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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佛府办〔2019〕12 号

关于印发《清远市佛冈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县直副科以上单位和省市直管单位：

《清远市佛冈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调整方案》已经县人

民政府第十五届 4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贯彻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清远市生态环境

局佛冈分局联系。

佛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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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佛冈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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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区划调整背景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畜禽养殖污染已成为佛冈县农

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全面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国发〔2015〕17号），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

指南》（环办水体〔20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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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清府〔2016〕6号）、《佛冈

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佛府〔2016〕25号）要

求，结合清远市和佛冈县的实际，在《佛冈县畜禽养殖区域

划分实施方案》（佛府办〔2011〕46号）的基础上，开展清

远市佛冈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研究，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解决佛冈县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加强畜禽

养殖业规范管理，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环境权益，建设“生态文明、经济发展、

宜居宜游”的幸福美丽佛冈。

（二）意义与目的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我县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是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养殖

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及改善生

态环境治理的重大战略举措。科学合理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

并制定制度建设，落实相应法律法规、管控措施，对保障全

县环境敏感区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和重点流域的环境安全，

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推进全县环境



2

优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影响。

（三）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两山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联动发展，以生态文明建

设为统领，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优化畜禽养殖产

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

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以

全县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

区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空间规划调整为依据，以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

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区、

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

科学合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促

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四）划定依据

1.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2015年 1月 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2月 28日修

订，2008年 6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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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3年 6月 2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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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年 1 月 8日

修订）

《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

《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

2. 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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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远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清远市水功能区划》

《清远市乡镇水源保护区划》

《清远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核定调

整方案》

《清远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清府〔2016〕

25号）

《佛冈县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镇总体规划

《清远市佛冈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佛冈县工业园总体规划》

《佛冈县畜禽养殖区域划分实施方案》（佛府办〔2011〕

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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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冈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佛府〔2016〕

6号）

3. 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号）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 682-2003）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NYT1167-2006）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1168-2006）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1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

（五）划定原则

1. 统筹兼顾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环境保护

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根据畜禽养殖

不同种类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性要求，结合区域河流水

系、地形地貌及土壤类型特征，综合考量水环境和土壤环境

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与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规划，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的有效推进。

2. 科学合理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是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为基础划定的，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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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要生态保护地、生态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

公园、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以及确需纳入禁养

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等边界确定方法和范围划

定原则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边

界范围。

3. 协调一致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

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生态环境

保护与畜禽养殖发展相一致。

（六）术语和定义

1. 畜禽

指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包括猪、

牛、鸡等主要畜禽以及其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品种动物。

2. 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简称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依法规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单元的区域，畜禽养殖单

元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

专业户。

3. 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猪年出栏≥500头、奶牛常年存栏

≥100头、肉牛年出栏≥100头、蛋鸡常年存栏≥10000只、

肉鸡年出栏≥50000只、肉羊年出栏≥1500头，肉兔年出栏



6

≥15000头，肉鸭年出栏≥25000只，肉鹅年出栏≥10000只，

肉鸽年出栏≥250000只。

畜禽养殖小区：在统一规划的区域内，由多个以上养殖

单元共同组成，按照统一操作规程进行养殖、管理的养殖单

元。养殖规模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畜禽养殖专业户：50≤猪年出栏＜500头、5≤奶牛存栏

＜100头、10≤肉牛年出栏＜100头、500≤蛋鸡存栏＜10000

只、2000≤肉鸡年出栏＜50000只、100≤肉羊年出栏＜1500

头、1000≤肉兔年出栏＜15000 只、1000≤肉鸭年出栏＜

25000 只，500≤肉鹅年出栏＜10000 只，10000≤肉鸽年出

栏＜250000只。

以及达到规定规模标准的其它类型畜禽养殖场。

二、禁养区划定

（一）禁养区划定技术方法

1. 水源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

级保护区以及保护区边界向外延伸 500米范围内的区域。已

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

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

2. 自然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

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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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公园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以

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禁养区范围按

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4.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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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畜禽养

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T/J81-2001）》的要求，因地制宜，

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城镇建成区及周围 500

米内的范围内区域划定了禁养区。

5. 河流干流及支流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干流及支流两岸历史最高水位以

内或河道两侧 500米以内的区域，或根据实际情况划定。

6. 主要交通干道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国道两侧 500米、省道两侧 200

米以内的区域、高速道两侧 500米以内的区域。

7. 工业园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工业园区及周边 500米范围内的

区域。

（二）禁养区划定范围

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佛冈县的实际情况，本次禁养区划定共涉及 8个饮

用水水源地，其中 2个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6个镇级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合计 77.83

平方公里。各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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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佛冈县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序
号

所属
乡镇

保护区名称
类
型

级
别

保护
级别

水质保护
目标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石角

镇
放牛洞水库饮用水源

保护区

湖
库
型

县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将水库 104.5 米正常
水位全水域化为一级

保护区

陆域一级保护区长度与水域一
级保护区相同，宽度为第一道

山脊线分水岭
17.63二级

保护
区

Ⅲ类 /
陆域二级保护区长度与水域一
级保护区路域边界至相邻山脊

线分水岭

2
石角

镇

坝仔坑（新取水口）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

河
流
型

县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
至下游 100 米河流正
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

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分别
向两岸纵深至堤围迎水坡堤肩

线。

7.17
二级
保护

区
Ⅲ类

一级保护区上边界上
溯 2000 米，下边界下
溯 200 米河流正常水

位线以下的全部水
域。

相应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分别
向两岸纵深至堤围迎水坡堤肩

线。

3
高岗

镇
上坪饮用水源保护区

河
流
型

乡
镇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
的小流域集水区范围

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域
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为2.80

平方公里
5.20

4
水头

镇
西田蛇尾冚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河
流

乡
镇

一级
保护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

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域。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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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级 区

5
龙山

镇
良洞水库饮用水源保

护区

湖
库
型

乡
镇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
的全部水域面积，为

0.711 平方公里

至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为
7.32 平方公里 16.63

6
汤塘

镇
止贝冚水源地保护区

湖
库
型

乡
镇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
的全部水域面积，为

0.085 平方公里

至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为
2.66 平方公里 7.40

7
迳头

镇
大陂饮用水源保护区

河
流
型

乡
镇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取水口上游 3000 米
及下游 100 米的水域
范围，为 0.033 平方

公里

水域两岸向陆纵深 50米的陆域
范围（石岸与沿河道不足 50 米
时，则为至路边的陆域范围，
该侧路边需做好隔离防护，上
游 850 米桥及村落需做好隔离

防护），为 0.18 平方公里 17.32

二级
保护

区
Ⅲ类

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
上游 3000 米及下游
200 米的水域范围，

为 0.063 平方公里

一级保护区及二级保护区水域
保护区边界向陆地纵深 1000米

的陆域范围但不超过分水岭
（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为 9.38 平方公里

8
迳头

镇
社背山饮用水源保护

区

河
流
型

乡
镇
级

一级
保护

区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
的小流域集水区范围

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小流域
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为1.35

平方公里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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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保护区

佛冈县目前有 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为广东佛冈观音

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批准文号为粤办函〔1985〕533号，

主要保护对象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区

总面积为 28.168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 7.3119平方公

里，缓冲区面积 14.4842平方公里，实验区面积 6.3719平

方公里，禁养区面积 19.59平方公里。佛冈县自然保护区

禁养区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佛冈县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名称 级别 所属区域
主要保护

对象

保护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平

方公里）

观音山省

级自然保

护区

省级
观音山保护

区

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及珍稀动

植物

28.168 19.59

3. 森林公园

佛冈县有羊角山省级森林公园，面积 18.35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18.35平方公里。佛冈县羊角山森林公园禁养

区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佛冈县森林公园禁养区情况

名称 级别 所属区域
保护区面积（平

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

里）

羊角山森林

公园
省级 羊角山林场 18.35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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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

根据佛冈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30）以及动物

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因地制宜，

兼顾城镇发展，划定禁养区，佛冈县全县城镇建设用地面

积 91.49平方公里，相应禁养区面积 204.15平方公里，其

中石角镇禁养区面积 65.25平方公里，汤塘镇禁养区面积

56.92平方公里，迳头镇禁养区面积 24.05平方公里，水头

镇禁养区面积 19.44 平方公里，高岗镇禁养区面积 11.36

平方公里，龙山镇禁养区面积 26.61平方公里，观音山自

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0平方公里，羊角山林场禁养区面积

0.52平方公里。

表 4 佛冈县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情况

名称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石角镇 34.54 65.25

汤塘镇 22.40 56.92

迳头镇 8.42 24.05

水头镇 11.98 19.44

高岗镇 3.68 11.36

龙山镇 10.36 26.61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 0.00 0.00

羊角山林场 0.11 0.52

合计 91.49 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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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流水库禁养区

佛冈县主要河流干流及支流以及水库 500米以内区域

范围为禁养区，具体见表 5。河流水库禁养区总面积 197.74

平方公里，其中河流禁养区面积 162.24平方公里，水库禁

养区面积 35.50平方公里。

表 5 佛冈县河流水库禁养区情况

名称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上小洞水库 水库 2.03

大窝水库 水库 1.78

山田水库 水库 1.46

石瓮水库 水库 1.81

香粉厂水库 水库 1.78

放牛洞水库 水库 4.34

路下水库 水库 2.32

良洞水库 水库 4.79

止贝冚水库 水库 7.40

黄花河水库 水库 4.87

鸭仔下水库 水库 1.13

虎形冚水库 水库 1.79

龙溪水 河流 2.03

瑶洞水 河流 2.74

石潭水 河流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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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陂水 河流 31.27

四九水 河流 1.78

龙南水 河流 4.87

龙溪水 河流 69.00

潖江 河流 1.79

九曲水 河流 2.79

城迳水 河流 38.43

烟岭河 河流 1.27

6. 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

根据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

确定国道两侧 500米、省道两侧 200米、高速公路两侧 500

米以内的的区域为禁养区。具体见表 6。主要交通干道禁

养区总面积 154.48平方公里，其中国道禁养区面积 63.06

平方公里，省道禁养区面积 34.90平方公里，高速公路禁

养区面积 56.52平方公里。

表 6 佛冈县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情况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国道 63.06

省道 34.90
高速公路 56.52

7. 工业园区禁养区

佛冈县工业园区周边 500米范围内禁养区，具体见表

7。工业园区禁养区总面积 38.37平方公里，其中佛冈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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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石角片区地块一禁养区面积 2.70平方公里，佛冈工业

园区石角片区地块二禁养区面积 7.64平方公里，佛冈工业

园区汤塘片区地块三禁养区面积 6.54平方公里，广清园佛

冈汤塘片区禁养区面积 21.49平方公里。

表 7 佛冈县工业园区禁养区情况

名称
所在乡

镇

主导产

业
范围

工业园

区面积

（平方

公里）

禁养区面

积（平方公

里）

佛冈工业园区石

角片区地块一
石角镇

通用装

备

东至柯木迳、南至

白坟前、300 乡道、

西至锅也冚、北至

省道 252 线南面约

400 米

0.34 2.70

佛冈工业园区石

角片区地块二
石角镇

电子信

息

东至振兴南路、南

至 302 乡道北面约

80 米、西至潖江

河、北至清远市委

党校佛冈分校

1.74 7.64

佛冈工业园区汤

塘片区地块三
汤塘镇

食品饮

料、通

用装备

东至伏船岭、南至

迳 口 、 西 至 刀 那

山、北至潖江河

1.40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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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清园佛冈汤塘

片区
汤塘镇

新一代

信息技

术、生

物 医

药、高

端装备

制造、

新材料

西 接 京 港 澳 高 速

出口，南临省道

354 线，东连在建

的汕湛高速公路

11.23 21.49

8. 全县及各镇禁养区

佛冈县全县禁养区面积 472.64平方公里，占全县行政

区划面积 36.49%，其中石角镇禁养区面积 111.93 平方公

里、汤塘镇禁养区面积 92.30平方公里、迳头镇禁养区面

积 64.65平方公里、水头镇禁养区面积 43.09平方公里、高

岗镇禁养区面积 56.46平方公里、龙山镇禁养区面积 57.33

平方公里、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 20.53平方

公里、羊角山林场禁养区面积 26.35平方公里。

表 8 佛冈县各镇禁养区情况

名称
行政区划面积（平

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平方

公里）

禁养区所占比例

（%）

佛冈县 1295.2 472.64 36.49%

石角镇 347.68 111.93 32.19%

汤塘镇 229.37 92.30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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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头镇 185.04 64.65 34.94%

水头镇 146.21 43.09 29.47%

高岗镇 174.03 56.46 32.44%

龙山镇 160.47 57.33 35.73%

观音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

25.66 20.53 80.01%

羊角山林场 26.35 26.35 100.00%

三、畜禽养殖控管要求

1. 全面排查禁养区内所有的畜禽养殖场（小区）、专

业户，建立养殖档案。

2. 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改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小

区）、专业户。

3. 禁养区方案调整后位于禁养区的各类畜禽养殖场

（小区）、专业户全部关停转迁，全面实现禁养。

4. 各镇要依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环境承载能力

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禁养区以外区域的养殖总量、品种

规模化水平，严格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进行分类管控。对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在选址、

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从严控制，严格审

批；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

雨污分流，配套建设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设施，并

确保设施稳定运行。对于养殖专业户，要做到集约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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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推行废弃物的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利用周边耕地、

林地、草地、园地等消纳粪污，实现粪便和污水就近资源

化利用。对于散养密集区，要建设一批畜禽粪便污水分户

收集、集中处理试点工程；鼓励采用“共建、共享、共管”

的模式，建设污染防治措施，或者依托现有规模化养殖场、

养殖小区的治污设施，实现养殖废弃物的统一收集、集中

处理。

四、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及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牵

涉面广，要成立县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县

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

公室、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

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县水利局、佛冈供电局的负责人和各镇镇长为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

村局，负责整治日常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办公

室主任，办公室成员从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佛冈

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和各镇人民政府抽调人员组成，协调、

指导相关工作。其它成员单位指定主要领导为负责人，并

按照工作职责，积极完成各自职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

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路线图，建立考核机制，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有效推进禁养区畜禽养殖单元关闭、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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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工作开展；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各镇和各有关部门要明确专人和专抓队伍，

切实抓好禁养工作。县政府将畜禽养殖禁养工作纳入各镇、

相关部门目标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细化工作措施，

逐级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明确责任，齐抓共管

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合

作、齐抓共管、联动执法，形成合力，确保按期完成禁养区

内畜禽养殖单元依法关闭或搬迁工作，并切实加强畜禽养殖

单元污染整治的日常监督管理和联合执法力度，打击各种养

殖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巩固畜禽养殖清理整顿工作成果。

各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对辖区内现有畜禽养

殖场实施逐步搬迁或关闭等规范整治工作，具体包括：摸清

辖区内畜禽养殖场及饲料店、兽药店、市场销售户情况；制

定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畜禽养殖规范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做好畜禽养殖场规范整治的宣传发动工作，动员、引导养殖

场自觉配合规范整治行动；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畜禽养殖场送达法律文书；对违法建设依法组织

实施强制拆除；负责清拆后原养殖场的复原、复耕、复绿。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畜禽养殖业禁养区划分提出意见，会同

各镇对划定区养殖状况进行摸底，提出分类处理意见，会同

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负责全县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的监

督管理工作，对禁养区内不符合《畜牧法》和《广东省农业

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的养殖场的清理、关停，指导、监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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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区外的养殖场按《畜牧法》和《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规定规范建设、经营、办证；推广先进畜禽养殖技术，指导

督促养殖企业和个体养殖场（户）推广沼气技术，发展立体

生态农业，就地消纳养殖废水、废物，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效

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指导生态养殖示范场建设；根据

职能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畜禽养殖场，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依法查处。市生态环境局佛冈分局负责会同县农业农

村局指挥、协调专项整治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负责养殖场污物排放监控，对超

标排放的依法处理；对养殖场的环境保护违法行为依法予以

查处。县发改局对不符合规划的养殖企业，不予或取消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和投资。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按有关法律法

规办理畜禽养殖场用地审批等手续；对畜禽养殖场的土地违

法行为予以查处；根据职能核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林

场内畜禽养殖场，并引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畜禽

养殖场自行整改、关闭；积极协助县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对林

地内畜禽养殖场规范整治工作；指导和监督镇政府清理林地

上违法搭建的畜禽养殖场；依法办理占用林地审批手续；对

违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县水利局协助县农业农

村局核定位于水源保护区的畜禽养殖场名单；对有水务违法

行为的畜禽养殖场予以查处；协助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江

河、水库畜禽养殖场规范整治工作。县城管局负责城镇规划

区内违法行为查处，规划区外属镇政府职责；积极协助县政

府有关部门开展养殖场污染整治工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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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取缔无营业执照的畜禽养殖场，对被责令关闭的养殖场吊

销其营业执照；积极协助县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养殖场污染整

治工作。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对旅游区内畜禽养殖业

禁养区进行管理。县委宣传部负责大力宣传县委、县政府决

策部署，宣传国家、省、市、县对畜牧业的有关政策、法规，

宣传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养殖场关闭搬迁等工作，重点曝

光畜禽养殖场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提高干部群众对畜禽

养殖污染、卫生防疫安全的认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县

应急管理局负责指挥、协调规范畜禽养殖专项整治工作中出

现突发事件的各项应对工作。县财政局负责保障落实规范整

治工作经费，监督检查畜禽养殖场规范整治专项经费的落实

和使用情况。佛冈供电局负责对到期限关闭、拆迁的畜禽养

殖场，作停电处理。县公安局负责专项整治行动期间的治安

秩序。县信访局负责做好畜禽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期间的信

访工作。县司法局负责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政府的行政

执法活动，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依法受理行

政复议申请，协助县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做好诉讼等法律事

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监督被关闭养殖场

与其从业人员解决好劳资关系，协调、指导有关人员转移就

业。

（三）加大宣传，长效管理

各镇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广泛动

员，加强畜禽禁养区划定和关闭搬迁工作的宣传教育，做

好政策解读，争取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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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耐心细致地做好涉及关闭搬迁养殖业主的思想工

作，合理补偿到位，切实保障关闭搬迁养殖户的利益。要

规范畜禽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程序，坚持公正、公平、公

开，畅通各种信息渠道，协调处理好各类问题，稳步推进

整治工作。建立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工作定量考核制度，

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逐步建立环境保护责任追究

制度、公众监督制度，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公众参与和

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维护

群众环境权益，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发展的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有关说明

（一）本方案发布后国家、省颁发的法律、法规、规

章对禁养区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二）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图图图图 1.1.1.1.佛冈县行政区划图佛冈县行政区划图佛冈县行政区划图佛冈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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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佛冈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 3.3.3.3.佛冈县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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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4.佛冈县城镇居民区分布图



图 5.5.5.5.佛冈县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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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6.6.佛冈县水系图



图 7.7.7.7.佛冈县主要交通干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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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8.8.佛冈县工业园分布图



图 9.9.9.9.佛冈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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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10.10.佛冈县石角镇禁养区分布图



图 11.11.11.11.佛冈县汤塘镇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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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12.12.佛冈县迳头镇禁养区分布图



图 13.13.13.13.佛冈县水头镇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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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4.14.14.佛冈县高岗镇禁养区分布图



图 15.15.15.15.佛冈县龙山镇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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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6.16.16.佛冈县观音山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图 17.17.17.17.佛冈县羊角山林场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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