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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共享农庄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共享农庄的定义、总体要求、建设内容标准、综合效益标准、等级划分标准等。

本规范适用于海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共享农庄的规划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9664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GB9667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GB/T10001.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2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15566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GB16153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18483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T18973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26361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分

JGJ64饮食建筑设计规范

LB/T065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NY/T2366休闲农庄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共享农庄

以充分涵盖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形式为主要载体,以各类资本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建设运营主体,

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农业和民宿共享为主要特征,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服务功能于一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乡村振兴综合经营发展模式。

4 总体要求

4.1 共享农庄必须遵循有关方针、政策及法规。

4.2 共享农庄建设应坚持以农为本、规划管控、市场主导、资源共享、试点先行、助力脱贫、绿色理念、彰显文

化、突出特色和三大效益并重的基本原则。

4.3 共享农庄应将闲置资源如民宿、土地、产品、资源、项目等进行共享,共享模式包括产品订制型、休闲养

生型、投资回报型、扶贫济困型、文化创意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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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坚持规划先行,坚持规划管控,符合“多规合一”要求和不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4.5 共享农庄在筹建时宜聘请具有规划设计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制建设规划。

4.6 共享农庄建设规划应包括总论,建设条件分析、评价,建设的基本思路、目标,目标客群分析,功能区的

划分,共享活动及消费项目,农业生产项目,休闲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共享农庄运营模式等。

5 建设内容

5.1 功能板块

共享农庄基本功能板块包括生产、生活、体验、购物、餐饮、住宿等六大功能,除生产功能外,其他功能板

块应集中集约布局。

5.1.1 生产功能

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或者从事畜禽、水产等养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应符合

相应国家标准要求。在符合多规合一要求的前提下,该功能区域占比不低于农庄总面积的80%,且不少于

100亩。

5.1.2 生活功能

设置田园生活场景,营造田园生活方式,满足消费人群的休闲度假、养生居住生活需求。

5.1.3 体验功能

设置体验式消费项目,如种植采摘、农耕文化、手工制作、教育科普体验等,满足消费者各种休闲体验需

求。

5.1.4 购物功能

提供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及加工品、衍生品等产品,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

5.1.5 餐饮功能

根据共享农庄实际条件统筹安排餐饮功能,以当地特色传统菜肴为主,兼顾不同人群喜好。

5.1.6 住宿功能

在符合规划管控条件下可适当建设乡村客栈、度假民宿等住宿设施。

5.2 共享方式

5.2.1 产品共享

以个人订制或团购订制等形式,为消费者提供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直供、认种、认养等订制服务。

5.2.2 民宿共享

利用获得的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或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宅基地,采取合作、租赁等方式,发展民宿客

栈。

5.2.3 土地共享

将农庄的菜地、果园或其它农地划分为若干小块,以众筹的方式,将其经营权租赁给消费者,用于农业生

产或农事体验。

5.2.4 资源共享

将农庄闲置的场所、公共空间等资源释放出来,以租赁、合作等形式满足消费者需求。

5.2.5 项目共享

以合作或众筹等方式共建农庄,或共建某一特定的项目,消费者及投资者按约定获得实物回报或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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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回报。

5.3 基础设施

5.3.1 基本要求

5.3.1.1 整体规划应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

5.3.1.2 整体环境优美,自然资源协调;

5.3.1.3 建筑外观、形式、色彩、材料及空间尺度与周围环境协调,民宿(客栈)不能超过三层,充分体现海南

地域和民族特色;

5.3.1.4 具备完善的游览系统;

5.3.1.5 积极推广有关节能环保技术,对基本农田和水域采取保护措施;

5.3.1.6 农庄内无裸土,无荒地;

5.3.1.7 农庄宜通过循环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废水以及利用循环生物链发展禽畜养殖业与水产养殖区;

5.3.1.8 公共场所无垃圾杂物,水面无污染;

5.3.1.9 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的要求;

5.3.1.10 噪音质量应符合GB3096中的相关规定;

5.3.1.11 油烟排放应符合GB18483的相关规定。

5.3.2 餐饮设施

5.3.2.1 餐饮服务设施符合GB/T26361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分的要求;

5.3.2.2 餐饮建筑设计应内外空间互相渗透,造型应新颖、独特,与乡村自然环境协调符合现行JGJ64饮

食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

5.3.2.3 餐饮建筑的体量和烟筒高度不应破坏原有景观和环境;

5.3.2.4 应具备一次接待就餐人数不少于50人的场地;

5.3.2.5 使用本地特色无公害农副产品比例达到70%以上,有本地农家菜、时令菜。

5.3.3民宿设施

5.3.3.1 根据游客规模和需求,确定接待房间、床位数量及档次比例;

5.3.3.2 服务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LB/T065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的规定;

5.3.3.3 经营用房单体建筑内的房间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4个房间;

5.3.3.4 内外整洁卫生,无异味,卫生间设施齐全完好;

5.3.3.5 卧具一律消毒处理并一客一换。

5.3.4道路设施

5.3.4.1 外部可进入性强,到达农庄的道路交通状况良好、便利;

5.3.4.2 内部交通通达性强,具有独立的生产(消防)通道、观光游览道路等;

5.3.4.3 有与车位需求相适应的停车场;

5.3.4.4 道路网设计必须满足农业生产、农产品观光采摘、环境保护及职工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

5.3.4.5 道路建设符合NY/T2366休闲农庄建设规范的规定。

5.3.5水电设施

5.3.5.1 污水处理设施或中水设施应符合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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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给水方式既可采用集中管网给水,或采用机井给水;

5.3.5.3 给水水源符合饮用水标准;

5.3.5.4 排水工程必须满足生活污水、生产污水和雨水排放的需要;

5.3.5.5 排水方式宜采用暗管(渠)排放,做到雨污分离,污水排放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生活、生产污水,必

须经过处理后排放,不得直接排入水体和洼地;

5.3.5.6 供电工程应根据电源条件、用电负荷和供电方式,本着节约能源、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原则进行

设计;

5.3.5.7 照明宜采用分线路、分区域控制,并将照明与防止消灭农业病虫害结合起来;

5.3.5.8 在变电所和变压器的周围,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5.3.5.9 供电线路敷设,一般不应采用架空线路,必须采用时,线路应尽量沿路布设,避开中心农庄和主要

景点,尽可能不跨越建筑物或其他设施。

5.3.6消防设施

5.3.6.1 应建设完善的消防综合设施;

5.3.6.2 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5.3.6.3 易燃易爆物品的存储和管理符合消防部门的相关规定。

5.3.7 景观设施

游览、休憩、服务性建筑物的位置、朝向、高度、体量、空间组合、造型、色彩及其使用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与地形、地貌、山石、水体、植物等其它景观要素和自然环境统一协调;

———层数不应超过三层;

———起主题和点景作用的景观建筑高度和层数服从景观需要;

———亭、廊、花架、敞厅的楣子高度应考虑游人通过或赏景的要求;

———亭、廊、花架、敞厅等供游人坐憩之处,不采用粗糙饰面材料,也不采用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

———共享农庄内景观最佳地段,土壤肥沃地段,不得设置餐厅及集中的服务设施;

———景观小品的位置、高度、体量、风格、造型、色彩要与整体环境相适应。

5.3.8 卫生设施

5.3.8.1 各类场所卫生达到GB9664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的规定,餐饮场所达到GB16153饭馆(餐厅)

卫生标准的规定,游泳场所达到GB9667游泳场所卫生标准的规定;

5.3.8.2 公厕数量与接待能力相匹配,布局合理,设施设备齐全;

5.3.8.3 垃圾箱配备应满足需要,开展生活垃圾和资源化利用,做到垃圾处理及时,日产日清,集中处理;

5.3.8.4 配备卫生消毒设施,不使用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5.3.9 配套服务设施

5.3.9.1 游客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具备提供信息、咨询、游程安排、讲解、教育、休息等旅游设施和服务

功能;

5.3.9.2 农庄内应合理布设指示性标牌、规定性标牌、说明性标牌、解释性标牌及宣传性标牌等多种引导标

识系统,烘托整体环境,并用规范的中英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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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建设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和GB/T15566的要求;

5.3.9.4 设立旅游购物场所,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秩序良好,旅游商品种类丰富,地方特色突出;

5.3.9.5 咨询与投诉管理制度规范,有咨询、投拆接待人员,游客的问讯能得到及时解答;

5.3.9.6 建立电子商务系统平台,具备网上查询、预定、支付等服务功能等;

5.3.9.7 共享农庄要覆盖光网,4G/5G信号覆盖农庄。安装可视化的物联网设备并接入政府或海南共享

农庄联盟的管理平台,实现和移动互联网等的可视化接口。

5.4 经营管理

5.4.1 经营组织

5.4.1.1 以企业为主体。按照“企业+农民”或“企业+合作社+农民”的模式,由企业以股份合作、租赁等

方式,整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资源,或利用企业自身土地、房屋资源,进行共享农庄的开发建设经营。

5.4.1.2 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按照“农民合作社+农民”的模式,由农民合作社以股份合作、租赁等方式,

整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资源,进行共享农庄的开发建设经营。

5.4.1.3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把发展共享农庄作为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发展多

种形式的股份合作,组织村集体成员参与共享农庄建设,增强和壮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让农民通过

参与共享农庄建设分享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成果。

5.4.2 管理制度

共享农庄应建立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包括:生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项目开

发运营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应急救援制度等。

5.4.3 人员培训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定期对共享农庄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综合素养等方面的培训,并

建立培训档案。

5.4.4 服务要求

5.4.4.1 仪表衣着

服务人员应按规定着装,佩戴服务标志,仪容仪表得体。

5.4.4.2 服务态度

服务人员应自然、亲切、热情适度,微笑服务,礼仪礼节得当。服务人员应遵守承诺,保护隐私,尊重客人

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保护客人的合法权益。晚间应有值班人员或值班电话。遵守服务人员守则、规章制

度和劳动纪律。

5.4.4.3 服务技能

服务人员应掌握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服务技能,高效率地完成对客服务。服务人员应提供温馨细致地服

务。服务人员应熟悉当地旅游资源,可为宾客作介绍。服务人员应熟悉当地特产,可为宾客做推荐。定期进

行服务人员技能培训。

6 综合效益

6.1 经济效益

6.1.1 企业:三产融合基础好,带动作用突出;财务收益预期良好;经营三年能够实现盈余,有带动农户持续

稳定增收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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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农民合作社:三产融合基础好,带动作用突出;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三年能够实现盈余,有社员入股清

单,盈余后有盈余分配记录。

6.1.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通过土地流转或股份合作方式,建立股份合作经济,让

集体经济成员获得稳定收益。

6.1.4 共享农庄必须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体,建成运营后年度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应占到整个农庄收入的

30%以上;农庄年接待人数1万人次以上;年直接收入(指发展共享农庄所获得的直接收益)100万元以上

(扶贫济困型农庄可适当放宽)。

6.2 社会效益

农庄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20人以上;间接提供劳动力就业50人以上。

6.3 生态效益

农庄绿化美化好,生态环境优良;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农庄内无裸土、无荒地、水面无污染、公共

场所无垃圾杂物。

7 等级划分

共享农庄分为三个等级:钻石级、黄金级、白银级,三个等级的共享农庄应满足下列基本要件,等级评分

标准见附录。

7.1 钻石级

7.1.1 基础条件

———应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农庄内外部通达性好,设置交通工具停放地、游览路线及导引标识系统,方便抵达。

———食宿应专业设计,体现当地特色和文化,整体建筑与周边协调,内部提供高品质用品。

———购物场所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环境整洁,商品地方特色突出。

———安全意识强,开展和建立消防安全和安全巡查制度。

———农庄内各项基础设施配置完备,能够满足共享农庄建设需求。

———农庄内优质4G/5G信号覆盖旅客活动场所,重点公共场所有优质免费WiFi信号覆盖,民宿房间内

安装光纤宽带网络,提供免费 WiFi。设立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

———农庄所在公路边、河边、山边、海边等区域全面达到洁化、绿化、美化要求。

7.1.2 经营状况

年收入达到800万元以上。带动农民增收突出,直接吸纳劳动就业人数80人以上。

7.1.3 管理体系

投资结构明晰,财务状况良好,有入股清单和盈余分配记录等。规章管理制度完善,定期开展员工就业、

安全生产等培训,每年进行全员培训4次以上。

7.1.4 服务体系

———应建立优秀服务团队,提供舒适、周到服务。服务流程完善,服务水平高。

———定期进行服务质量调查,调查样本好评率不低于90%。

7.1.5 共享模式

———农民在村集体组织、合作组织、企业等主体中参与程度高,共享经营活动应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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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利益联结机制可操作性强,农民分享发展红利。

———农庄有不少于20个经营项目,其中共享项目不少于6个。

———市场知名度高,共享辐射面广。充分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粉丝量达到1万人以上。

———可提供农产品线上溯源信息,且可通过电商平台提供线上预定服务。

7.2 黄金级

7.2.1 基础条件

———应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

———农庄内外部通达性较好,设置交通工具停放地、游览路线及导引标识系统,方便抵达。

———食宿设计体现当地特色和文化,整体建筑与周边协调,内部提供高品质用品。

———购物场所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环境整洁,商品地方特色突出。

———安全意识较强,开展和建立消防安全和安全巡查制度。

———农庄内各项基础设施配置较完备,能够满足共享农庄建设需求。

———农庄内优质4G/5G信号覆盖旅客活动场所,重点公共场所有优质免费WiFi信号覆盖,民宿房间内

安装光纤宽带网络,提供免费 WiFi。设立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

———农庄所在地达到洁化、绿化要求。

7.2.2 经营状况

年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带动农民增收突出,直接吸纳劳动就业人数50人以上。

7.2.3 管理体系

投资结构明晰,财务状况良好,有入股清单和盈余分配记录等。规章管理制度较为完善,每年进行全员

就业、安全生产培训3次以上。

7.2.4 服务体系

———应建立服务团队,提供周到服务。服务流程完善,服务水平高。

———定期做服务质量调查,调查样本好评率不低于85%。

7.2.5 共享模式

———农民在村集体组织、合作组织、企业等主体中参与程度较高,共享经营活动应对地方经济、社会、文

化产生促进作用。

———农庄有不少于15个经营项目,其中共享项目不少于4个。

———市场知名度较高。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粉丝量达到8000人以上。

———可提供线上预定服务。

7.3 白银级

7.3.1 基础条件

———应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

———农庄内外部通达性较好,方便抵达。

———食宿设计体现当地特色,整体建筑与周边协调,内部提供较为舒适用品。

———购物场所应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环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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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和建立消防安全和安全巡查制度。

———农庄内优质4G/5G信号覆盖旅客活动场所,民宿房间内安装光纤宽带网络,设立微信、支付宝等电

子支付方式。

———农庄所在地达到洁化、绿化要求。

7.3.2 经营状况

年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带动农民增收突出,直接吸纳劳动就业人数20人以上。

7.3.3 管理体系

投资结构清晰,财务状况良好,有入股清单和盈余分配记录等。规章管理制度较为完善,每年进行全员

就业、安全生产培训2次以上。

7.3.4 服务体系

———服务流程较完善,服务水平较高。

———定期做服务质量调查,调查样本好评率不低于80%。

7.3.5 共享模式

———农民在村集体组织、合作组织、企业等主体中参与程度较高。

———农庄有不少于10个经营项目,其中共享项目不少于2个。

———市场知名度较高。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粉丝量达到5000人以上。

———可提供线上预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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