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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为加强中渡镇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落实和深化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鹿寨县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民俗的传承与发

扬的新战略和新要求，在保护古镇山水格局、建成形制、街巷肌理、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

前提下，改善中渡镇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结合鹿寨县、中渡镇的长远建设，解决中渡镇保护与发

展之间的矛盾，指导中渡古镇的建设发展的基础上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4、《历史文化名镇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6 修订） 

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2016) 

7、《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7） 

8、《广西壮族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2017） 

9、《柳州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草案）》（2020） 

10、《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修订） 

11、《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标准（GB/T5037-2018）》（2018） 

12、《历史文化名镇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 

13、《历史文化名镇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14、《柳州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15、《鹿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16、《鹿寨县县域镇村体系规划（2011-2030 ）》 

17、《鹿寨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25）》 

18、《鹿寨县中渡镇总体规划（2012-2030）》 

19、《鹿寨县中渡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鹿寨县中渡喀斯特山水古韵特色小镇规划》 

21、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22、集镇地形图及其他基础资料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以系统完整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和全面真实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为目标，本着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加强制度顶层设计，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为主、

合理利用、改善民生、有效管理的指导思想。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生态建设 

2、合理利用、有机更新 

3、规划先行，有序建设 

第五条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规划 2021-2025 年；远期规划 2026-2035 年。 

第六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以中渡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为规划范围，规划面积为 262.14 公顷。本次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

划以中渡镇区为核心研究范围，重点针对核心保护区进行保护规划研究工作，对核心保护区外的建设控制地带、

环境协调区提出建设引导意见。 

第七条 规划目标 

1、充分发掘中渡文化内涵，对历史文化遗产实施多层次、多类型系统保护，发扬名镇价值特色，弘扬中渡

优秀传统文化。 

2、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升城镇的文化内涵和品质，促进中渡镇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保护内容分析与价值评价	

第八条 保护内容构成 

结合根据《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条例》相关内容规定，并结合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条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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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规定，并结合中渡镇实际情况，中渡镇保护规划内容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1、古镇传统格局、历史风貌 

2、历史街巷和河道 

3、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遗存及历史建筑 

4、传统风貌建筑 

5、历史景观环境要素 

6、镇域历史文化遗存 

7、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九条 价值评价 

1、中渡古镇的发展史，是众多古代军事及商业重镇的代表； 

2、中渡镇是中国古代防御格局及风水学选址的典型案例； 

3、中渡古镇秉承广西中部岭南文化的脉络，是集武备文化、渡口文化于一身的多文化地区代表； 

4、民俗文化底蕴深厚； 

5、地处柳州、桂林两旅游线路中部，拥有香桥岩溶、响水瀑布等国家级景观资源。 

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第十条 总体保护策略 

1、重点保护和修缮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整治改造核心保护内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其他建筑，控制引

导新建公共建筑。 

2、保护中渡古镇传统聚落布局形态和整体空间格局，传承古镇历史格局、传统街巷肌理、建筑布局形制。 

3、改善古镇人居环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及周边自然环境。 

4、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提倡整体、自发、延续的能统一社会利益、经济利益、环境利

益和村落文化利益的发展模式。 

第十一条 保护范围划定 

1、核心保护区范围：包含洛江、中渡护城河、城墙内的历史街巷及建筑和西眉街三部分，北至洛江北岸 15

米及总规规划路为界；南到西眉街南部历史建筑沿街院落；西至西街塘和北街塘西岸，以道路东侧划分；东到

南街塘东岸沿现状道路，面积 20.88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规划江北二路中线，西到规划一路及西眉山以东，南边界至九龙

路中线，东边界至规划五路、支二路及沿江南路道路围合的范围控制，面积 45.95 公顷。 

3、环境协调区范围：本次规划结合《柳州市鹿寨县中渡镇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的规划范围，除核

心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部分均为环境协调区，总面积为 258.54 公顷。 

第十二条 核心保护区管理规定及控制要求 

1、在核心保护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进行保护及修缮，不得随意改变原

有状况、面貌及周围环境；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需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进行保护，延续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使用的工艺手法和建筑材料进行修缮，不得随意改变原有状况、面貌及周围环境。 

2、核心区内的各条历史街巷，不得随意改变其走向、宽度，以及带有地方传统工艺特征的铺装形式，必要

时允许改善其绿化及基础设施条件。 

3、核心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污染性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安全

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经建成的有一定污染性的设施，或工业企业，应限期搬迁至镇区外围，并整改其建成环

境。 

4、核心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风貌应与本区域协调。 

5、核心保护区内的所有新建建设工程，其建筑形式、材料，以及工艺手法应沿用当地传统做法，采用青砖、

木、瓦等传统材料，整体色彩以青、黄、灰为主，与古镇区整体氛围相协调，建筑高度应严格按照本规划规定的

高度控制要求执行。对核心区内严重破坏风貌及超高的建成项目，视其严重程度，近期进行风貌整治，在条件

允许时应予以拆除整改。 

第十三条 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及控制要求 

1、建设控制地带内应严格控制建（构）筑物的性质、高度、体量、色彩及形式，风貌应与核心保护区相协

调。不得以任何名义拆除保存状况较好的传统民居建筑，以渐进的方式改造质量和风貌较差的建筑和院落。 

2、允许在闲置地设置公共空间及休憩绿地，新建及改造后的建筑严格控制在限高范围内。 

3、商业建筑后退道路距离要充足，设置古镇历史文化遗存及古镇重要景观节点的引导标识。 

4、对建设控制区内严重超高的建成项目，近期要进行立面协调，远期在条件成熟时应予以整改。 

5、搬迁区内对环境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其原建成环境进行整治。 

第十四条 环境协调区管理规定及控制要求 

1、控制环境协调区新建建筑的风格、色彩，建议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中渡古镇传统建筑元素，建筑高度以不

影响古镇民居的传统风貌为原则。 

2、不得新增建设任何可能影响，中渡镇整体山水格局与自然环境的设施。 

3、沿江建筑建议以新中式、新古典风格为主，避免视觉景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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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历史格局保护 

1、中渡镇空间格局的保护依据整体真实性保护的原则，保护古镇历代重要的军事地位及街巷两侧进深长面

宽窄的军事防御型建筑形式，古镇东、西、南、北及西眉街五条街巷的空间形态，突出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2、保护中渡古镇区与洛江、西眉山形成的山城水相依关系，与护城河、城墙之间格局关系。要加强护城河

水质的保护力度，防止污染，提高水环境质量；对洛江对岸的保护与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保护其自然

的山水形态，对河岸的治理不生硬，与自然和谐过度。 

3、在建设中注意保护原有空间格局、院落的组织形式、尺度大小。 

第十六条 历史街巷保护 

1、保护修缮——控制街巷宽度，按传统形式修缮两侧建筑，铺设上下水管线，路面铺装更换为青石板（除

西眉街），配置垃圾收集处，对于因房屋毁坏或闲置的街边地段，或街角敞地，可改建为小型休憩广场，配以公

共服务设施，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便利。保护街巷尺度（高宽比）、走向、名称，控制两侧建筑高度、立面及街巷

景观，街巷宽度。同时，街巷中可配植乡土树种和花卉，营造丰富的绿化环境，从而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2、风貌整治——控制街巷宽度，按传统形式整治两侧传统建筑，完善上下水管线，对街巷两侧传统风貌影

响较大的新建建筑近期进行立面整治，远期建议拆除。保持街巷走向，控制街巷空间尺度，沿街建筑体量、色

彩。 

3、整治提升——拆除现状依附在传统建筑上的搭建、临建及遮挡老建筑沿街立面的现代建筑。整治路面，

完善上下水设施，配置环卫设施，对两侧新建建筑进行整体改造，降低楼层，对体量较大，风貌极不协调的建筑

建议拆除。 

第十七条 文物保护 

1、尽快依法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为文物保护、修缮及保护范围划定、工程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

工作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2、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定期修缮和日常管理。修缮工作宜做到保存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对

体现文物价值的构件予以妥善保留，并保证各项附加措施的可还原性。 

3、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环境，严格控制周边建筑高度和体量，现状超过控高要求的建构筑物，应适时

拆除或降层。 

4、适当为文物保护单位注入新功能，以保证其活力和使用价值，但应避免过度的旅游开发对文物保护单位

产生不良影响。 

第十八条 历史建筑保护 

1、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镇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对历史建

筑开展挂牌、测绘、建档工作。 

2、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3、开展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历史建筑的核心保护价值要

素和保护修缮原则要求。 

4、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拆除不协调添加物和改变建筑立面的装饰物。在不影响历史建筑价值特色

的前提下可增加必要的设施，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5、开展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周边的环境整治工作。 

第十九条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 

规划参照《历史文化名镇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的规定，将规划范围内的建筑分类保护修缮

如下： 
1.保护修缮——适用于规划确定的一类建筑，指文保单位建筑及推荐列入文保名录的建筑。这类建筑能够反

映古镇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对于这类建筑原则上要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保持建筑原样，以求如实

反映历史遗存。在采用传统建筑修缮工艺，用原材料，对建筑结构进行加固、修缮的同时，要做好详尽的修缮记

录，并加强历史建筑中木雕、砖雕、石雕等艺术品的保护，使其不继续被破坏。此外，在制定各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整治方案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考虑措施的可逆性。保护措施技术方案须经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

方可实施。列入保护规划的保护工程，必须委托专业部门进行专项设计，设计方案必须符合各类工程的行业规

范，依程序审批后才可实施。 
2.保护改善——适用于规划确定的二类建筑，指具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这类建筑都

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能够反映古镇特殊的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但存在一定的破

损。对这类历史建筑原则上要保持其地方特殊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加固、完善内部布局和设施的保护性活动，

在要保证其整体风貌、格局、尺度、风格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加固。 
3.保留整治——适用于规划确定的三类建筑，指与历史风貌无冲突的普通建筑。这类建筑大多为近代所建，

建筑质量较好或一般，由于与历史风貌不存在冲突，因此原则上采取保留的措施，采用建筑外部整修，减低层

数等措施，使其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但其改建、翻建时要进行控制整治，确保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4.整治更新——适用于规划确定的四类建筑，指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建筑。这类建筑包括最近几年新建的建

筑中与历史风貌冲突的建筑，以及早年建设，但建筑风貌和质量均较差的建筑。对这类建筑要视其对传统风貌

的影响程度，分期适时地实施整治更新，包括改变立面外观色彩、材料、降低高度等措施。在上述仍不能处理好

与历史风貌冲突的矛盾以及质量风貌都很差，没有保留价值的，就要进行重新修建或拆除后建设为公共空间。 

第二十条 筑高度控制 

1、核心保护区：新建建筑高度控制在檐口不超过 7 米，建筑层数不高于二层。 

2、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檐口高度应控制在 14 米以下，层数控制在 4 层及 4 层以下；

在不影响古镇格局及视线通廊的位置，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层数控制在 6 层及 6 层以下。 

3、环境协调区：环境协调区内新建建筑，主镇区按照檐口高度控制在 40 米以下，其他地块（香桥、鹿苑、

石林、酒厂）建筑高度按照《柳州市鹿寨县中渡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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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规划 

1、古树名木：鹿寨县已对县域内各乡镇古树名木进行挂牌登记，并公布针对中渡古镇内各古树名木定级情

况，其中中渡古镇内共有一级古树名木 2 株；三级古树名木 10 株。规划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条

例》。维护树木周边的生态环境，增设树木的防火、防雷设施。 

2、古码头：沿洛江共有 7 处码头，建议改善大码头硬质铺地，结合当地植被、地形地势设置亲水平台及活

动区域，码头、水域、公共空间自然过度。其余码头应延续当地生活习俗，方便原住民日常生活。 

3、英山大桥：英山大桥为近现代历史的见证，桥的造型、选材、建设代表了中国近代桥梁建设的水平及特

点应予以保护。功能上限制其车行，保留参观和观景的位置优势；加固破损构建，注意居民、游客和英山大桥自

身的安全。 

4、护城河：疏通堵塞河道，改善排水体系，外迁有污染的工业企业，修复生态环境，改善水质。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经考古勘探确认原河道范围后，可考虑修复护城河河道，还原历史风貌。整治护城河两岸景观，改

造或拆除对沿河景观视线有影响的建筑。护城河两岸可适当设置滨水游憩空间，建议多采用自然驳岸的设计手

法，避免大规模的混凝土硬质驳岸。 

第二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2、保护现存较完好的文化空间本体 

3、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宣传 

4、做好非物质文化空间的挂牌和标识 

5、新增非物质文化展演空间 

6、建立“中渡古镇历史文化名镇”网站等，加强对中渡的保护和宣传。 

第二十三条 景观环境保护 

1、山林保护 

（1）山上所有的建设活动，均要以尊重自然、尊重环境、不破坏地形、不破坏植被、不破坏山体生态系统

为基础。 

（2）山体所有的建设活动，均需与山体的园林、生态性质相吻合，以中渡古镇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和恢复

为主，均需严格执行有关规划，坚决禁止所有与山体风光、古镇功能不符项目。 

（3）由专门的山体管理部门制定严格的与旅游观光功能相结合的山体生态系统保护细则，并严格执行。 

（4）充分利用植被良好的优势，适当增加植物品种，形成丰富的植物层次。 

（5）结合地域特色，种植有色叶树种和开花树种，改变现有的单一模式，成为优美的村落背景。 

（6）重点保护古镇古树、古树群，对古树名木进行挂牌登记保护。 

（7）香桥组团以喀斯特峰林峰丛地貌为主，该组团以保护为主，在保持原有植被基础上，在空间上进行乔

灌草合理搭配，丰富植物群落层次。在品种上，根据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树种搭配，以体现丰富的色彩变化。并排

查范围内的危险落石山体，加强山体危石巩固工程。，保护其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 

（8）石林组团结合响水铁矿尾矿库综合治理工程，在尾矿库营造大面积花海景观，并对该组团内的石山进

行绿化美化，采用丰富的景观植被如花果植物、彩叶植物、季相植物等进行美化，丰富山体的植被层次，完善石

山植物生物群落，保证整体山水格局的生态完整性，同时提升山体的整体景观效果。 

2、农田保护 

（1）加强对田埂和灌溉沟渠的维护，保护农田的历史肌理。 

（2）对环境协调区内的耕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做农耕外的用途，严格控制抛荒大棚种植及田改林等行为。 

（3）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废弃物污染。 

3、水系保护 

（1）保护水源和水质，严禁古镇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排入并污染水系，改善溪渠、河流和池塘等水域的

环境卫生，严禁违反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 

（2）保护河道和自然溪流的物质空间形态，严禁擅自填埋、占用水域，除道路与景观小品外禁止其他建设

内容破坏岸线。 

（3）禁止在河流两岸开展由污染的项目；保持河道两岸的自然风光，尽量采取生态措施进行景观处理, 避

免出现工程性破坏。 

（4）河道两侧堤岸严禁采取“三面光”式工程河堤处理方式；河道内禁止建设影响行洪安全的工程；禁止

在河道内挖沙、采矿等破坏河道景观和河堤安全的活动。 

（5）为提升河流行洪的安全性及岸线的美观性，对拥堵河道、溪渠进行疏浚，并对现状驳岸基础进行乡土

化改造提升。岸线设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倡使用本土的鹅卵石、大石块、竹木、泥土等材料，凸显古镇传

统风貌。 

第二十四条 镇域历史遗存保护规划 

1、规划建议中渡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对包括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内

的镇域内全部历史文化遗存（石刻、自然景观、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等）开展全面、科学的保护工作。 

2、规划要求对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分类保护。 

3、镇域的历史遗存也是中渡古镇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要与中渡古镇内的历史遗存统一规划，以科学保护

为前提，加强对历史遗存的展示和利用，使历史文化资源为古镇的旅游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第四章	历史文化名镇改善提升规划	

第二十五条 道路交通改善提升规划 

1、镇区道路 (机动车道道路)——主干路宽度 18-24 米；次干路宽度 18 米；支路 10-12 米。 

2、古镇道路（限制机动车道路）——古镇内主要道路为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四条街道，四条街道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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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布局，宽窄不一，道路等级均为巷道，道路宽度 4-7 米。 

3、古镇巷道（步行道路）——规划巷道宽度 1.5 米-2.5 米，以步行为主，路面采用青石板、鹅卵石等铺面，

延续古镇风貌风韵。 

4、滨水道路（骑行道路）——规划滨水道路宽度 2-3 米，设置骑行绿道，将古镇风貌与洛江自然风光、北

岸的“水渡鹿村”乡村风貌相互映衬，形成完整的中渡古镇旅游景区。 

5、游船线路（水上交通）——规划游船线路为中渡古镇主要的水上交通线路，可设置一些小型客船等水上

交通设施，为沿途乡村提供摆渡、客运等服务，恢复古镇码头的繁华。 

6、静态交通 

（1）居民公共停车场：居民公共停车场仅提供古镇居民使用，采用小规模分散设置，分别设置于古镇西街

口、北街口、武圣宫广场、粤东会馆旁、西眉街东侧，机动车停车位每处不超过 20 辆，以满足古镇内停车设施

需求，方便居民生活。 

（2）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将古镇外围社会公共停车场兼顾旅游停车场使用，可停放旅游大巴、房车等旅

游车辆，极大的缓解中渡古镇停车难的问题。同时配套设置旅游厕所、骑行驿站、充电桩等设施，形成中渡古镇

交通换乘集散点。 

（3）自行车换乘点：规划为完善古镇慢行系统，打造绿色出行的游览路线，在古镇南街德胜门、古镇游客

服务中心规划设置自行车换乘点，鼓励游客换乘为自行车进入古镇游览。 

第二十六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古镇社区服务点：规划依托中渡人民公社建设古镇内的社区服务站点。 

2、商业服务设施：规划依托中渡粮所、古镇居民楼改建为餐饮民宿，在古镇游客中心周边设置特色餐饮、

礼品商店、土特产商店等商业设施 

3、文化娱乐设施：规划在历史建筑改造为主题展览馆的基础上，依托原有中渡镇中心小学、利丰纺织厂空

闲用地，新增中渡古镇博物馆、古镇红色历史文化展览馆、文化艺术馆等综合性展览馆，打造古镇历史文化中

心节点；依托粤东会馆演出彩调、粤剧、桂戏等典型南方戏曲，同时提供特色岭南茶点，打造戏曲演出、休闲茶

饮于一体休闲娱乐设施，传承中渡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十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改善提升规划 

1、给水设施：中渡古镇及周边区域均为中渡水厂供水，设计供水规模 1.2 万吨/日，用地面积约 0.76 公顷，

位于中渡镇西北角、洛江南侧。 

2、给水管网：规划供水管最小管径为 DN100，连通管管径为 DN150。 

3、消防给水：古镇核心保护区规划独立的消防管线。管径为 DN100，满足消防最小管径要求。合理设置消

火栓的位置和数量。规划共设置 5 个室外消火栓，消火栓服务半径不大于 120 米。对于近期不能满足消防给水

要求的建筑密集区域，应通过增加便携式灭火器、消防沙及消防水罐等设施，满足紧急消防需求。 

4、污水管网规划：古镇内规划污水主管管径为 d300，采用支状布管。具体设置请参照污水施工而定。 

5、雨水沟渠规划：古镇核心保护区规划共设置 10 个雨水排放口；设置 2 个防洪闸，防止洪水倒灌；在道

路汇水点和截水点，设置雨水口，雨水口设置间距为 25-50 米。雨水沟渠设置在道路中心线下，最小埋深不小

于 1.2 米，雨水沟渠上方采用石材覆盖，便于清理和疏通沟渠。 

6、电力规划：古镇现状电源为 35kV 石墨变电站，现装机容量 2x4000kVA。 

第二十八条 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建议在古镇游客服务中心、西眉街西侧各设置一处古镇电信主要控制设施，用地可以与其他建筑合建。

古镇核心保护区内通信管道设置为 9－12 孔。 

第二十九条 环境卫生设施改善提升规划 

1、公共厕所：规划范围内及周边现已有公厕 3 处，规划新增 3 处公厕，分别为：在古镇内设置 1 处独立的

公厕，独立公厕设置于东码头；西眉街规划设置 1 处公共厕所，可与商业设施合建；根据中渡镇控制详细规划

的安排，在西眉街东侧社会停车场处设置 1 处独立公厕。 

2、垃圾收集点：古镇内按每 70 米设置一个垃圾桶，垃圾桶按垃圾分类要求成组设置。 

3、垃圾分类收集站：古镇内在社区服务站点、游客服务中心及西眉街各设置一处垃圾分类收集站。 

第三十条 安全防灾系统改善提升规划 

1、防灾避险设施：紧急避险疏散场所 2 处；固定避险疏散场所 3 处。 

2、消防设施：小型消防站一座，占地面积 0.8h ㎡；沿路消火栓按 120m 的间距进行配置，管道敷设采用地

下式，消火栓的接管直径不小于 100mm；消防通道之间距离不宜超过沿街 150m，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4.0m，

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12m。新建各类建筑物要满足消防间距，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3、地震、地质灾害防灾设施：规划要求古镇内所有建筑物结构进行摸排，对已经老旧、破损的房梁、支柱、

墙体进行更新加固，应能达到 6 度抗震设防要求。新增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均应达到 6 度抗震设防要求。 

第五章	规划分期实施	

第三十一条 实施原则 

1、保护优先 

2、由易到难 

3、规模适中 

4、综合规划 

5、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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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时序安排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分二期实施： 

近期：2021——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第三十三条 近期建设内容 

1、历史街巷整治恢复工程，对南街进行风貌改造。 

2、市政管线的改造工程。 

3、古码头、公共休闲及文化展示空间的建设工程。 

4、“洛江水韵”水生态综合整治项目落地，建设洛江河两岸亲水步道、骑行道、亲水平台等项目。 

第三十四条 远期建设内容 

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全面开展中渡镇的人居生态环境改善及旅游开

发工程。 

第六章	规划管理实施措施	

第三十五条 保护与管理机构 

建议以现有中渡镇文化站为核心，成立中渡镇古镇保护管理部门，其任务是负责、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

可移动文物点、历史建筑及质量较好的传统风貌建筑的调查征集、保护管理、日常维护、修缮、宣传、陈列和科

学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建档、保护管理、宣传、科学研究等工作，并可根据不同情况建立相

应得群众性保护组织。 

第三十六条 保护与管理措施 

1、完善保护机构 

2、改进更新方式 

3、加大资金投入 

4、建立遗产档案 

5、加强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个部分组成，规划文本与各规划图纸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书是对规划条款的说明、解释和论证。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由中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具体

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保护规划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因改善和加强保护工作的需要，确需要调整

的，由中渡镇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柳州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组织编

制调整方案。 

第四十条 经过审批后，在规划期限内新发现的文物点或新指定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应该执行本规

划的相应条款。 

第四十一条 本规划自批准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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