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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编制目的 

   为完善吉祥福聚寺景区旅游规划体系，推动达拉特旗宗教文化旅游发展，有效保护风景资

源和加强风景区管理，平衡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制定《吉祥福聚寺旅游区总体

规划（2018-2030）》 

第二条 规划编制依据 

（一）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国发[2001]9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 年—2020 年）》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 

（三）管理条例和行业标准 

《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 

《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规定》（建设部，199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2005）. 

《旅游发展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旅游局，2000）；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 

《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和评定》（GB/T17775-1999）；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 

《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6）； 

（四）地方性法规与规划文件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意见精神的实施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实施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休闲农牧业与乡村牧业旅游示范旗（县）评定和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鄂尔多斯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 

《鄂尔多斯市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鄂尔多斯市建设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规划纲要》； 

《达拉特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达拉特旗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其他国家和地方有关规程、规范、政策及条例等；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及数据。 

第三条 规划编制期限 

吉祥福聚寺景区总体规划编制期限为：2018-2030年，其中： 

近期：2018-2020年； 

远期：2021-2030年； 

远景：2030年以后。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总体用地规划以吉祥福聚寺为中心，东西最长约为 2km，南北最长约为 1.1km。总面

积为 121.35hm2，合 1820.22 亩。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尊重自然原则 

吉祥福聚寺景区内的马颤沟五大水库为审美价值较高的的自然水体景观，是季节性水

鸟迁徙聚居地，水库周边植被茂盛，风光秀丽。景区开发建设量应当控制在该区域生态系

统保持自行调节的的稳定水平上，在保护和培育生态稳定的原则下进行适度开发。 

2．突出主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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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福聚寺景区目前以宗教旅游为主，未来规划也应突出景区主题特色。 

3．远近期结合原则 

吉祥福聚寺景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规划应根据景区开发建设的需要，

统筹兼顾，使规划富有弹性，便于远近结合，分期实施。 

第六条 规划指导思想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出发点，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观，

对吉祥福聚寺旅游渡假区现有的资源环境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提升吉祥福聚寺旅游度假

区的整体品质，发挥其作为达拉特旗旅游产品和效益的主要支撑作用，使之成为鄂尔多斯

市精品旅游区。 

 

 

 

 

 

 

 

 

 

 

 

 

 

 

 

 

 

 

 

第二章 发展目标与策略 

第七条 发展目标 

（一）以马颤沟神龙寺水利风景区为依托，打造国家级的休闲度假旅游地。 

（二）内蒙古自治区级的宗教、养生等旅游新地标。 

（三）鄂尔多斯市城市品牌形象代表与环境支撑。  

第八条 发展定位 

吉祥福聚寺景区的旅游发展总体定位为：形成以吉祥福聚寺为支撑，以马颤沟水利风景区

为依托，并注入宗教文化，将吉祥福聚寺旅游区打造成为集宗教观光、休闲农业、风景游赏、

康体养生和亲子游乐开发并驾齐驱的旅游区格局。 

第九条 发展策略 

（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战略 

吉祥福聚寺佛教文化旅游区尚处于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要强化政府的主导、政策性引导

作用。实现吉祥福聚寺旅游区旅游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而顺利实现远景目标。 

（2）资源整合战略 

根据吉祥福聚寺旅游区内旅游资源的空间聚集度，进行有效整合，形成重点的旅游开发区

块；以佛教文化体验、亲子运动休闲、禅修养生为导向，全面整合区域内文化资源、社会服务

资源和市政设施景观，提高其旅游的影响力。 

（3）精品驱动战略 

在传统的观光和文化旅游产品的基础上，重点推出具有吸引力的创新型产品，树立品牌，

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以点带面，通过精品项目或产品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带动整个吉祥福聚

寺旅游区乃至达拉特旗的旅游发展。 

（4）竞争与合作战略 

吉祥福聚寺旅游区旅游开发应打破部门分隔和行业分隔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运作模式，按照

“大旅游、大市场、大发展”的理念构建管理机构和运作体制，设立旅游区域统一协调机构，

以确保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旅游市场份额和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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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 

第十条 旅游资源分析 

1. 旅游资源分类 

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预评价》（GB/T18972-2003）划分，吉祥福聚寺旅游

资源占 7 个主类、19 个亚类、40 个基本类型。 

2. 旅游资源分析 

吉祥福聚寺旅游区的资源特点表现为：宗教文化胜地、水体景观丰富多姿、乡野田园风貌

绝佳、生物景观种类丰富、天然饮食健康养生。 

第十一条 旅游资源评价 

1．旅游资源数量丰富、宗教文化凸显优势：吉祥福聚寺是本景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内核。

景区内其他优秀的环境资源，经过科学的规划和整合开发，这些资源都可以与核心资源形成互

补。 

2．重点旅游资源集中状况良好：规划区内重点旅游资源分布相对集中，有利于旅游资源

的开发；资源相互映衬，互为补充。 

3．资源中类丰富、功能多样：景区现有的旅游资源基本属于游览观光型，不能满足不同

年龄段游客（尤其是少年儿童游客）的旅游需求，经过合理的规划与开发，景区的众多资源都

能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4．与周边资源互补性强，优势明显：吉祥福聚寺景区旅游资源独特，与周边景区互补性

强，但是还面临着周边旅游地的竞争，因此景区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宗教文化资源特色，

与周围景区错位发展。 

 

 

 

 

 

 

 

第四章 功能分区及用地布局 

第十二条 功能分区 

景区以水库北侧主要道路作为功能连廊，将景区划分为六个功能区，分别为：吉祥福聚寺、

莲花放生池、净心桃花林、水月休闲岛、乐尽天真园以及恩泽植林区。 

1. 吉祥福聚寺 

吉祥福聚寺是整个景区的核心，位于景区西北部。主要供信徒及游客来此参拜、礼佛以及

举行各类佛事活动，如水陆法会、开光法会、观音祭拜、佛教文化节等。紧靠在寺院东侧的一

处四合院（现状建设中）规划其作为禅修度假小院，提供别致禅意度假体验。 

2. 莲花放生池 

该区域为二号水库，位于吉祥福聚寺西南方向，是五个水库中面积最大的水库，规划该水

库作为放生池，供信徒将放生的水生动物放养在这里。 

3. 净心桃花林 

该片区位于吉祥福聚寺以东，以果园种植、园景游赏与休闲度假等内容组成，规划建设度

假酒店一处（位于现状建筑材料堆场处），结合景区现状形成的杏树种植田继续向东北方向开

垦种植春季开花果树，使酒店掩映在一片果林之中，形成静谧、优雅的氛围。 

4. 水月休闲岛 

水月休闲岛是由三、四、五号水库的环绕形成的一处小岛，岛上东南侧田地自西向东种植

人参果和韩富士，岛西侧天然果蔬种植区主要种植时令蔬菜等；小岛中心的小山坡东侧设一处

儿童游戏场地供儿童玩耍，小岛东端设有一处木舟码头。游客可来此体验采摘乐趣、学习种植

以及果树品种知识以及在田间游戏场地体验亲子欢乐时光。 

5. 乐尽天真园 

位于景区东北侧的乐尽天真园充分利用地形地貌规划安排九个面向青少年以及儿童的活

动项目，包括沙地自行车、坡道滑沙、儿童挖掘机、水上乐园、少儿野外拓展立体绳网组合、

少儿野外拓展地面训练组合、创意涂鸦墙、野外露营场地以及真人 CS 游戏区。 

6. 恩泽植林区 

在景区东南侧规划恩泽植林区，供家庭出行的游客进行亲子植树，景区生态环境较为敏感，

需要进行绿化以加强生态保育，另外本区域内还设有天文观星台以及小型生态科普馆。 

第十三条 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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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04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9.22%，包括： 

(1) A2 文化设施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主要布置于景区的东南部，总用地面积 0.09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0.27%。 

(2) A9 宗教用地 

宗教用地即现状吉祥福聚寺寺院区，用地面积为 2.95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8.95%。 

2.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86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8.68%，包括： 

(1) B1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主要布置于景区的东北部，总用地面积 2.08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6.31%。 

(2) B2 商务用地 

商务用地主要布置于景区的北部，总用地面积 0.78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2.37%。 

3.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8.11 公顷，占园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24.61%，包括： 

(1) S1 景区道路用地 

规划景区内的道路分为主干道路路用地与次干道路用地，总用地面积 6.88 公顷，占景区建

设用地面积的 20.87%。 

(2)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规划景区社会停车场 1 处，位于景区出入口，总用地面积 0.87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

的 2.64%。 

(3)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景区其他交通设施用地主要为景区内部车辆停放场地，总用地面积 0.36 公顷，占景区建设

用地面积的 1.09%。 

4. U 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 0.22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0.67%，包括： 

(1) U12 供电用地 

规划环卫设施总用地面积 0.03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0.09%。 

(2) U21 排水用地 

规划排水用地 1 处，总用地面积 0.08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0.24%。 

(3) U22 环卫用地 

规划环卫用地面积 0.04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0.12%。 

(4) U31 消防设施用地 

规划微型消防站 1 座，位于景区现状办公用地北侧，总用地面积 0.07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

地面积的 0.21%。 

5.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 18.73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56.83%，包括： 

(1) G1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主要位于景区水系周边，并布置健康步道和休憩设施，总用地面积 18.29 公顷，

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55.49%。 

(2) G3 广场用地 

在景区主入口处，吉祥福聚寺前设置广场一处，该广场是游客集散区域，广场用地面积为

0.44 公顷，占景区建设用地面积的 1.33%。 

6. 用地统计 

吉祥福聚寺用地采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建设用地

为 32.96 公顷，非建设用地为 88.39 公顷,城乡用地总计 121.35 公顷。 

吉祥福聚寺景区城乡用地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占城乡用地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H 

  建设用地 32.96 27.16% 

 H11 城市建设用地 32.96 27.16% 

E 

  非建设用地 88.39 72.84% 

E1  水域 10.34 8.52% 

E2  农林用地 54.96 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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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23.09 19.03% 

 城乡用地 121.35  

吉祥福聚寺景区建设用地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占园区建设用地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3.04 9.22% 

A2  文化设施用地 0.09 0.27% 

A9  宗教用地 2.95 8.95%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86 8.68% 

B1  商业用地 2.08 6.31% 

B2  商务用地 0.78 2.37%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8.11 24.61% 

S1  城市道路用地 6.88 20.87% 

S4 
 交通场站用地 0.87 2.6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87 2.64%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0.36 1.09% 

U 

  公用设施用地 0.22 0.67% 

U1 
 供应设施用地 0.03 0.09% 

U12 供电用地 0.03 0.09% 

U2 

 环境设施用地 0.12 0.36% 

U21 排水用地 0.08 0.24% 

U22 环卫用地 0.04 0.12% 

U3 
 安全设施用地 0.07 0.21% 

U31 消防用地 0.07 0.21%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8.73 56.83% 

G1  公园绿地 18.29 55.49% 

G3  广场用地 0.44 1.33% 

H11 园区建设用地 32.96  

 

 

 

第五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四条 道路系统规划 

景区内部道路系统分为主干路、支路与步行道，主干路以及支路以环路形式串联景区内各

功能片区。步行道路网则贯通各个片区内部，与功能区内各服务设施相联系。 

1.车行交通 

（1）干路：即景区内电瓶车行驶的主要道路，作用是是串联园区内不同功能区，道路断

面形式为一块板。道路红线宽度为 12 米。 

（2）支路：支路为部分功能区内部相互联系的道路，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道路红线

宽度为 8 米。 

2. 步行交通 

步行路道路宽度设置为为 1.5 米、2.5 米、3 米。路面形式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供

游人穿行于果园和田间的步道，可铺装石板、卵石等，使道路融入自然环境之中；第二种是木

栈道，位于水边以及乐尽天真园的沙土地中。 

3. 停车场 

景区停车场采用社会车辆集中停放在景区外的方式来设置，规划主入口设置社会车辆停车

场，景区内部设置电瓶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工作人员车辆停放处以及酒店区域停车场。 

第十五条 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景区内设置五处停车场，总用地面积 1.2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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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绿地与景观系统规划 

第十六条 绿地系统规划 

1、规划原则 

（1）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2）景观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3）体现生态造园、植物造景的原则 

（4）经济合理性原则 

2、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以景区五个水库为一级绿色生态廊道，串联各个功能区，沿水库的绿地形成景观渗透

廊道向各功能区延伸；景区总体划分为西侧静态区域和东侧动态区域，西侧以宗教文化为主的

静态区域以二号水库作为生态景观核心区，东侧以游乐度假为主的动态区域以水月休闲岛作为

生态景观核心区。两个核心区以及一条生态廊道与周边分散的点状次级核心区域，形成交织成

片的绿地系统。 

本次绿地系统规划的重点如下： 

（1）因地制宜对景区现有的植被进行规划、保护现有植被的多样性，形成天然、多样的

植物生态系统。 

（2）采用乡土植物品种，充分利用现有的野生植物品种，以减少养护费用，形成可自然

演替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3）营造自然成片林带、桃杏林、名贵果园等农田果园种植带等绿化景观，利用林木形

成丰富多变的层次。 

（4）加强绿化规划与其它系统规划的协调发展，并考虑绿化系统与园区内道路网、水系

的衔接。       

第十七条 景观系统规划 

规划建立由景观风貌分区、景观节点、景观廊道共同构成程点、线、面分布的景观体系。 

规划将景区划分为四个景观风貌区，分别是位于景区西侧的吉祥福聚寺寺院风貌区、寺院

南侧的水库风貌区、景区中心的水月休闲岛以及景区西南侧的自然景观风貌带，同时园区内由

二号水库放生池以及水月休闲岛两个核心景观节点向周边四大景观风貌区引出四条景观渗透

廊道，四大景观风貌区内分别形成不同的次要景观节点，由景观渗透廊道与核心景观节点相连

接。 

第十八条 蓝线绿线控制 

1.蓝线划定 

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

地域界线。 

规划区内五个水库为本次规划确定的蓝线控制范围，主要以防洪为主，淤地坝设计洪水标

准为 1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300 年一遇，总库容为 210 万 m3，属大型淤地坝。景区要

对水体进行严格保护，蓝线内除必要的绿化建设、涵养水源外，严禁其它设施建设，保证城市

防洪安全。对城市蓝线的管理要严格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执行。 

在城市蓝线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擅自填埋、

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采石、取土、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其它对城

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2.绿线划定 

城市绿线，是依法规划、建设的城市绿地边界控制线。城市绿线管理的对象，是景区内已

经规划和建成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态景观绿地等各类绿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

水以及其它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各类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都要达到《城市绿化规划建

设指标的规定》的标准；防护型绿地的绿线控制内禁止进行城市建设，并禁止占用进行生活性

休闲活动；公共绿地型绿地的绿线内可以布置相应的休闲设施，作为可进入式绿地；生态型绿

地的绿线控制区内禁止进行与生态保护相悖的城市建设。本次规划绿线涉及的内容主要为公园

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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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政工程设施规划 

第十九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估算 

规划区用水量预测表 

根据以上计算可知，规划区总用水量为 759.9m3/d（不包括消防用水量），其中生活用水

量为 300.5m3/d，生产用水量为 459.4m3/d。 

2．给水水源 

生活给水水源来源于吉祥福聚寺西侧约 4 公里处的自备水井,给水水质均符合生活饮用水

标准。生产用水主要引自马颤沟水库。 

3．给水系统 

旅游区内建筑多为 1 层或 2 层建筑，给水系统采用直接给水形式。室内给水系统采用下行

上给形式，给水管枝状布置。 

1. 管网敷设及管材 

（1）室外管网敷设及管材 

给水管道管径为 DN100、DN300，管材采用 PE 管，采用热熔连接。室外给水管埋深在冰冻

线以下，冰冻线为 2.0m。 

（2）室内管网及管材 

各建筑室内给水管均采用 PP-R 管，接口采用热熔连接。给水横管穿越承重墙或基础、立

管穿楼板时均应预留孔洞，敷设在地面垫层内的给水支管应外加套管。 

第二十条 污水工程规划 

1. 污水量预测 

生活污水排放量采用生活给水量的 90%计算，本项目为旅游区，部分用地不产生污水，仅

有商业服务业设施、公用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产生污水，该部分的给水总量为

300.5m3/d，因此，吉祥福聚寺污水量为 270.45m3/d。 

2. 污水处理系统 

吉祥福聚寺项目区内除卫生间以外的污水经污水管道收集排至景区污水处理厂。 

3. 管道水力计算 

Qmax＝Qs•k 

式中：Qmax――排水管道设计流量（L/S） 

      Qs――排水管道平均流量（L/S） 

      K――排水总变化系数，近期 k＝1.4，远期 k＝1.31 

  

式中：V——流速（m/s） 

      R——水力半径 

      I——水力坡降 

      n——粗糙系数，取 0.01 

（1）污水管道按非满流进行设计，以利管道通风和应对水量变化等，根据经验各种管径

的最小设计充满度不宜小于 0.25，一般设计充满度最好不小于 0.5，对于管径较大的管道设计

充满度以接近最大限值为好，管道最大设计充满度遵守下表要求。 

污水管道的充满度参数控制值 

2

1

3

2
1

IR
n

V 

用水类型 用水指标 面积(hm2) 用水量 备注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50 m³/hm2·d 3.04 152.0m3/d 包含漏失水量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水 50 m³/hm2·d 2.86 143.0m3/d 包含漏失水量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水 
道路用地 20 m³/hm2·d 6.88 137.6 m3/d 包含漏失水量 

交通设施用地 50 m³/hm2·d 1.23 61.5 m3/d 包含漏失水量 

公用设施用水 25 m³/hm2·d 0.22 5.5m3/d 包含漏失水量 

绿地与广场用水 10 m³/hm2·d 18.73 187.3m3/d 
包含漏

失水量 

未预见用水 10%  73.0m3/d 
以上用水的

10% 

合计   759.9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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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毫米） 规范规定的最大充满度 

200－300 ≤0.60 

350－450 ≤0.70 

500－900 ≤0.75 

≥ 1000 ≤0.80 

（2）为保证污水管道不淤积，污水管道的流速不应太小，最小流速为 0.6 m/s。污水管道

最大流速在保证管道不被冲刷损坏前提下，通常金属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为 10m/s，非金属管

材的最大设计流速应 5m/s。 

（3）坡度：在满足最小设计流速的前提下，水力坡度一般与地势保持一致。 

第二十一条 供热工程规划 

1. 采暖负荷计算 

依据《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CJJ34—2010)的建筑的热负荷指标取值，预算采热负荷约为

703.53KW，按照电能转热能效率为 95%来计算，预算采暖用电负荷为 740.56KW。 

热负荷汇总表 

序号 类别名称 
热负荷指标 建筑面积 热负荷 

（Ｗ／㎡） (㎡) （KW） 

1 职工办公区 80 1915.87 153.27 

2 商业服务区 80 1708.92 136.71 

3 文化活动区 95 226.00 21.47 

4 度假酒店区 70 5601.170 392.08 

5 合计   703.53 

2. 热源规划 

规划采暖热源为智能电地暖供热形式，由电力预留采暖负荷。 

第二十二条 电力工程规划 

1. 供电范围 

吉祥福聚寺景区项目建筑内的照明和动力用电，道路电力管线敷设和 10kV 变电所建设。 

2. 用电负荷等级及负荷估算 

(1) 预测方法：根据规划区的各类建设用地性质，采用负荷密度法进行预测。 

S=K1(K×N)/Cosφ  

式中： 

S—计算视在功率（KVA）；  

K1—同时系数；  

K—负荷密度（kW/hm2）； 

N—用地面积（hm2）；  

Cosφ —功率因数；  

(2) 负荷密度：参照《城市基础设施工程规划手册》、《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并结合景区特点

综合取定。 

景区用电负荷预测表 

供电类型 用电面积（m2） 负荷密度（W/m2） 预测负荷（KW） 

A2 文化设施用地 226.00 10W/m2 2.26 

B1 商业用地 7310.09 30W/m2 219.30 

B2 商务用地 1915.87 30W/m2 57.48 

S 交通设施用地 81600.00 1.5W/m2 122.40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1600.00 20W/m2  32.00 

G 绿地 187600.00 1W/m2  187.60 

合计   621.04 

(3) 总负荷 

经计算，景区用电负荷约为 621.04KW。由于景区采用智能电地暖形式采暖，电采暖的电

负荷量约为 740.56KW，则总用电负荷为 1361.6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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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源 

吉祥福聚寺景区项目用电由达拉特旗现有变电站高压侧接入 10kV 电缆至箱式变压器，接

入线路采用 YJV-8.7/15kV 交联聚氯乙烯绝缘护套铜芯电力电缆，直埋敷设。考虑到区域其他规

划建筑用电需求，设置两座 10kV 箱式变压器，为区域内建筑供电。 

4. 供配电系统 

由箱式变压器引入各建筑配电干线采用树干式布置，低压电缆采用 ZRYJV-0.6/1kV 交联聚氯

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芯（阻燃）电力电缆，以直埋敷设方式引入，埋深地坪下 0.8m，伸

出建筑物 1m，电源进户处做重复接地，接地型式采用 TN-C-S 系统。室内供电电压为 380/220V，

三相四线制。 

第二十三条 通信工程规划 

景区与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洽谈合作，实施安装移动信号接收塔，铺设电缆等多

项措施，景区内移动、联通、电信等移动电话信号覆盖率 100%，实现了手机信号的全覆盖，

确保景区内无信号盲区，线路畅通、通话清晰，完全满足游客通话、上网的需要。 

（1）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达到 100%； 

（2）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普及高清晰数字电视、数字广播； 

（3）宽带互联网覆盖率达到 100%； 

第二十四条 燃气工程规划 

由于景区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周边没有较大规模的居民点，规划景区内燃气供给采用购买

罐装燃气的方式。 

 

 

 

 

 

 

 

 

第八章 环保环卫规划 

第二十五条 环保环卫规划 

1. 生活垃圾总量预测 

生活垃圾总量按照景区远期人口最高日容量约 4990 人来预测，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规划规范》(GB50337‐2003)，规划人均日产垃圾量 1.0 千克/人·日，则规划生活垃圾量为 4.99

吨/日。 

2. 垃圾分类 

景区垃圾主要分为可腐有机物（以厨余垃圾为主）、可燃有机物（塑料、废纸、橡胶、竹

木、布类等）、无机物（砖瓦、玻璃、金属等）以及卫生间垃圾（粪便等）。 

3. 垃圾分类处理方式 

(1) 可燃有机物（塑料、废纸、橡胶、竹木、布类等）、无机物（砖瓦、玻璃、金属等）： 

规划集中送往达拉特旗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置。 

(2) 卫生间垃圾（粪污等）： 

本次规划中，景区内宗教区、商业商务区等地块内部公厕以及其他有污水管道经过的公共

厕所，其公厕污水通过污水管道排入景区污水处理厂。 

社会停车场南侧公共厕所、恩泽植林区公共厕所和乐尽天真园北侧公共厕所这 3 处公共厕

所由于位置距离污水管道较远，设计其公厕污水排入三格化粪池。 

4. 环卫设施规划 

(1) 垃圾箱 

垃圾箱主要设置在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间距按 100 米设置，以及各游玩设施点附近；在

每处店铺门前均应设置由店铺管理的垃圾箱。 

(2) 公共厕所 

景区内现有公共厕所 1 座，位于吉祥福聚寺前广场西侧，规划增设 6 处公厕，每处建筑面

积约 30-50 ㎡。本次规划各大型建筑项目内均设公共厕所，其筑标准为不低于三类厕所标准。 

(3) 垃圾收集点 

规划区内部共设置 4 处垃圾收集点，结合公共厕所配置，用于日常垃圾集中收集转运。 

第二十六条 环境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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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域生态廊道 

对水域廊道采取“绝对生态控制区”和“建设控制协调区”两级保护的措施。在绝对生态

控制区，除布置园林绿化、道路、桥梁、建筑小品之外，不进行任何其他性质的建设；在建设

控制协调区，需对各类建设活动进行严格审批，对各类指标进行严格的控制。 

2. 河源区生态涵养林建设 

加强对河源区生态涵养林的补充建设和养护工作。重点保护自然林区，对坡度大于 25 度

的坡体进行封育。新增林带以乡土树种为主，增强森林生态功能。 

3. 物种保护 

树立物种保育的观念，在水系、林地、山地等物种多样性保存较好的区域建立物种保育区。

重点保育珍稀濒危、有重要经济和科研价值的物种。 

4. 噪声污染防治 

规划区内禁止使用大功率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车，不允许播送高分贝音乐；驶入规划区的

机动车辆，应安装消声装置和符合规定的喇叭，音量超标的车辆不得进入规划区。规划区内各

功能组团要合理布局，以免相互干扰，不同功能区要用林木、植被隔开。对各种设备、设施等，

要采取隔声、隔震、吸声、消声等噪声防治手段。 

5.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旅游区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鼓励中水回用，推行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使用清洁型交通

工具。山上各类旅游设施要配备环保型公厕、垃圾收集装置和简便污水处理设施。旅游酒店要

提倡绿色旅游消费，减少用水和一次性用品使用量。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分区措施 

根据景区自然条件、功能分区以及环境影响因素，讲规划区分为 3 个保护等级，实行规范管理。 

（一）一级保护区 

在一级景点和景物周围应划出一定范围与空间作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内可安置必须

的不行游赏道路和相关设施，严禁建设与风景无关的设施，不得安排游客住宿床位，机动交通

工具不得进入此区。本次规划划定一级保护区为吉祥福聚寺寺院区域，以及水库区域。 

具体措施有： 

1. 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与监测系统，配备公共卫生设施。 

2. 成立环境管理小组，健全管理制度。 

3. 建筑物周边严禁乱搭乱建、乱刻乱画。 

4. 水上游乐避免使用汽油等能源的娱乐工具，保护水环境质量。 

（二）二级保护区 

在景区范围内，以及景区范围外的非一般景点和景物周围应划为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内可安排少量游客住宿设施，但必须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应限制机动车禁区本区。本

次规划划定二级保护区为莲花放生池、净心桃花林、水月休闲岛以及乐尽天真园。 

具体措施有： 

1. 及时处理各类垃圾，保证旅游区的清洁。 

2. 区内不得设置任何工业企业。 

（三）三级保护区 

在风景区范围内，对以上各级保护区之外的地区应划为三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内应有序

控制各项建设与设施，并应与风景环境相协调。本次规划划定三级保护区为一、二级保护区外

围的山林植被。 

具体措施有： 

1. 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保护山体起伏，不得为建筑而进行大范围改造。 

2. 不可进行生产性的经营和采伐活动。 

3. 采用必要的技术和设施，因地制宜进行植被培育和地质灾害防治，限制游人活动，不得安

排其他无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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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八条 防震规划 

根据我国《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2016 版)》，达拉特旗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吉祥福聚寺的主要建筑和新建工程按照设防标准进行抗震设

计和建设。  

规划将景区内的公园绿地、广场等用地设置为避震疏散场地，在景区办公用地设置救灾指

挥中心。以景区主干道和支路作为人员疏散、物资运输和消防救援的主要通道。主要道路、供

水、供电、通讯、消防、医疗等生命线工程震后应保证及时使用。 

第二十九条 消防规划 

景区内有重要佛教寺院建筑项目，所以消防工程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在室外结合景区重要

项目位置布置消火栓，并靠近路口，消火栓间距不超过 120m；消防水管网结合景区给水管网

布置，消防水源以景区水库作为天然取水点供给为主。 

在吉祥福聚寺寺院等重要建筑院落内布置消火栓，每个消火栓有效消防间距不超过 30 米。

消防通道设置：为保证火灾时消防车的顺利通行，道路车行道宽度不应小于 4m，考虑消防车

的高度，消防通道净空 4.4m 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景区主干路的车行道均能满足消防车通行

要求，各类建筑间在留有足够的消防通道时，还应满足防火间距的要求。严格执行《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修订版）、《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45-95)

等相关防火规范，规划区内公共建筑应为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规划区内设置一处微型消防

站，位于现状职工办公处北侧。 

第三十条 防洪规划 

1. 防洪规划 

防洪规划要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利用水库并采用相应的防洪工

程措施，确保基地安全。 

2. 防洪标准 

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并结合防洪工程的具体情况和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规

划景区水库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300 年一遇。 

第三十一条 森林防火规划 

规定森林防火期。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必须

经过镇人民政府批准。在风景区设置防火设施。在旅游主要景区和重要林区设立消防栓，有条

件的地方设立消防水池。在主要景区的制高点上设置晾望塔，在林区中开辟隔离带(兼作消防通

道)。发生森林火灾，必须迅速疏散游人，保证防灾通道的畅通。当地人民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军

民扑救。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做好扑救火灾物资的供应、运输和通讯、医疗等工作。加强森林火

灾的防范组织。在各服务接待站设置森林防火、防灾指挥部，完善各种防火、防灾制度，并设

专职护林员，各个景区的主要入口设立安全检查站，并进行防火宣传。 

第三十二条 游人的安全宣传与教育 

对游人的安全宣传和教育。在各个服务区、服务部、景区重要路口设置各种清晰易懂游览

线路图及标志，并应标志游客所在位置。在各个服务部处设立医疗点，配备无线通讯设备，重

要危险路段设警示牌和派专人护卫。进入游览路线较长、较偏僻、地形复杂的景区游览，导游

需带无线电通信设备，信号发射装置及简单的救生工具。风景区管理处成立集中统一的游人救

护、救生机构，派专人 24 小时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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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三条 发展时序 

近期建设规划年限为 2018—2020 年。 

远期建设规划年限为 2021—2030 年。 

第三十四条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近期建设重点项目包括有游客服务中心与社会停车场、放生台、林间养生草场地、水月休

闲岛管理中心、水月休闲岛儿童游乐场地、五号水库游船码头、消防站，同时相应基础与配套

设施应开始建设。 

第三十五条 近期规划建设主要内容 

1. 近期道路建设 

景区内主干路的建设。 

2.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新建微型消防站一处，随新建道路铺设或预埋各类市政管线。 

3.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近期建设完善游客服务中心以及景区入口停车场、各场地管理中心等。 

4. 绿化与景观的建设 

完成景区内放生台、林间养生草场地、及部分生态绿地的修复建设。 

吉祥福聚寺景区近期建设用地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占园区建设用地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2.95 13.30% 

A9  宗教用地 2.95 13.30%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29 5.82% 

B1  商业用地 0.51 2.30% 

B2  商务用地 0.78 3.52%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7.82 35.26% 

S1  城市道路用地 6.88 31.02% 

S4 
 交通场站用地 0.87 3.92%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87 3.92%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0.07 0.32% 

U   公用设施用地 0.22 0.99% 

U1 
 供应设施用地 0.03 0.14% 

U12 供电用地 0.03 0.14% 

U2 

 环境设施用地 0.12 0.54% 

U21 排水用地 0.08 0.36% 

U22 环卫用地 0.04 0.18% 

U3 
 安全设施用地 0.07 0.32% 

U31 消防用地 0.07 0.32%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9.90 44.63% 

G1  公园绿地 9.46 42.65% 

G3  广场用地 0.44 0.20% 

H11 园区建设用地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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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1．投资估算说明 

以下投资估算内容是在本次规划方案基础上，结合项目现状建设情况，选用恰当的估算经

济指标值估算，估算主要包括：景区项目建设费、交通设施建设费以及环卫设施建设费。 

2．投资估算 

本次规划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2834.26 万元，其中，近期建设投资为 849.4 万元，远期建设

投资为 1984.86 万元。 

资金来源：本项目所需资金均为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3．营业收入估算 

年收入预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金额（万元） 

1 净心桃花林 该区域年游客量达到 20 万人次 5104.8 

2 水月休闲岛 该区域年游客量达到 30 万人次 930.6 

3 乐尽天真园 该区域年游客量达到 20 万人次 6000 

4 恩泽植林区 该区域年游客量达到 20 万人次 1500 

 合计  13535.4 

4．成本费用估算 

(1) 工作人员工资 

工作人员数量按 200 人计算，包括职工、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得出年工资总额（包括

补贴及福利）为 184 万元。 

(2) 折旧费和摊销费 

投资折旧费采用平均年限法分类进行计算，折旧年限为 20 年。按销售收入 5%计算。 

5．税金 

交易税按收入 3.3%计算，营业税按收入 5.5%计算。企业所得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暂行条件》及其他实施细则，所得税按 25%计取。 

6．利润估算 

根据本规划拟定的项目收益成本费用和税收等水平，通过相关工作表格计算分析，项目建

成后运营利润为 6114.92 万元。 

7．盈利能力分析 

由于本项目已建成区域已经投入资金总额 24813.36 万元，再加上本次规划项目预计总投

资为 2834.26 万元，得出项目总投入资金为 27647.62 万元。 

财务盈利能力分析结果为：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6.21%，投资回收期 1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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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六条 管理体制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省内外经验和吉祥福聚寺

景区的实际情况，在旅游管理上应坚持“统一协调管理，独立自主经营”的开发方针。景区成

立内蒙古冠億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统一协调管理景区的各项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整个景

区及各景点的开发，从政策法规上提供指导协调处理旅游开发管理方面出现的重大问题。公司

内部设立相应的旅游项目部，负责开发与经营事宜。具体行使管理与经营权力，实行企业化管

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第三十七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严格管理，规范开发 

在开发建设的各个环节中，按照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设计-----建设的程序，确保开发

的层次性、序列性和科学性，避免其他众多景区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等现

象的发生。严格依照《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来规范旅游开发过程。 

（二）多方筹措资金，完善投资体系 

吉祥福聚寺景区的开发，要想方设法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对旅游交通和服务等基础设施的

投入。要高度重视在旅游、宗教、水利等职能部门的立项工作，以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支持，

也要争取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资金的支持。 

（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注重高质量、高效益 

近期，吉祥福聚寺景区应当在游路建设、宣传标牌设计、基础服务设施的配套和完善方面

将求质量、重效果放在首位。要奉献高档次、高品位的旅游产品，走质量效益型的路子。 

（四）广泛宣传，提升吉祥福聚寺景区的旅游形象 

景区要充分利用吉祥福聚寺人的创业发展形成的良好社会效应，鄂尔多斯市范围以内的各

交通要道、车站等，都要有景区的介绍和广告宣传。 

（五）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提高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景区应通过加强和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相关部门的横向联系，建立旅游人才信息库。

同时，应尽快为景区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导游员、解说员等，面向社会招聘经验

丰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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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由达拉特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组织编制，经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划自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四十条  

本规划由文件和附件组成。文件包括：文本、图集；附件包括：说明书和基础资料汇编。文本、

图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