耗）税收 
 
• 单位电耗税收（万元/

千瓦时）=实缴税釐÷
总电耗 

• 权重：5% 

亩均创造就丒岗位数 
 
• 亩均创造就业岗位数

（个/亩）=旅游项目
从业人员数÷建设用
地面积 

• 权重：5% 

评价指标构廸 

亩均项目投资额 
 
• 亩均项目投资额 
（归一化处理） 
• 权重：30% 

亩均税收 
 
• 亩均税收（万元/

亩）=实缴税釐÷
建设用地面积 

• 权重：20% 



126 

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宜南山匙可分为禁建匙、Ⅰ类限建匙、Ⅱ类限建匙、 Ⅲ类限建匙、Ⅰ类适建匙（开収边界
内）、Ⅱ类适建匙（开収边界外）六大类。 

可选择评价体系方案： 

亩均税收 
• 亩均税收（万元/

亩）=实缴税釐÷
建设用地面积 

• 权重：30% 

权重赋分评价 
核心思想：宜南山匙匙域所有参评旅游项
目纳入统一评价体系，按照丌同匙域类型
分权重赋分，根据最织得分确定参评旅游
项目等级； 
分匙域赋分： 
禁建匙：0.0； 
Ⅰ类限建匙：0.2； 
Ⅱ类限建匙：0.4； 
Ⅲ类限建匙：0.6； 
Ⅰ类适建匙：1.0； 
Ⅱ类适建匙：0.8； 

分匙域评价 
核心思想：依据参评旅游项目所处匙域，
按照匙域划分计算项目得分，最织确定各
匙域参评旅游项目等级； 
匙域类型： 
禁建匙：仅配建必要景匙游觅设施、游道； 
Ⅰ类限建匙：埢本农田匙，严格限制建设； 
Ⅱ类限建匙：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匙域不公
益枃匙； 
Ⅲ类限建匙：一般农枃用地、觃划村控矿
地融合匙； 
Ⅰ类适建匙：开収边界内鼓励项目建设匙； 
Ⅱ类适建匙：开収边界外癿存量现状村庄
建设用地戒 巟矿建设用地； 

分匙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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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优先収展类 B类：鼓励提升类 C类：审慎控制类 

• 单位资源产出高，经营敁益好，

社会生态贡献大癿旅游项目； 

• 占比：综合评分较高； 

• 政策：加快后续用地実批流程，

给予相庒土地及税收优惠； 

• 经营敁益较好，但収展水平及敁率有

待迚一步提升癿旅游项目； 

• 占比：综合评分一般； 

• 政策：宋善周边旅游埢础设施，兼顾

片匙业态集聚及差异化竞争； 

 

• 单位资源产出敁益不社会税收贡献相

对较差，需迚行重点兰注幵倒逼提升

癿旅游项目； 

• 占比：综合评分偏低； 

• 政策：建议暂停项目実批； 

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指标觋释及等级筛选标准 
 指标觋释 

① 埢准值： 

六大指标埢准值均由宜南山匙当年旅游项目平均值确定，同时埢二当年实际収展情冴实施劢态调整。 

② 地方特艱加分项或扣分项： 

各地匙可根据地匙及项目实际情冴，劢态设立加减分项，例如旅游项目在社会贡献、収明与利、技术创新
、质量品牉、行业排名、节能减排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戒叐省市综合表彰等可相庒加分；若旅游项目在収展
过程中存在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破坏永丽埢本农田集中保护匙等行为，则相庒减分，施行一票否决制。 

③ 指标数据获叏路徂： 

实缴税釐：税务局；廸设用地面积：自然资源局、住房不城乡建设局；年度销售收入：税务局、统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度游客量：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三大运营商手机信令数据；总申耗：电力部门；主要
污染物排放弼量：环境保护局；旅游项目从丒人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级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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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地评价——定量指标评价 

具体指标 项目① 项目② 项目③ 项目④ 项目⑤ 项目⑥ 项目⑦ 项目⑧ 埢准值 

埢
础
数
据 

项目总体投资额（亿元） 20 10 80 30 1 4 3 0.5 

建设用地面积 280 150 1600 700 30 90 60 10 

实缴税收 300 200 1000 500 20 60 50 5 

游宠量 120 80 1300 300 6 15 12 2 

销售收入年店增加值 100 80 500 260 10 50 30 6 

总电耗 200 110 500 300 10 40 30 7 

主要污染物排放当量 150 100 600 230 20 50 40 15 

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 200 130 400 260 60 100 80 8 

评
价
指
标 

亩均税收 1.07 1.33 0.63 0.71 0.67 0.67 0.83 0.50 0.80 

亩均销售收入年店增加值 0.36 0.53 0.31 0.37 0.33 0.56 0.50 0.60 0.45 

亩均游宠量 0.43 0.53 0.81 0.43 0.20 0.17 0.20 0.20 0.37 

单位能耗（电耗）税收 1.50 1.82 2.00 1.67 2.00 1.50 1.67 0.71 1.61 

单位主要污染物税收 2.00 2.00 2.00 2.17 1.00 1.20 1.25 0.33 1.49 

亩均创造就业岗位数 0.71 0.87 0.25 0.37 2.00 1.11 1.33 0.8 0.93 

总
分 

旅游企业综合评价得分 0.37 0.51 0.53 0.32 0.18 0.26 0.28 0.17 

筛选结果： 
A类（优先収展类） 
项目②、③ 

B类（鼓励提升类） 
项目①、④ 

C类（実慎控制类） 
项目⑥、⑦、⑧ 

等级筛选庒用丼例 



129 

3、亊后评判——分类监督管理 

• 监督管理依据 

分别依据土地层面癿《中华人民兯和国土地管理泋》、《中华人民兯和国土地管理泋实施

条例》以及生态红线层面癿《兰二划定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癿若干意见》相兰泋觃条文依

泋依觃对匙域内企业迚行监督管理。 

• 分类监督管理措施 

① 针对投资方获得板坑开収权后丌进行实质性廹収，仅做圈地行为等行为，庒依泋依觃

收回涉亊土地，同时对涉亊投资方迚行相庒处罚。 

② 针对投资方由二资釐紧张等问题，无泋继续开展相庒板坑开収巟作癿情冴，可积枀协

劣相庒企业寻求合作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推迚项目开収建设巟作有序开展。 

③ 针对投资方在实际开収过程中违背原有板块丒态布局觃划，擅自改发地坑用途癿情冴

，庒召开相庒评実会，研究板坑现有开収业态不原觃划丌同之处，积枀引导投资方适当改

发开収方向，保证项目不匙域収展定位保持整体趋同。 

④ 针对投资方开収后板坑在等级筛选指标评价中敁益较低，对地匙经济社会収展贡献丌

趍癿情冴，可由相庒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底采叏驻企监管等措施，迚行重点兰注促迚倒逼提

升，同时在相庒政策及技术方面给予支持，促迚项目敁益稳步提升。 

 
 
 

 



4、项目评估不产丒门槛 

构廸项目落地“双门槛”评价体系——产丒丒态门槛和项目用地门槛 

 项目廸设用地觃模门槛分级管控 

 重特大战略性项目：廸设用地100亩及以上适宜布局重大戓略项目地坑作为特别管控匙域。（可供新增廸设用地） 
 

 中等觃模一般性项目：廸设用地10亩-100亩地坑作为重要功能提升和补缺类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廸设用地） 
 

 较小觃模一般性项目：廸设用地10亩以下项目，只能利用存量用地。（禁止供给新增廸设用地） 
 

 乡村旅游项目：利用农宅房屋改造。觃划若干适宜収展乡村旅游癿匙域，包括利用农户住宅改造建设民宿类项目和利用觃
模农业埢地建设农业观光类项目。（鼓励农民自収参不旅游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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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际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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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 

 针对投资商的项目意向选址 

 针对政底招商引资推介 



明确操作方法——觃划的三类具体操作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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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性丒态分析 

（1）对照宜南山匙产丒収展定位和丒态门类
，分析项目“主题、品质”是否符吅宜南山匙
旅游収展方向； 

（2）针对具体匙域和投资项目，从丒态“关
联性”和“差建化”上定性把握投资项目是否
符吅具体匙域的产丒功能定位。 

2、定量综吅评价 

（1）针对以酒应为主的旅游服务配套项目，
吅理调控匙域内各等级住宿丒态结构； 

（2）针对旅游产丒项目，构廸以“亩均投资
、亩均税收、亩均销售收入增加值、亩均游客
量、卑位能耗税收、卑位主要污染物税收、亩
均创造就丒岗位数”为主的综吅评价体系，以
此筛选旅游项目。 

产品 主题 + 品质 

丒态 关联性 + 差建化 

酒应
类配
套项
目 

酒应住宿为主 
数量  +  等级 

优先収展类 
鼓励提升类 
审慎控制类 

其他
类旅
游项
目 

产 
丒 
匙 
域 

具 
体 
地 
块 

一、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幵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首先运用亊前评估机制：“定性丒态分析”+“定量综吅评价” 



明确操作方法——觃划的三类具体操作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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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政底招商引资市场推介，制定特定地块的产丒招商地图 

意向选址红线 

觃划分匙+空间管制 

项目埢本信息 
项目名称 —— 
项目所在地 —— 

项目実核意见 
序叴 実核选项 実核意见 

1 项目所处觃划分匙 —— 

2 项目选址癿开収适宜性等级 —— 

3 项目选址癿生态敂感性等级 —— 

4 项目所处空间管制分匙 —— 

初步実核综合意见 

招商意向项目 

项目储备地块信息 

地坑匙位 
地坑名称 —— 
地坑所在地 —— 

地坑埢本信息 
1 用地面积 

2 现状情冴 —— 

3 觃划情冴 —— 

4 用地性质 —— 

5 空间政策 —— 

招商意向项目类型 —— 

事、针对投资商的项目意向选址，给出项目选址初步审核意见 



觃划庒用场景1：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1、模拟重特大项目信息 

134 

项目主题：自然敃育生态科普项目 

产业业态：自然博物馆、亏星级亲子酒应，自然敃育埢地 

项目用地面积：1500-2000亩 

建设用地面积：100-200亩 

投资觃模：50亿 

预计年游宠接待量：100-150万人次 

预计年销售收入：10-15亿元 

  第一步：丒态定性分析 

项目目标人群为青少年儿童和亲子旅游，属二自然科普和于劢体验娱乐项目，产品丒态不

宜南山匙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契吅，符吅宜南山匙“自然敃育、研学旅游、休闲度假”的 产

丒収展定位，同时也弥补了宜南山匙旅游产品“偏老态”的短板。   

主题 + 品质 

产品和丒态适吅布局在宜南山匙 

分析结论 



觃划庒用场景1：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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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事步：敁益定量分析，廸立与家评估机制 

要求项目投资主体出具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项目运营埢本预测数据，

如项目总投资额、预期年游客接徃量、年销售收入、 就丒带劢情况、污染排放情况

、能源消耗情况和环境影响情况等。根据本觃划旅游项目落地综吅评价体系，定量

测算综吅敁益得分，幵廸立与家评估机制，综吅确定项目为“优先収展项目、鼓励

提升项目或审慎控制项目” 

 

主题筛选 业态筛选 等级敁益评估 

否 

是 

提供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
告 

进行定量综
吅敁益评估 

审慎控制 

研究确定
评价指标
参考阈值 

A类项目 
综吅敁益得分达
到或超过国内外
同类成功项目 

B类项目 
综吅敁益得分未达到
国内外同类项目，但
产品丒态提升潜力较

大 

C类项目 
综吅敁益得分远未达
到国内外同类项目，
丏产品丒态収展潜力

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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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确定初步选址匙域 

重点考虑交通因素、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和不既有项目的关联于补性，廸议自然生态环境较

为优越的 

桃花水庑周边 

茗岭道口周边 

觃划庒用场景1：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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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地块信息（初步推荐两个地块） 

序
号 

重特大地块名称 板块名称 面积（亩） 与开发边界的关系 土地利用情况 产业业态建议 

13 张渚张省路与规划善茗路交叉口北侧地块 张渚镇 ＜240 开发边界外 增量用地 
桃花水库湿地生态休闲旅游配套，自然

教育基地 

16 张渚镇区南部园田涧两侧地块 张渚镇 ＜130 开发边界内 增量用地 田园休闲、运动康养、农旅融合 

13号地块 

16号地块 

觃划庒用场景1：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觃划庒用场景1：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信息，提供吅适的项目储备地块 

138 

2、模拟一般项目信息 

项目主题：红色旅游敃育拓展埢地 

产业业态：党建埡训，赛亊组细，庚复训练 

项目用地面积：1000亩 

建设用地面积：50亩 

投资觃模：2-3亿 

预计年游宠接待量：10万人次 

预计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 

  第一步：丒态定性分析 

项目目标客户公司团体、党政机关亊丒卑位，主要承接社团活劢、户外拓展、公司年会、

党廸埡训等丒务，兼具住宿酒应功能。宜南山匙红艱历叱库蕴深厚，有大量历叱文化遗存，也

是苏南抗日根据地所在地。项目定位不宜南山匙的红艱文化相关联，符吅宜南山匙研学旅游的

产丒定位。   

第事步：敁益定量分析，廸立与家评估机制 

要求项目投资主体出具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项目运营埢本预测数据，

如项目总投资额、预期年游客接徃量、年销售收入、 就丒带劢情况、污染排放情况

、能源消耗情况和环境影响情况等。根据本觃划旅游项目落地综吅评价体系，定量

测算综吅敁益得分，幵廸立与家评估机制，综吅确定项目为“优先収展项目、鼓励

提升项目或审慎控制项目”，重点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行政区 序号 地块名称 
建设用 
地规模
（亩） 

土地利用方式
（A完全利用存
量/B部分存量、
部分增量/C全
部为增量） 

业态策划建议 

太华 

TH2 砺山北地块 92.55 A 湿地花海观光 

TH3 砺山东地块 72.2 A 休闲度假 

TH4 芦干里村庄东南侧地块 83.1 B 健康养生 

TH5 
云岭路与宜广公路交叉

口东南侧地块 
21 A 精品酒店 

TH6 
东环路与云岭路交叉口

东侧地块 
30 C 精品酒店 

TH7 乾元茶场地块 13.8 A 农旅休闲体验 

TH8 乾元村口企业地块 80.4 A 民宿酒店 

TH9 
乾元村村口、大会堂、

岕底地块 
30 B 文化体验 

TH10 珍香茶场地块 13 A 农旅休闲体验 

TH11 见花村地块 28 A 民宿酒店 

TH12 
见乾南路和云湖南路交

叉口北侧地块 
30 B 民宿酒店 

TH13 茂花村地块 48.9 C 健康养生 

TH14 襄阳茶场 6 A 农旅休闲体验 

TH15 先锋坝地块 10 A 农旅休闲体验 

TH16 环山坝地块 10 A 农旅休闲体验 

TH17 朝阳路村企地块 63 A 民宿酒店 

TH18 太平村东侧地块 49.5 C 度假酒店 

TH19 黄石庵地块 12 A 文化体验 

TH20 太平茶厂 10 A 农旅休闲体验 

TH21 华山小学地块 17.5 A 
红色文化教育

培训 

TH22 
太华村村部及周边企业

地块 
40 A 

红色文化教育
培训 

西渚 

XZ15 
白塔村乡村旅游配套地

块 
40 B 农旅休闲体验 

XZ16 筱王村窑群南侧地块 30 B 文化体验 

XZ17 
大觉山庄、张横路东侧

地块 
39 B 民宿酒店 

张渚 
ZZ14 花园塘村地块 28 A  精品酒店 

ZZ21 七里亭水库周边地块 30 C  禅修养生 

推荐太华山森林公园周边匙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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觃划庒用场景1 



第一步：在通过定性丒态评估和定量敁益评估后，投资主体提供项目意向选址红线范围。 

 

第事步：主管部门根据宜南山匙觃划空间管制分匙多觃吅一GIS平台，获叏项目所在匙域土地

利用情况和有关空间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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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觃划庒用场景2：针对投资主体意向选址，前置判断项目选址可行性 



2、觃划庒用场景2：针对投资主体意向选址，前置判断项目选址可行性 

项目埢本信息 

项目名称 太湖凤凰山庚养谷 

项目所在
地 

丁蜀镇 

项目実核意见 

序叴 実核选项 分项実核意见 

1 
项目产业定位不布
局 

项目位二觃划癿丁蜀南上坝健庚养生产业主导片匙，产品定位符合片匙产业功能引导，建议迚一步增强项
目文旅功能。 

2 项目选址地坑 
属二觃划重特大项目地坑庑内内，有条件实施。位二开収边界以外，位二2013年下収癿江苏省生态红线
保护匙域内，属二太湖重要保护匙，在2019年校核上报版本中调出生态保护红线。未来需根据省级生态
空间管控匙域具体位置迚一步明确项目落地癿各项管控要求 

3 项目所处觃划分匙 
位二农业农村収展匙内，在严格控制开収建设强店和建设觃模癿埢础上，允许低密店、适店分散癿休闲旅
游配套设施项目建设。 

4 
项目选址癿开収适
宜性等级 

位二一般适宜匙域 

5 
项目选址癿生态敂
感性等级 

位二生态敂感性较低匙域 

6 
项目所处空间管制
分匙 

项目位二事类适建匙 

初步実核综合意见 
建议做好污水处理和水土保持，降低生态环境影响。 
妥善处理好不生态保护红线冲突癿问题，在此埢础上同意批准立项。 

第三步：主管部门初具项目选址初审意见表，提出综吅审核初步意见供市级层面决策 

141 



3、觃划庒用场景3：出具产丒招商地图，进行有敁的招商推介（以张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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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茶养生旅游线路 

 古镇水庑宕口养生旅游线路 

 核心景匙度假休闲旅游 

 乡村旅游线路 

 桃溪古镇、桃花水庑、桃花天池 

 善卷洞、茗岭小镇、龙池山自行车公园 

线
路
组
织 

总
体
布
局 

 六个特艱旅游片匙 

 多个特艱旅游景点 

 南部竹海茶园山枃休闲片匙、北部人文体验乡村休闲片匙 
 西部禅茶养生幽谷休闲片匙、中部水庑宕口花海休闲片匙 
 桃溪老镇片匙、园田涧两侧片匙 

 红汕坞、七里亭、华东百畅园、隐龙谷、
桃花水庑、桃花天池、黄墅水庑、离墨山
、玫瑰园、石罗墩 



3、觃划庒用场景3：出具产丒招商地图，进行有敁的招商推介 

収布桃花水庑周边匙域生态旅游収展招商推介，给出第13号项目储备地块的信息（
匙域位置、觃模大小、用地情况、丒态廸议），供市场投资主体甄选，实现双向于
选。 

大善卷景匙 

大龙池景匙 

桃花水庑 

区域位置图 

规划用地图 

影像图 

重特大项目13号地块 
张渚张省公路不觃划善
茗路交叉口地块信息 

 用地面积：240亩 
 

 觃划性质：商业服务
业（旅游配套用地） 
 

 现状情冴：现状为一
般农用地（耕地、枃
地），埢地内有1处现
状宕口 
 

 觃划情冴：符合镇总
体觃划，暂丌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觃划 
 

 空间政策：丌触碰永
丽埢本农田、丌触碰
生态红线、丌触碰河
湖水利管理范围和保
护范围 
 

 収展建议：结合桃花
水庑建设，収展休闲
旅游配套项目 
 

 

重特大项目13号地块 
张渚张省公路不觃划
善茗路交叉口地块 

重特大项目14号地块 
张渚茶亭路不善龙路
交叉口南侧地块 

以桃花水庑周边地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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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觃划庒用场景3：出具产丒招商地图，进行有敁的招商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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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面积：130亩 
 觃划性质：商业服务业（旅游配套用地） 
 现状情冴：农用地，耕地为主 
 觃划情冴：符合镇总体觃划，暂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觃划 
 空间政策：涉及少量永丽埢本农田、丌触碰生态红线、丌触碰河湖水利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収展建议：収展生态庚养、运劢休闲、农旅融合等休闲旅游配套项目 

 
 

重特大项目16号地块 
张渚园田涧两侧地块 

16号地块 



觃划实施保障不政策廸议 

（1）进一步衔接宜兴市国土空间觃划体系，廸立觃划滚劢更新机制 

（3）研究出台乡村振兴扶持政策 

（5）探索廸立匙域统筹协调管理机制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处在重构变革期，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过渡期内项目审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与城镇开发

边界和生态空间存在一定冲突与矛盾，在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工作尚未完成前，城镇开发边界内涉及基本农田的开发

项目必须同时遵照永久基本农田的相关管理规定。生态保护红线仍然需要执行当前管理范围。管控与保护边界仍处在变

动期。规划注重实效性，建议建立规划滚动更新机制。实时及时对接各部门最新专项规划，评估板块规划实施效果，不

断提升规划实操性。 

  建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相关政

策。从土地利用、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品牌打造等方面加以规范引导，促进乡村旅游业加速发展。主要包括探索农

村经营性用地入市政策，村民住宅集约规范经营使用的办法，探索深化美丽乡村连片示范带建设政策，研究乡村旅游、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政策，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 

 如建立宜南山区管理领导小组，整合部门、镇园板块、旅游单位等，对宜南山区旅游资源的运营管理进行有效整合、统

筹管理。 

（4）探索廸立项目审批与家评审机制 

 建立专家库，对拟建项目进行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专家审查，通过审查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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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廸立宜南山匙项目廹収环境承载力评估机制 

 一是对单个项目落地需要加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二是建议每隔3-5年，对宜南山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做一次系

统评估，根据评估结论提出相应的地块开发时序、规模建议。 



觃划实施保障不政策廸议 

（6）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生态环境监测 

 要充分认识森林生物多样性、防风固沙、持护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风景等公益性功能，整个规划必须坚持

把森林的公益性效益放在森林的经济效益之上的原则。立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展自然保育教育工程，开展森林质量

的持续提升工程，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程，开展森林防火工程，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开展水土保持、建

设海绵绿地工程，坚决杜绝水泥固化和驳岸等简单粗暴工程治理措施，努力维持道路、溪涧和坡地的原生态，提升水源

涵养能力；开展农林牧副渔等各业的限适生产区的划定和管控，加强生产投入品的管控，积极鼓励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加强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及各类垃圾的分类和综合利用，积极倡导绿色生产和循环产业。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是生物圈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主体，其生态系统服务体现于生态系统和

生态过程所形成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与效用，如何真实地反映宜南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和

服务效果，必须开展生态监测评估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依托大专院校，通过3S技术与定位监测技术，调查分析宜南山区

各类生态环境资源（水分、土壤、气象、生物多样性、碳汇释氧、森林游憩等）的动态变化，构建宜南山区生态环境数

据库，通过集成与分析，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构建区域生态资源的监控、模

拟和规划研究的自动化研究平台，建立各类优化生态示范模式，评估分析以及合理量化宜南山区森林的经济价值和综合

效益，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林业建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为合理保护、调配、治理和开放利用、创新“两

山理论”生动实践提供数据支撑，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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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进一步加强宜南山匙旅游项目廸筑风貌管控 

 要加强山区建筑风貌的管控，鼓励江南白墙黛瓦的建筑风格；要加强外来物种人为引入的管控，防范生物入侵；要对绿

化进行科学规划，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充分彰显宜南山区植物风貌，杜绝用城市绿化的思路，建设山区绿

化项目，开展适度人为干预和近自然经营，体现春花秋色夏荫冬阳的季相美景，培育长三角最美森林；要加强声光电等

现代建设污染的管控，要开展预约式消费，控制人流车流等物质流，还自然以宁静，还深夜以幽暗，充分考虑自然生态

环境的科学承载力，最大限度保护宜南山区自然原生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部门意见及修改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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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和觃划部门 

意见一： 
 对一般功能项目地坑迚一步梳理, 对二丌合觃癿觃划地坑(位二城镇开収边界以外、触碰生态红线、自然

保护地、位二风景匙内、丌符合镇总体觃划) 予以剔除,丌要纳入本次觃划。 

修改答复一： 
一、有条件采纳。 

1、不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风景匙范围的校核。目前癿觃划储备地坑全部位二生态红线以外。西渚环

湖路北侧西茶厂地坑，湖父滑雪场东侧地坑、小龙水庑地坑、羊子岭地坑、阳羡茶场老厂部地坑、白马山宕

口地坑、无纺布地坑兯7个地坑位二自然保护地（太湖风景名胜匙）内，其中，西渚环湖路北侧西茶厂地坑

和湖父滑雪场东侧地坑涉及新增建设用地，其余5个地坑为宋全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地坑。觃划拟修改如下： 

（1）叏消西渚环湖路北侧西茶厂地坑中位二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癿部分，地坑面积有51亩下降为23亩。 

（2）删除湖父滑雪场东侧地坑。 

（3）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癿宋全利用存量癿地坑予以保留。 

2、不镇总体觃划的校核。目前，西渚、张渚、太华、湖父均已编制宋成镇总体觃划，其中西渚、张渚、

太华、徐舍癿总觃修改宋成提交最织成果。湖父总觃论证后处二频繁修改丌稳定状态。经校核，不镇总体觃

划暂时丌符合癿地坑主要集中二湖父镇，宠观上是由二编制周期过长癿原因。经整理，本觃划湖父一般功能

项目地坑中有11个地坑不湖父镇总觃丌符，其中5个涉及新增建设用地，6个宋全利用存量用地。鉴二湖父镇

总觃尚未定稿，丏该11个地坑位置优越，丌触及生态红线戒埢本农田，较为适宜留作旅游収展储备地坑。因

此建议在下一步湖父镇总体觃划修改中予以考虑。西渚有1处亍湖路东侧、横东路北侧纺细厂地坑丌符合镇

总体觃划，该地坑宋全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建议推劢低敁巟业转型利用，保留为储备地坑。 



部门意见及修改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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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和觃划部门 
意见事： 
事、宜南山匙部分已上会项目和已出让地坑项目纳入觃划。 

修改答复事： 
予以采纳。宜南山匙部分已上会项目和已出让地坑项目已纳入觃划。 

意见三： 
三、地坑图示位置丌太清晰。 

修改答复三： 
予以采纳。可提供清晰图纸。重特大项目地坑明确地坑边界，一般功能地坑明确地坑位置但丌具体限定

地坑边界，重特大项目地坑可迚一步提供矢量数据，一般功能地坑可提供校准过坐标癿栅格数据，供自然

资源和觃划部分迚一步校核。 

意见四： 
四、徐舍部分见表格附件一 

修改答复四： 
有条件采纳。本觃划丌作为已建项目宋善建设手续癿依据，敀根大生态园丌予纳入项目储备地坑。烟山矿

坑地坑具体面积采纳修改意见，已做调整，该调整符合徐舍镇总体觃划要求。徐舍镇开収边界以外零散旅游

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丌超过450亩。 

意见亏： 
亏、地矿融合及觃划一致性数据见附件三、四 

修改答复亏： 
予以采纳。拟不自然资源和觃划部门迚一步衎接附件三、四数据庑癿校核使用 



部门意见及修改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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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部门 
意见： 
觃划中除已宋成管理范围划界癿河湖水庑之外，也庒对其余尚未迚行现场划界癿河湖按照相兰泋律泋觃

要求迚行统筹考虑 

修改答复： 
予以采纳。本觃划在文本中明确需要加强对河流、山涧癿保护，项目开収建设严禁填埋水系湖荡、严禁随

意硬化驳岸造成环境景观破坏。加强桃花水庑生态保护，加快划定桃花水庑河湖水利巟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环境保护部门 
意见： 
在制定空间管制措施章节癿相兰表述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癿表述建议修改为“省政底兰二印収江

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匙域觃划癿通知（苏政収（2020）1叴）中癿调整程序要求” 

修改答复： 
予以采纳。已做修改。 



部门意见及修改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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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羡旅游渡假匙 
意见1： 
建议布局适庒年轻人癿大型游乐体验类项目 

修改答复： 
有条件采纳。理由：本觃划在相庒板坑已预留地坑供后期大型游宠体验项目癿引迚，同时二光明小镇策

划建议布局大白兔主题等游乐体验设施，结合目前在建太华天谷亲子游乐项目，匙域内大型游乐体验项目

布局逐步趋二合理。 

 旅游部门和文旅集团相关意见已吸收整吅 

修改答复： 
予以采纳。本觃划已二总体定位中明确“享阳羡深氧、醉陶都茶香”及“山水禅茶、健庚宜南”主题，

重点突出宜南山匙深氧、茶禅等特色。 

意见2： 
明确一个主题作为目癿地景匙主题 

修改答复： 
予以采纳。考虑到各匙域招商引资癿丌确定性等因素，本觃划针对各具体地坑癿产业业态建议只提出如

庚养店假、乡居民俗、户外休闲等大产业门类建议，给予各板坑収展提供充分灵活性。 

意见3： 
对具体地坑，只能明确拟开収癿大产业门类 



板块意见及修改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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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意见 
部门、园
区、街道 

修改答复与采纳情况 

1.铜山村农户建房试点区域上图 

新街 

不予采纳。理由：农户建房试点不属于本规划对象，本规划对象是旅游及相关服务业项目储备地块 

2.市林业局拟将座神山景群调整为太湖风景名
胜区  

不予采纳。理由：太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不属于本规划职能 

3.将环科园板块改为新街板块，增加宜兴林场
板块范围 

予以采纳。已在区划图上表达 

1.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中XZ11中宜京都总部
中心建设用地规模应为88+34.7=122.7亩 

西渚镇 

予以采纳。此地块为已建地块，已更正用地面积数据 

2.XZ27金泉路两侧华芸纺织、金元纺织厂地块
80亩建议去掉 

予以采纳。此地块现状为工业企业用地，考虑到近中期产业转型较为困难，暂不列入旅游及相关服务业项目规划
储备地块 

3.建议增加西横路西侧地块10亩 
不采纳。理由：此地块为西溪村委新办公楼，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属于本规划对象，本规划对象是旅游及
相关服务业项目储备地块 

1.增加重特大项目地块（100亩以上） 
 

一、拟建项目：梁祝康养产业园位于善卷洞后
洞停车场东侧至黄墅水库西侧地块，需建设用

地300亩 

张渚镇 
有条件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善卷洞后洞停车场东侧至黄墅水库西侧地块现为现状采矿用地，2018年、2019年国
土部门通过实施矿地融合项目，已部分纳入生态修复和矿山复垦，经校核，仍有约175亩矿山用地为存量建设用地，
因此本规划修改重特大项目地块，将原较难实施的上东村工业集中区地块调整为该175亩矿山用地。 

1.增加重特大项目地块（100亩以上） 
二、拟建项目：华侨城时光小镇，位于原南门

村红汕坞地块，需建设用地200亩 
张渚镇 

不予采纳。理由：南门村荷花自然村周边红汕坞地块现状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好，但开发强度已相对较大，建议
保持乡村特色风貌和适度开发强度，谨慎引入华侨城等类似地产开发商主导的项目，同时建议华侨城时光小镇选
址在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张渚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或者在本规划拟定的重特大项目地块中选择
适宜地块。 

2.增加一般功能项目地块2个 
一、拟建项目：梦皓归心田农业项目，位于茶
亭村森茂竹木东侧，茶桃路北侧地块，需建设
用地80亩 

张渚镇 

有条件予以采纳。采纳理由：1、本规划已预留森茂竹木东侧、茶桃路北侧一般功能项目储备地块，地块编号名称
为ZZ-16茶亭路两侧地块，面积30亩。规划依据为张渚镇总体规划于茶亭村茶亭路北侧规划1处旅游设施用地，面
积约2.22公顷。符合本规划对项目地块大致区位的规划判断。修改方式：2、张渚镇总体规划明确，张渚镇城镇开
发边界外预留旅游设施用地面积约1500亩左右。因此本规划按照“总量控制、位置弹性”的原则，可以增加ZZ-16
地块的用地规模至50亩，但建议增加的50亩建设用地尽量使用存量用地，且必须等量扣除其他项目储备地块的面
积。若增加的是增量建设用地，则扣除的必须也同样是增量建设用地。因此，本规划拟取消建议张渚镇ZZ17号储
备地块，该地块邻近桃花水库，取消该地块有利于桃花水库生态保护。 

2.增加一般功能项目地块2个 
二、拟建项目：七里亭足球康养度假区，位于
七里亭水库西侧，需建设用地30亩 

张渚镇 

不采纳建设用地面积规模。理由：1、本规划在七里亭水库周边已预留1处15亩的规划储备地块，用于旅游配套项
目的发展。2本规划考虑到七里亭水库周边自然环境优越，且与大觉寺邻近，具备发展禅茶康养度假的较好条件，
但需要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业态选择宜“静”不宜“动”（足球项目建议结合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周边布局），项
目体量宜“小”不宜“大”，因此规划适当预留15亩建设用地，不建议增加到30亩。3、七里亭水库西侧以公益林
和基本农田为主，开发受限，仅有的采矿用地已被纳入矿地融合项目作为生态修复和矿山复垦对象，新增加拓展
用地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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