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近年来，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渴望多样性、便捷化的观光游
憩，在这过程中更注重对自然生态、传统文化的体验。
u潮砥镇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优美的自然风景，空气清新，民俗风情浓厚等独特
特点，是开创乡村产业旅游新模式的理想之地。
u旨在开创潮砥发展的新时代，建构以山水资源银行为突破的新模式，创造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潮砥旅游品牌，建设一个有主题的潮砥村镇集体产权改革试验区。



项目分析

设计总体定位

区域旅游规划

核心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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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u  贵州省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加强绿色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 。深入实施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项行动计划, 。在突出特色上下功夫。善做山和水的文章,保护好溪流、林草、山丘等生
态细胞和民族村寨、传统村落等文化元素,传承好传统文化、耕读文明、田园生活,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在产业培育上下功夫。充分利用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的机遇,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和乡村旅游业,让更
多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让更多的游客在乡村坐下来、住下来。
u  德江县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独特等优势，规划
建设大健康产业园、大健康怡养中心，积极发展医药医疗产业、保健养生产业、运动康体产业，培育发展一批休
闲养生、康体养生、生态养生等新业态，推动大健康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旅游，
促进旅游业井喷式增长。

1、相关政策分析

————中央、省、市、县的一系列发展策略为潮砥的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政策优势，也为潮砥的发展确定了
明确的发展方向----以自然山水为基础，发展以休闲、养生、度假为主题的健康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潮砥镇为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下辖的一个镇，潮砥集镇坐落在乌江之滨、小溪河岸。地处德江县东南部，镇

政府驻地距县城30公里，东邻枫香溪镇，西抵乌江河流，南接思南县鹦鹉溪镇，北与长堡乡毗邻。

————优越的地理位置，较为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吸引人流进入提供了便利。

2、区位条件分析



3、自然条件分析

        潮砥，原名潮底，险滩之意。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黎星垣因滩上巨石有西麓田秋题曰“黔中砥
柱”，因取其义，以砥易底，音同而义优，改名潮砥。

        气候
        潮砥镇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7.1℃，境内最高海拔青龙仙山1106.8米，最低海拔石板
江边337.4米，相对高差769.4。气候温和，全年无霜期269天。

        土地
        全镇总面积58.38平方公里。属武陵山系。适合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红苕、花生、西瓜等农作物
和油桐、杜仲等经济林的生产。

        水域
        水资源丰富，水上交通较为发达。乌江盛产名贵鱼种——鲢鱼。沿河两岸均为优良坝田，素有“鱼米
之乡”之美称。

————适宜的气候、丰富的土地资源及宽广的水域为潮砥镇各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4、资源条件分析

牧渔业成为农村的主要增收途
径之一。全镇2011年饲养生猪
2.39万头、牛0.51万头、山羊
1.93万只、家禽5.86万羽，生
产肉类1056吨、禽蛋156吨；
镇内拥有各类捕捞渔船13艘，
捕捞水产品85.6吨。牧渔业总
产值3165万元，占农业产值的
33.25％。

农业结构稳步调整。2007年确
立“一村一特，一村一品”的发
展思路，至2015年累计发展精
品水果266.67公顷、经果林140
公顷。建立果蔬种植、畜牧养殖、
蜂产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20个，
其中注册为微型企业12个。

林业树木覆盖率不断提高。在政府
的号召下，村村寨寨开展封山育林
活动，同时整村推进石漠化治理，
截至2011年末，累计造林1867公顷，
林木覆盖率43.7％。

————农业稳步调整，牧渔业日益成熟，林业不断提高，使潮砥开发具有有力基础。



5、民俗特色分析

潮砥乌江鱼
将乌江鱼切片，以食
油，辣椒，姜蒜等多
种佐料泡制，使之具
有鲜、香、嫩、滑等
特点，一时间乌江鱼
食者甚众。

青草大曲
大曲的原料主要是小
麦、大麦，加上一定
数量的碗豆。

衣着
男穿深蓝色长衫纹、对
襟、汗衫，女穿左开外
脱襟牌子衣、头包白色
折叠帕，男女均穿大脚
大腰折折裤，女裤为栏
杆绣花裤，全为手工裁
缝。

哭嫁 
姑娘出嫁时实行哭嫁在
堂屋内设哭堂，由专人
将前来庆贺亲朋请入堂
内，嫁女一个一个坐着
哭，亲朋好友送给出嫁
女礼金或礼物。

————“鱼米之乡”的美称及潮砥镇的特色民俗为吸引人流提供了又一有力的保障。



6、自然特色分析

乌江奇石 
乌江奇石是通过江水多年冲刷而成，造形独特，形状各异，如
“少女出浴”、“悟空取经”、“老虎”、“恐龙”、“玉兔
观天”等图案栩栩如生。

乌江，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
贵州第一大河。

乌江捕鱼，乌江鱼品质较好，吸引
了远近的捕鱼爱好者。

乌江睡佛，庞大山体状如一仰卧
睡佛，形象逼真。

————优美的自然景观为潮砥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人文特色分析

潮砥乌江古纤道
乌江峡谷中的独特风景，堪称乌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纤道位于潮砥乌江两岸悬崖绝壁之上，由
人工凿成的船工专用通道，高出乌江江面4米至6米，宽为0.5米左右，高度不足1.5米，纤夫须在号子的统
领指挥下躬身其中，匍匐而行，是纤夫的一条生死线。

绞关站遗址
专为涨水时绞关用
的，始建于1972
年，依峭壁而建，
垂直江面150余米。

黔中砥柱
位于德江县潮砥镇潮
砥社区乌江边巨石上。
字体全为楷书，端庄
而苍劲，字体工整古
朴,该石刻为贵州省教
育先行明代田秋的唯
一手迹。

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资源是潮砥旅游业发展的又一有力条件。
综合以上发展优势分析，潮砥镇具有十分优越的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的条件，投资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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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设计指导思想

       以弘扬潮砥镇的优势资源，即“游乌江，行古镇，观奇石，玩垂钓，品脐橙”的理念为
切入点，以明代田秋的唯一手迹“黔中砥柱”为依托，通过对原生态的自然山、水环境的利
用，重点打造凸显乌江流域文化及土家建筑风格老集镇--潮砥旧址，以潮砥旧址为核心，整
合周边旅游资源，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乌江古镇，形成“乌江古韵，黔
中人文，潮砥美食”文旅品牌的村镇旅游品牌示范区。



发展目标

“三农一城”改革示范区

民族建筑保护与利用示范区

村镇品牌示范区

资源银行改革试验区

主体功能定位

大美贵州，黔中砥柱

潮砥古镇——我们与世界同步！

2、主体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



3、发展支柱产业



4、打造潮砥名片

“着力宣传六大品牌，打造潮砥名片”

名
人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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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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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旅游路线及景点

      自然的山水风景资源为潮砥镇发展休闲、养生
等旅游产业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条件。

 旅游景点：景点一—潮砥新集镇

                  景点二—潮砥大桥
             
                  景点三—潮砥古镇旧址
  
                  景点四—黔中砥柱石刻
    
                  景点五—文笔峰观音阁
  
                  景点六—潮砥古民居
  
                  乌江、印江乘船游览观光线

潮砥新集镇

潮砥大桥

潮砥古镇旧址

黔中砥柱

文笔峰观音阁

潮砥古民居

乌江、印江乘船
游览观光线



2、景点一—潮砥新集镇

      潮砥镇经过三次搬迁最终在潮砥、青草、安
坝三村交界处至旧屋基一带建设潮砥新集镇。

第一次搬迁

第二次搬迁

青龙嘴（潮砥古镇旧址）

第三次搬迁

新集镇（张家嘴）

迁至东岸王爷庙下

潮砥新集镇

青龙嘴（潮砥古镇旧址）

东岸王爷庙下



2.1、景点一—潮砥新集镇风貌



2.2、景点一—潮砥新集镇风貌



3、景点二—潮砥大桥

潮砥大桥

潮砥大桥位于潮砥新集镇南侧，
是新集镇与老集镇之间联系的
交通要道，是潮砥奇景乌江睡
佛最佳观赏处。



3.1、景点二—潮砥大桥观山览水

观山

览水



4、景观三—潮砥古镇旧址

       由于近年来沙坨电站已竣工，水位保持稳定，潮砥古镇旧址并未被
淹没，遂对潮砥古镇旧址进行以旅游为主题的旅游核心区开发建设。

潮砥古镇旧址



4.1、景观三—潮砥古镇旧址民俗、民宿体验

       潮砥古镇民俗风貌体验，在广场举行傩戏文化汇演、乌江奇石展示、逛老街集市等活动。

       潮砥古镇古民居体验，参观重建修复后的古民居、留宿、租住养生等。



5、景点四—黔中砥柱石刻

 《民国思南县志稿》载：“思南潮砥有石临官道，高数尺，上有镌‘黔中砥柱’四字，嘉靖间郡人田秋题。” 
前款为“甲申岁（1524）孟春月吉旦”，落款为“西麓田秋题”。“黔中砥柱”四个字，每字约0.3平方米；
其前后小字，每字5厘米。四周刻一条长方形单线边框，字体全系楷书，拙朴苍劲。石刻“黔中砥柱”林立于
乌江潮砥滩乱石之中。

黔中砥柱石刻

贵州省教育先行、明代思南府第二位登进士田秋留给后人的唯一手迹-----黔中砥柱



6、景点五—文笔峰观音阁

        观音阁坐落於乌江边的文笔峰半山腰悬崖石台上，其历史悠久，雄奇险峻，远近闻名，是著名的佛教古
迹。文笔峰是一座从西向东、横截乌江、凌空而起的山峰。宛如一道屏风横，峰高约300余米，顶端有三峰突
出，形如笔架，故名文笔峰。



7、景点六—潮砥古民居

       潮砥古民居位于潮砥南部，文笔峰观音阁的东部半坡上。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大院子黎氏老宅”“官宅
古寨刘氏老宅”。

      位于乌江潮砥滩的东岸边，始建于明代。古寨多为三合院，青石板院落，封火墙围护，房屋为穿斗式小青
瓦建筑，廓、栏、门窗均有花草虫鱼装饰，造型美观，四周环境优美。

 大院子黎氏老宅

官宅古寨刘氏老宅
      潮砥刘家湾刘氏一老宅，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木构建筑，房屋宽大，共五间。门、窗、壁、梁各有特
色。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不改色。除正房外，还有三栋稍小的木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整个建筑独具有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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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区用地现状

用地范围：规划用地为潮砥旧址的村镇建设用地，规划
面积7.22公顷。因自然地势高差将用地划分为南北两个
地块，两地块的地形高差在3.5米左右。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北部地块为原潮砥居民民房拆迁后
的旧址，场地地势平缓，适宜进行开发建设；南部地块
为原潮砥镇的公共建筑中心，现状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
建筑。保留建筑面积为5163.93平方米。此外，在规划
用地范围内还穿插有少量的耕地、林地、菜地。

北部

南部



2、核心区洪水淹没控制
        潮砥古镇旧址（青龙嘴）居思
南县乌江下游25千米，与印江河
（小溪河）流入乌江之交汇处乌江
东岸，似如半岛的青龙嘴。集市海
拔340米。原集镇高程320一400米。
因预计沙沱电站建成后蓄水导致集
镇部分为淹没区，所有居民整体搬
迁至张家嘴新集镇，原有建筑设施
全部销毁。
         随着近年来沙沱电站建成，
水位高程为365米，潮砥古镇旧址
仍有部分用地（高程370—400米）
未被淹没，随对其进行从新开发建
设。

       水位高度现状

9月—次年5月，水位保持365米；

5月—当年9月，水位保持354米；



3、核心区规划思路及原则

规划思路

立足现状，以城乡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优化、可持续发展为指
导，营造具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特色休闲、养生基地，是集商贸、创业、人居、
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休闲胜地和新农村示范样板工程。

规划原则

1、多重效益、协调发展：将
环境保护、自然的山水田园
和旅游观光并重考虑，努力
做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

2、科学统筹、持续发展：结合
当地的实际需求，力求使本设
计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实
施性，以及适度的超前性，努
力安排好项目建设前期与后期
的衔接和过度。

3、服务经济、惠泽民生：满足
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充分照顾当地的经济构成特点
，进一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核心区规划总体布局

第二组团

第一组团

       方案采用组团式布局，由自然的地势高差将用地
划分为两大组团，即第一、第二组团：
      第一组团
      用地面积：33867.80平方米；
      建筑面积：11617.04平方米；
      第一组团与景区对外交通出入口相连，主要功能
规划为以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规划以车行路与环状步
行路结合组织车行与人行交通，建筑以保留原有建筑
为主，规划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并根据景区的功能
要求进行适当的功能改造利用；
      第二组团
      用地面积：38293.08平方米；
      建筑面积：  9975.36平方米；
      第二组团主要功能规划为以亲水、观山、游憩娱
乐，民风、民俗体验功能为主，规划道路以人行交通
为主，以观景台和民俗广场为主要的景观节点，建筑
延续土家传统的院落式布局，为建筑的整体迁移、修
缮、利用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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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核心区空间结构规划

 潮砥古镇旧址总体布局框架为：
“六区，一带”

六区：
    综合服务区
    潮砥饮食文化体验区
    潮砥民俗文化体验区
    休闲养生体验区
    观江垂钓体验区
    特色农业体验区
一带：
    沿乌江、印江滨水景观风光带



7、核心区道路规划

潮砥古镇旧址道路由其山势影响，规划多
以步行道路为主，结构框架为：“一横，
一纵，两环”的网状道路形式。

一横：
    为潮砥古镇旧址现状对外车行道路；
一纵：
    为贯穿潮砥古镇旧址的一条主要步行道
路；
两环：
    为潮砥古镇旧址现状高差而规划两条环
状道路，以满足参观游览。



8、绿化、景观规划

 潮砥古镇旧址景观绿化规划主要由“一个
主要轴线，两个次要轴线，两个组团中心
节点和多个次要节点”构成。景观视线通
透、明朗。



10、规划旅游路线及节点

1、休憩茶楼
2、露天泳池
3、垂钓栈道
4、滨水广场
5、乘船渡口
6、名人栈道
7、露天野营
8、观江塔
9、游乐园
10、采摘园
11、潮砥码头

12、清幽小屋
13、步行至观音阁景观廊
14、车行至观音阁景观廊
15、服务中心
16、潮砥特色饮食
17、青石天梯
18、奇石交易展览馆
19、民俗广场
20、潮砥古宅
21、瞭望台
22、农业种植观光

 规划景观游览路线自东延伸至整个潮砥景区，
最终通往其它风景观光点（黔中砥柱、观音
阁等）。



9、节点意向规划

1

4

5

1、滨水沿线观光

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4、游乐园及观江塔观光
5、至其它景点沿线观光

2

3



9.1、滨水沿线观光



9.1、滨水沿线观光



9.1、滨水沿线观光



9.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9.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9.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9.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9.2、农业、饮食、养生以及服务中心观光



9.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9.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9.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9.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9.3、民俗、民宿、古宅以及石文化观光



9.4、游乐园及观江塔观光



9.5、至其它景点沿线观光



有什么样的目标

就有什么样的事业

成功就在于我们对目标的选择和执着的追求

尽自己所能努力做到最好

             ——潮砥古镇开发，你我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