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市潮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区划局部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委托单位：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潮阳分局 

编制单位：广东康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I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国办发〔2019〕44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和《关

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

号）等政策文件要求，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印发了《汕头市潮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调整方案（修订）》

（汕潮阳府办〔2020〕4 号），方案实施至今，对进一步合理布局畜

禽养殖场空间和结构，促进畜禽养殖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上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正面作用，对实际环境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畜禽

养殖污染防控取得一定成效。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

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

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现行禁养区区划方案

结合 2020 年区域水环境质量现状及水环境保护需求，将练北水周边

区域划为禁养区。由于练江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目前

练北水水质取得明显改善，稳定达到 V 类地表水水质标准，达到水

质保护目标，水环境承载能力显著提升，且周边养殖场养殖废水不外

排，因此，根据区域水环境质量现状及畜禽养殖情况，拟对练北水上

游段周边禁养区范围进行局部调整，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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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由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国办发〔2019〕44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和《关

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

号）等文件要求，潮阳区在对禁养区范围进行全面排查、研究的基础

上，组织对禁养区区划进行调整，并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印发了《汕

头市潮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调整方案（修订）》（汕潮阳府办

〔2020〕4 号），方案实施至今，进一步优化了畜禽养殖场空间布局，

有效控制了畜禽养殖污染，畜禽养殖污染防控取得一定成效，夯实了

畜禽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础。现行区划方案根据《广东

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及 2020 年水环境质量现状将练北水周边

区域划为禁养区，目前，经过水环境综合治理，练北水已达到水质保

护目标，水环境承载能力显著提升，且周边养殖场养殖废水不外排，

因此，结合区域实际，拟对练北水上游段周边禁养区范围进行局部调

整，更好地实现畜禽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2.指导思想及依据、原则与目标 

2.1 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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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9〕44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

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关于进

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 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文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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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加强对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监督管

理，结合区域实际，对畜禽养殖实施禁养区的划分，调整优化畜禽养

殖业生产布局，引导畜禽养殖业健康有序发展，以降低畜禽养殖对生

态环境敏感区直接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导向，逐步实现生态环

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

调、健康、持续发展。 

2.2 划定依据 

2.2.1 国家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 年 12 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修订）； 

（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43 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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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 号）； 

（9）《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 号）； 

（10）《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

知》（环办环评〔2018〕31 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国办发〔2019〕44 号）； 

（12）《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

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 

（13）《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

函〔2020〕33 号）。 

2.2.2 地方相关文件 

（1）《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 11 月 29 日修正）； 

（2）《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5〕131 号）； 

（3）《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粤

农〔2016〕222 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735 号）； 

（5）《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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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 号）； 

（6）《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

法（试行）>的通知》（粤农〔2018〕160 号）； 

（7）《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

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 号）； 

（8）《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汕头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批复》（粤府函〔2018〕425 号）； 

（9）《关于印发我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十条措施的通

知》（粤农农〔2019〕1354 号）； 

（10）《关于印发汕头市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方案的

通知》（汕市农农〔2019〕191 号）； 

（11）《关于切实稳定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粤农

农函〔2021〕833 号）； 

（12）《汕头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 

（13）《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 年）（2017 年修订）》； 

（14）《关于调整汕头市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范围

的批复》（汕府函〔2007〕64 号）； 

（15）《研究加快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作会议纪要》（省政府

工作会议纪要〔2017〕119 号）； 

（16）《关于报送 2018 年市政府重点工作项目（扩大练江流域畜

禽禁养区划定清理）实施计划的函》（汕农函〔2018〕29 号）； 

（17）《关于进一步推进练江流域畜禽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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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2018〕235 号）； 

（18）《汕头市潮阳区农业农村局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潮阳分局关

于要求同意对<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潮阳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调整方案（修订）的通知>进行重新修订的请示》

（潮阳农农〔2021〕98 号）。 

2.2.3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1）《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

水体〔2016〕99 号）；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8）； 

（5）《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办生态〔2017〕48 号）； 

（6）《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

南》（2012 年）。 

2.3 基本原则 

以区域环境容量及环境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区域

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

人口集中区域为重点，结合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域，科学合理

划定禁养区范围，合理规划养殖布局，做到宜养则养、该禁则禁。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0EWuWNt2Ke1yO8RiUu3dDbHcYfWC3hZgwzdj5rHvhsSiuihCwoelQxnqQSKuDB6siULE0jAETIfvMKR2vf3WkxKEidI6WePDouiUPRijC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0EWuWNt2Ke1yO8RiUu3dDbHcYfWC3hZgwzdj5rHvhsSiuihCwoelQxnqQSKuDB6siULE0jAETIfvMKR2vf3WkxKEidI6WePDouiUPRi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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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区划目标 

以实现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导向，以改

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为目

标，突出重点区域的环境保护，调整优化潮阳区的畜禽养殖业生产布

局，坚持以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积

极倡导畜禽养殖户转变养殖观念，确保畜禽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

现代化生态型畜禽养殖业发展道路，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保持畜禽养殖业有序健康发展，促进畜牧业

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 

3.区划相关术语 

3.1 畜禽 

主要包括猪、牛、鸡、羊等主要畜禽，其他品种动物参照《畜禽

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09）提供的换算比例进行确定。

换算比例为：30 只蛋鸡、60 只肉鸡、30 只鸭、15 只鹅、3 只羊折算

成 1 头猪，一头奶牛折算成 10 头猪，1 头肉牛折算成 5 头猪。其他

畜禽参照成年体重、饲养方式和成长时间，折算成相应的牛、猪、羊

或鸡、鹅，然后再折算成猪进行计算。 

3.2 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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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 号），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

殖专业户的定义如下： 

一、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畜禽养殖场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具备一定条件的规模养殖

场；畜禽养殖小区是指集中建造畜禽栏舍饲养某一特定畜禽、具备一

定条件、由多户农民分户饲养、实行统一管理的畜禽饲养园区。 

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规模如下：1. 生猪年出栏 500 头或存栏

300 头以上；2. 肉鸡年出栏 10000 只或存栏 5000 只以上；3. 蛋鸡存

栏 2000 只以上；4. 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5. 肉牛年出栏 50 头或存

栏 100 头以上；6. 肉羊年出栏 100 只或存栏 100 只以上；7. 肉鸭年

出栏 10000 只或存栏 5000 只以上；8. 肉鹅年出栏 5000 只或存栏 2500

只以上；9. 肉鸽年出栏 50000 只或存栏 10000 只以上；10. 肉兔年出

栏 2000 只或存栏 1000 只以上；11. 蜜蜂养殖 200 群以上；12. 其他

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二、畜禽养殖专业户 

畜禽养殖专业户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养殖

户。 

畜禽养殖专业户规模如下：1. 生猪年出栏 50 至 499 头或存栏 30

至 299 头；2. 肉鸡年出栏 2000 至 9999 只或存栏 1000 至 4999 只；

3. 蛋鸡存栏 500 至 1999 只；4. 奶牛存栏 5 至 99 头；5. 肉牛年出栏

10 至 49 头或存栏 20 至 99 头；6. 肉羊年出栏 30 至 99 只或存栏 30

至 99 只；7. 肉鸭年出栏 2000 至 9999 只或存栏 1000 至 4999 只；8.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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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年出栏 1000 至 4999 只或存栏 500 至 2499 只；9. 肉鸽年出栏 10000

至 49999 只或存栏 2000 至 9999 只；10. 肉兔年出栏 500 至 1999 只

或存栏 250 至 999 只；11. 蜜蜂养殖 100 至 199 群；12. 其他畜禽的

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3.3 禁养区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

水体〔2016〕99 号），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

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本区划禁养对象包括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统称

为“养殖场”。 

3.4 养殖区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本区划明确养殖区是指根据土地资源可利用

实际情况和环境承载能力依法实施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的区域。

坚持“资源节约、质量安全、环境友好”原则，进行合理选址，完善

设施设备配套，规范生产和防疫管理，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3.5 无污染物排放养殖场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

水体〔2016〕99 号），无污染物排放养殖场是指养殖场、养殖小区和

养殖专业户产生的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

理用作肥料就近还田利用，基本实现粪污日产日清，符合法律法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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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养殖场。 

3.6 无害化处理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

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 号），无害化处理是指利用

高温、好氧或厌氧等工艺杀灭畜禽粪便中病原菌、寄生虫和杂草种子

的过程。 

3.7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

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 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是指在畜禽粪污处理过程中，通过生产沼气、堆肥、沤肥、沼肥、肥

水、商品有机肥、垫料、基质、微生物消纳等方式进行合理利用。 

3.8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

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 号），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

是指在土地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的条件下，一定区域内耕地、林地、

园地和草地等所能承载的最大畜禽粪污量（按处理和利用方式进行折

算）。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可参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粪污

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的通知》（农办牧〔2018〕1 号）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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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划范围和实施年限 

区划范围：潮阳区辖区范围，包括文光、城南、棉北、金浦 4 个

街道和海门、和平、谷饶、贵屿、铜盂、河溪、西胪、关埠、金灶 9

个镇。 

实施年限：2022 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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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汕头市潮阳区行政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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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养区划定方案 

5.1 禁养区划定范围 

本区划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结合潮阳区实际情

况，明确禁养区具体包含以下 5 类区域：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 

3、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指根据

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

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划定的区域； 

4、基本农田保护区； 

5、重要河流岸带。 

5.1.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 2005 年第 45 号）、《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规

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同时结合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划定原则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为

禁养区。 

本区划明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禁养

区，其中一级保护区禁止建设养殖场，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排污的

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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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汕头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批复》（粤府函〔2018〕425 号）、《汕头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

整方案》，汕头市潮阳区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如表 1 所示。潮阳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总面积 29.6054 平方公里，其中禁止建设养殖

场区域面积 10.5223 平方公里，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

面积 19.0831 平方公里。 

表 1  潮阳区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一览表 

序
号 

行政
区 

保护区
名称 

水质
保护
目标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域 陆域 
面积 

（平方公里） 

1 
潮阳
区 

榕江潮
水溪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II 类 一级 

潮水溪潮美闸下游
1000 米处至上游

1200米处共2200米
长河段。 

相应水域沿岸向陆纵深 50

米范围陆域，但不超过流域
分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2597 

II 类 二级 

潮美闸上游 1200 米
处上溯 1500 米长河

段。 

相应水域沿岸向陆纵深 50

米范围陆域，但不超过流域

分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1814 

2 
潮阳
区 

河溪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河溪水库全部水

域。 

河溪水库正常水位线（53米）
以外水平距离 500 米的集水

域范围。 

3.7892 

3 
潮阳
区 

狮尾岭
水库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II 类 一级 
狮尾岭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3832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0.6460 

4 
潮阳
区 

新铺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新铺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1.4276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2.1244 

5 
潮阳
区 

飞英水
库饮用
水水源

II 类 一级 
飞英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1.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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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保护区
名称 

水质
保护
目标 

保护区 

级别 

保护区范围 

水域 陆域 
面积 

（平方公里） 

保护区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3.4291 

6 
潮阳
区 

鲤鱼陂
水库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II 类 一级 
鲤鱼陂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1.0845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3.7508 

7 
潮阳
区 

蟹窑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蟹窑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1.1868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6.1479 

8 
潮阳
区 

新丰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新丰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4040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0.3755 

9 
潮阳
区 

三合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三合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3310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1.9561 

10 
潮阳
区 

坑内水
库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II 类 一级 
坑内水库全部水

域。 

一级水域保护区以外水平距
离 200 米，但不超过流域分
水岭的集水区域范围。 

0.3358 

II 类 二级 —— 
一级陆域保护区以外的集水

区域范围。 
0.4719 

纳入禁养区总面积（平方公里） 29.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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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汕头市潮阳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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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自然保护区禁养区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 2005 年第 45 号）、《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规

定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修订）中“第四十七条 在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从事任何生产建设活动；在缓冲区，禁止从事

除经批准的教学研究活动外的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结合《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划定原则，将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划为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场。 

将潮阳区辖境内汕头市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

冲区纳入禁养区范围，禁止建设养殖场。根据《关于调整汕头市河溪

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范围的批复》（汕府函〔2007〕64 号），

调整后汕头市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0.55 平方公里，其中

核心区 2.57 平方公里，缓冲区 3.48 平方公里，实验区 4.50 平方公里，

纳入禁养区面积为 6.0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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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汕头市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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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区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 2005 年第 45 号）、《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规

定在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止建设畜禽养

殖场和养殖小区；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城镇居民

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养区划定的原则为：“指根

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

等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划定的区域”。 

本区划将潮阳区中心城区和各镇镇区的建成区划为人口集中区，

为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场。根据《国务院关于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

的批复》（国函〔2017〕39 号）、《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

年）（2017 年修订）》，潮阳区中心城区（文光、棉北、城南、金浦街

道和海门镇）的建成区面积为 31.82 平方公里，其他各镇镇区（和平

镇、铜盂镇、贵屿镇、河溪镇、西胪镇、关埠镇、谷饶镇、金灶镇）

建成区面积为 90.677 平方公里，禁养区总面积为 122.497 平方公里。 

5.1.4 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区划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第十五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

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

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

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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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

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

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

和挖塘养鱼”。本区划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将潮阳区辖境内连片的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为禁养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 

纳入禁养区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包括西胪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小北

山基本农田保护区、贵屿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练江两岸基本农田保护

区，总面积为 98.004 平方公里。 

5.1.5 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区划 

5.1.5.1 原禁养区划定范围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

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

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规定，参照《研究加

快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作会议纪要》（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

（〔2017〕119 号）、《关于报送 2018 年市政府重点工作项目（扩大练

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划定清理）实施计划的函》（汕农函〔2018〕29 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练江流域畜禽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汕市环

〔2018〕235 号）等文件要求，将潮阳区辖境内重点河流岸带纳入禁

养区，以潮阳区范围内练江干流，支流堤围外坡脚线为基准，以潮水

溪及榕江南岸堤围外坡脚线为基准，向陆地延伸 1000 米以内所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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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划为畜禽养殖禁养区，总面积为 149.2003 平方公里。纳入禁养区

重要河流岸带详见表 2。 

表 2  潮阳区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 

序号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潮阳区练江干流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29.167 

2 官田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13.151 

3 鲤鱼陂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5.756 

4 蟹窑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8.779 

5 北港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7.418 

6 东山截洪渠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4.922 

7 七里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4361 

8 北干渠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923 

9 太和坑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998 

10 南中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6.174 

11 大寮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7850 

12 练北水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4.4823 

13 棉城运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1.612 

14 潮水溪及榕江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64.597 

合计  149.2003 

注：由于上述河流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范围内分布大量的人口集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也存在不同支干流禁养区面积重叠现象，故在本次调整方案中，核算岸带禁养区面积时将

存在重叠的部分予以扣除。 

5.1.5.2 练北水禁养区范围调整 

（1）练北水水质现状 

2022 年 3 月 2 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练北水上游段水质进行

采样监测，根据检测结果，监测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地表 V 类水水质标准（详见附件 1 监测报告）。同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0EWuWNt2Ke1yO8RiUu3dDbHcYfWC3hZgwzdj5rHvhsSiuihCwoelQxnqQSKuDB6siULE0jAETIfvMKR2vf3WkxKEidI6WePDouiUPRijC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0EWuWNt2Ke1yO8RiUu3dDbHcYfWC3hZgwzdj5rHvhsSiuihCwoelQxnqQSKuDB6siULE0jAETIfvMKR2vf3WkxKEidI6WePDouiUPRijC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0EWuWNt2Ke1yO8RiUu3dDbHcYfWC3hZgwzdj5rHvhsSiuihCwoelQxnqQSKuDB6siULE0jAETIfvMKR2vf3WkxKEidI6WePDouiUPRi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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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练北水下游常规监测断面检测水质稳定达到地表 V 类水质标准。

综上，练北水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达到水环境质量保护目标，具备

一定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原练北水禁养区范围及水质监测断面详见图

5.1-3。 

（2）畜禽养殖现状 

练北水上游段现有汕头市顺兴种养有限公司和潮阳区和平明通

种养场两家规模化养猪场位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详见图 5.1-3），这

两家规模化养猪场 2020 年出栏生猪 43432 头，占全区生猪出栏量的

30%，2021 年 1-10 份出栏生猪 32091 头，占全区生猪出栏量的 24.5%，

两家规模化养猪场是潮阳区确保生猪稳产保供，保障市场肉猪供应，

稳定“菜篮子”工程的重要养殖场。目前，汕头市顺兴种养有限公司

和潮阳区和平明通种养场的养殖废水经过深度处理后回收利用，废水

不外排，不会对外部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汕头市顺兴种养有限公司采用“固液分离预处理”+大型沼气池

+AO 生化反应池+混凝沉淀池+消毒池+沙滤池+RO 反渗透膜”相结合

进行深度处理，处理后水质达标，没有外排，无臭味，回收利用，实

现绿色养殖。潮阳区和平明通种养场采用干清粪、UASB 上流式厌氧

发酵池，氧化+过滤的处理工艺，沼液、沼渣作为肥料供无公害蔬菜、

苗圃和农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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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原练北水禁养区范围及水质监测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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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汕头市顺兴种养有限公司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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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汕头市顺兴种养有限公司养殖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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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潮阳区和平明通种养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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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北水禁养区范围调整 

根据练北水水环境质量现状及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估，结合区域畜

禽养殖现状情况，将练北水上游段调整为非禁养区，以汕头市潮阳区

和洋水泥制品厂东侧为边界，调出禁养区面积为 3.57 平方公里，调

整后的练北水禁养区范围详见图 5.1-7。本次禁养区调整后将进一步

促进潮阳区畜禽养殖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持续发展。 

5.1.5.3 调整后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范围 

调整后的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总面积为 145.6303 平方公里。纳

入禁养区范围的重要河流岸带详见表 3。 

表 3  潮阳区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 

序号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1 潮阳区练江干流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29.167 

2 官田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13.151 

3 鲤鱼陂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5.756 

4 蟹窑水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8.779 

5 北港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7.418 

6 东山截洪渠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4.922 

7 七里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4361 

8 北干渠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923 

9 太和坑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998 

10 南中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6.174 

11 大寮港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7850 

12 
练北水（截至汕头市潮阳区和洋水泥制品厂东侧边

界）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0.9123 

13 棉城运河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1.612 

14 潮水溪及榕江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以内区域 64.597 

合计  145.6303 

注：由于上述河流堤围外坡脚线 1000 米范围内分布大量的人口集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也存在不同支干流禁养区面积重叠现象，故在本次调整方案中，核算岸带禁养区面积时将

存在重叠的部分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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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调整后练北水禁养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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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禁养区划定小结 

本区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关

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

号）、《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

〔2016〕99 号）、《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文件，调整后的禁养区

总面积为 401.79 平方公里，占潮阳区行政区面积（674.68 平方公里）

的 59.55%。其中禁止建设养殖区域面积为 383.20 平方公里，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区域面积为 18.59 平方公里。 

各类禁养区汇总见表 3，潮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见附图 1。 

表 4  潮阳区禁养区范围一览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纳入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

护区 
29.6054 

2 自然保护区 
汕头市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6.05 

3 

城镇居民区、文

化教育科学研究

区等人口集中区 

潮阳区城镇建成区 122.497 

4 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98.004 

5 重要河流岸带 练江干支流、潮水溪、榕江 145.6303 

6 潮阳区禁养区总面积（汇总去重叠） 4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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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养殖管理要求 

根据《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 号）、《关于做好畜禽规模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3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

222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735 号）、《广东省畜

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粤农农〔2018〕91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本区划明确养殖管理要求如下： 

（1）畜禽养殖应坚持“资源节约、质量安全、环境友好”原则，

进行合理选址，完善设施设备配套，规范生产和防疫管理，实现污染

物达标排放。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

存、处理与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

理利用。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

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业应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推行生态养殖、高床养殖、种养结合等技术，推动养殖业优化升级，

从源头上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畜禽养殖应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优化调整畜

禽养殖布局，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升级，带动畜牧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引导生猪生产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推广节水、节料

等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术，实现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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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粪污参照《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中“生态型”和“环保型”方式进行处

理。 

（2）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

励和引导第三方处理企业将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进行专业化集中处理。

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因地制宜推广粪污全量收集还田

利用等技术模式。 

（3）养殖区严格畜禽规模养殖环境监管。将规模以上畜禽养殖

场纳入重点污染源管理，对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

猪的养殖规模）以上和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畜禽养殖场（小区）执行环

评报告书制度，其他畜禽规模养殖场执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制度，对设

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将符合有关标准和要

求的还田利用量作为统计污染物削减量的重要依据。推动畜禽养殖场

安装配备视频监控和排污口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

台联网，记录粪污处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情况，防治粪污偷运偷

排。 

（4）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充分发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预防作用。①优化项目选址，合理布置养殖场。

充分论证选址的环境合理性，与相关规划相协调。按照《畜禽养殖业

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等技术

文件优化选址及养殖场区内部布置。②加强粪污减量控制，促进畜禽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优化养殖工艺从源头减少粪污的产生量，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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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结合”绿色发展，根据土地承载能力确

定畜禽养殖场的适宜养殖规模。③强化粪污治理措施，做好污染防治。

强化粪污治理措施，明确粪污贮存、处理和利用措施。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明确的病死畜禽处理、处置方案。④落实环评

信息公开要求，发挥公众参与的监督作用。⑤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的全过程

管理，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5）加强养殖区环保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

督检查，加强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监测。切实加大畜禽养殖企业日常环

保执法力度，对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偷排、漏排、超标

排放或擅自拆除、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限期

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由政府组织拆除。 

6.保障措施 

6.1 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切实加强领导，组织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分工，

周密组织协调，确保禁养区内养殖业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根据《关

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

号），按“谁划定、谁管理”的原则，由相关部门依法加强规范管理。 

6.2 严格监管，落实法规 

落实主体责任，将禁养区养殖业清理整治工作执行情况纳入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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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和相关部门年度、离转任生态环境责任绩效目标考核，构建统

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镇（街）属地管理、上下协同联动的工作格

局，适时督查，确保区划顺利实施。 

6.3 树立典型，技术支撑 

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要加强对畜禽养殖发展的指导和

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推广干湿分离、沼气处理、有机肥加

工、种养循环等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用技术，以点带

面，鼓励和引导养殖场积极参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禽养殖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 

6.4 调整结构，长效管理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

办发〔2019〕44 号）等文件精神，合理调整辖区内养殖场布局、畜

禽养殖种类和规模，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加快建立畜禽养殖管理长效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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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汕头市潮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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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练北水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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