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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要措施，是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深化

改革和严格土地管理的重大举措，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重要依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资源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处于先行地位、

基础地位和龙头地位。为更好地保障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深化加强土地宏观调控，保护、整治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同

时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改变传

统的土地利用模式，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

保护的关系，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国土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

函[2016]1096 号）和《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

案工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 号）等规定，按照国家及辽宁省

的安排部署并结合《抚顺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及《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大

苏河乡人民政府组织对《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苏河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本调整方案基础数据年为 2014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2014 年

底大苏河乡土地总面积为 27529.7 公顷，下辖何庆村、长沙村、大堡村、

平岭后村、南天门村、杨家店村、三十道河村、钓鱼台村、大苏河村、

小苏河村等 10 个行政村。本调整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照现行规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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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规划共同组成了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

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规划各项建设和统筹土地利用的基

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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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整指导思想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认真落实抚顺市和清原县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把握新一轮东北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统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土地利用，以保护资源、保

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线，为大苏河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

供全方位用地保障。 

（二）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指导原则、

总体战略和主要任务基本不变，继续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区域

统筹调控政策、土地利用重点项目和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局部调整完善

现行规划，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基本农田、

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布局，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数

量基本稳定、质量不降低，同时强化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对第

二次土地调查查明增加的耕地，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

和根据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外，均予以保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和省、市区域发展战略及“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

外，均应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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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约集约、优化结构。按照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用地的总要求，

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避免建设用地不合理外延扩张；统筹建设用地

增量与存量，注重存量挖潜和低效用地改造，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

统筹配置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适当增加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用地需求。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

与全局的关系，突出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

构建并不断完善促进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用地政策机

制，统筹配置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强

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林业保护规划和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等相关专业规划的协调

衔接，强化规划自上而下控制，不断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

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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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规划目标调整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全面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到 2020 年，全乡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962.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032.1 公顷。 

（二）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全面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建设用地空间得到合理拓

展，科学发展用地得到有效保障，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显著提高。到 2020 

年，全乡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45.3 公顷以内，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在 404.3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319.6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

控制在 31.3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84.7 公顷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34.0 平方米。 

（三）其他规划调控指标 

稳步提高园地综合产能，加强林地保护和建设，推进牧草地改造增

效，到 2020 年，全乡园地、林地和牧草地分别保持在 341.4 公顷、23462.1

公顷、529.7 公顷；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强化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到 2020 年，全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分

别控制在 35.0 公顷和 35.0 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义务量 35.0 公

顷，任务量 18.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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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管护 

（一）强化耕地数量与质量保护 

1、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加强对建设项目用地选址的引导，通过

严格供地政策、严格控制项目用地指标、严格市场准入条件等措施，从

源头上减少非农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规模

和速度，加强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合理性评价与论证，把是否减少耕地

占用作为确定选址方案的重要因素，各项建设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确

需占用耕地的应尽量占用质量较差的耕地，且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到 2020 年，全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35.0

公顷以内。 

2、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科学引导农用地高效利用，严格控制农

业结构调整方向，尽量减少破坏耕作层和农业基础设施，在确保不因农

业结构调整降低耕地保有量的前提下，通过经济补偿机制、市场手段引

导农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稳定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的方向进行；各

类防护林、绿化带等生态建设应尽量避免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必须

按照数量质量相当的原则履行补充耕地义务。到 2020 年，全乡农业结构

调整减少耕地面积控制在 660.2 公顷以内。 

3、规范有序实施生态退耕。按照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计划、有步

骤实施生态退耕，将河流蓄滞洪区内难以改造利用的耕地、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内迎水面的坡耕地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劣质耕地有序实

施退耕还林，有效推进土地生态建设。到 2020 年，全乡生态退耕面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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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50.0 公顷以内。 

4、防治和复耕灾毁耕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抗灾能

力，强化耕地灾情监测，大力防治水冲沙压、泥石流、滑坡、采煤塌陷

等损毁耕地，减少自然灾害损毁耕地数量。严格界定灾毁耕地的标准，

对灾毁耕地力争及时复垦。 

5、推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提高土地利用率、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适度开发

宜耕后备资源。到 2020 年，全乡补充耕地规模力争达到 18.1 公顷，其

中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3.8 公顷以上，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

源开发补充耕地 4.3 公顷以上。 

6、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按照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的要求，

积极改造中低产田，推广节水、节地、培肥改良技术，开展退化耕地综

合治理、污染耕地阻控修复等，加速土壤熟化提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强化土壤肥力保护，有效提高耕地产能。强化土地整治工程质量建设，

推行补充耕地精准设计，努力提高补充耕地质量。依法剥离建设占用耕

地的耕作层，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前提下，用于低等别耕地和新开垦

耕地建设。 

7、创建耕地占补平衡机制。拓展补充耕地途径，统筹实施土地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等

项目，新增耕地经核定后用于落实补充耕地任务。切实落实建设占用补

充耕地法人责任制，明确补充耕地法定义务，统筹安排补充耕地任务，

在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耕地占补平衡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基础上，促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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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确保完成上级规划下达的耕

地补充任务。 

（二）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全面管护 

在保持现有基本农田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依据二次调查和耕地质量

等别评定成果，按照保护优先和优化布局的原则，规范有序地调整完善

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032.1 公顷。 

1、优化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有关

规定，参考农用地分等成果，优化永久调整基本农田布局，将纳入新一

轮生态退耕的耕地、遭受严重污染无法治理的耕地、严重损毁无法复耕

的耕地及现有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调整为一般农田，将城镇周边、交通

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

田。调整后应确保全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032.1 公顷，同时要确

保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平均质量不降低，且布局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连片程度有所提高。 

2、实行永久基本农田集中保护。重点保护面积大、集中连片、灌排

条件良好、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完善的粮、油、蔬菜生产基地内的永久基

本农田，将基本永久农田分布集中、优质永久基本农田所占比例较大的

区域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 

3、严格控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强化对永久基本农田管控，永久基

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

法律规定的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

难以避让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须对占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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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严格论证，并通过国土资源部用地预审，其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依法依规报国务院批准并及时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

永久基本农田。严禁通过擅自调整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避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审批。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不得预留永

久基本农田为建设占用留有空间，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边界特别是城

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作为不能随意改变的红线。 

4、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力度。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大力开展基本

农田整理，按照土地平整肥沃、排灌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畅、农田环

境良好的要求，积极开展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建设，改善永久基本农田生产条件，提高永久基

本农田质量。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积极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示范区建设。推行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加

大土壤改良、地力培肥与治理修复力度，不断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5、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机制。每块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应设

立标志牌，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和城镇、村庄周边的显著位置应增设

标志牌，一定规模以上及集中连片程度较高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片（块）

也应设立标志牌或界桩。同时应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明确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片（块）的村负责人、组责任人（或农户代表）和涉及的

农户个数，明确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面积、片（块）、质量等级、保

护措施、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奖励与处罚等内容。逐步实施责、权、

利相结合，目标考核与奖惩措施相结合的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把保护

责任落到实处；通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减免保护区地方的相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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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相关投资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倾斜等方式，提高农民保护永久基

本农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行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听证和公告制度，加

强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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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设用地保障与管控 

（一）统筹管控建设用地规模 

1、严控建设用地总量规模。严控建设用地总量规模，用好增量，盘

活存量，增加流量，合理安排各类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支持重点城区发

展用地及产业集聚区用地，重点保障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和经济发展需求

的重点项目用地，尤其是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严格

按国家标准进行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绿化建设；交通、水利、能源

等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严格按照用地标准，要采取先进节地技术，降低基

础设施工程用地。到 2020 年，全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04.3 公顷以

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5.3 公顷以内。 

2、强化建设用地时序控制。强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新增建设用地

时序控制，重点做好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用地计划。根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分类用地指标，加强各行业、各部门规划

协调，统筹各类、各业、各区域建设用地的供应规模与时序。 

（二）优化配置城乡建设用地 

1、合理规范城乡建设用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坚

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原则，发挥区域优势，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合理规范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增强辐射带动作用。

合理控制大苏河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优化空间格局，推进城乡一体化

协调发展。到 2020 年，全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19.6 公顷以内。 

2、优化配置城镇工矿用地。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趋



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苏河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12 

势，优化城镇工矿用地格局，合理确定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保障科学发

展用地需求。城镇工矿建设原则上不能突破规模边界，可以在扩展边界

范围内调整布局。到 2020 年，全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1.3 公顷

以内。 

3、整合规范新农村建设用地。围绕宜居乡村建设，强化中心村、兼

并弱小村、治理空心村、搬迁不宜居村，合理配置“美丽乡村”建设用地。

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的

村作为中心村，中心村各项基础设施应按城镇标准集中布局，因地制宜

发展地方产业，鼓励人口和产业向中心村集中，充分发挥中心村的区位

优势、规模优势、经济优势，带动周围村屯发展。对中心村周边零散的

农村居民点适时地进行归并，改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低现象，促进农

村居民点用地由自然形态向规划形态转变。到 2020 年，全乡农村居民点

用地规模控制在 288.3 公顷以内。 

4、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逐步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按照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统筹实施、权责挂钩的原则，统筹城镇工矿和新

农村建设的用地需求，制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通过建新

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有效促进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的

调整置换，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用地空

间。坚持以人定地、人地和谐，根据吸纳农业转移进城落户人口数量，

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其用地需求，积极促进新型城镇化健

康发展，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发展，鼓励城镇工矿用地发展充分利

用农村居民点，并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新增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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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必须“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严格执行人均用地标准，充

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或者尽量少占农用地，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 

（三）推进基础设施节约用地 

1、合理规划基础设施用地。按照合理布局、经济可行、控制时序的

原则，切实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科学规划，统筹安排交通、水利、

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2、严控基础设施用地标准。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用地标准，严格审查基础设施用地规模，对超标准用地的要坚决核

减用地面积。基础设施项目选址、设计、施工中，要采取降低路基高度、

提高桥隧比例等先进节地技术，切实降低交通、水利、能路基高度、提

高桥隧比例等先进节地技术，切实降低交通、水利、能引导能源、环保

等项目压缩用地规模，尽量利用其他土地，不占或少占耕地等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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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稳定土地生态空间 

1、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清原满族自治县是辽宁东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水源涵养区，同时也是全国九大重点水源地之一。大苏河乡位于清原

满族自治县南部，应坚持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协调推进，实现生态

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造林

绿化、退耕还林等林业生态工程综合治理，以大面积、集中连片的森林

为基础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2、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严格实施生态红线区域用地管控，推进

全域生态化绿色发展。生态红线区域内的各项土地利用活动必须符合保

护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遗产、饮用水水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等要求，禁止在生态红线区域内砍伐、放牧、捕捞、开荒、采矿、挖沙、

取土以及从事与其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建设与开发活动。 

3、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在强化耕地保护的同时，加强对现有

林地、水域、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生态管制，

科学合理的管护林地、河流等生态用地，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各

部门及乡（镇）需实行山水林田一体化的统筹管理，严格控制对现有的

天然和次生的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破坏，禁止乱砍滥伐，

偷砍盗伐林木及乱捕滥猎野生禽兽；大力推进发展水源涵养林、水土保

持林；25°以上的陡坡地实行限期退耕还林还草。 

4、协调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空间布局。科学安排建设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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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选址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避开生态敏感区。在建设用地集

聚区，合理配置绿色生态隔离带，以保护生态环境。鼓励城镇组团式发

展，实行组团间农田与绿色生态隔离带的有机结合，确保经济和生态建

设协调发展。 

（二）构建生态型土地利用模式 

1、生态农业型土地利用模式。充分利用大苏河乡良好的自然条件和

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在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的同时，充分发挥农用地的生态功能，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关系，构建生态农业型土地利用模式。 

2、生态安全型土地利用模式。严格落实保护区管制规则，加大生态

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严禁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土地开发活动，构建生

态安全型土地利用模式。 

3、生态旅游型土地利用模式。科学配置配套设施用地和生态建设用

地，同时对于旅游发展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应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

的法律法规从严管理，控制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严禁任何破坏

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对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展的生态旅游，应依法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充分协调生态旅游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构建生态旅游型土地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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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用途分区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 

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

土地利用调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将大苏河乡土地划分为

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生

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等七个土地用

途分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1080.7 公顷，其中基本

农田 1032.1 公顷，占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95.50%，在各村皆有分布。区内

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田道路、水利、农田

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内的一般耕地，应参照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

行管护；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垦或调

整为基本农田；同时禁止占用区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 

2、一般农地区。一般农地区面积 2391.6 公顷，在各村皆有分布。

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同时禁止占用

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 

3、城镇建设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31.2 公顷，主要分布在

和庆村、南天门村和三十河道村。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与经批

准的城镇规划相衔接，同时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

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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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288.4 公顷，在各村皆有

分布。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村庄和集镇

建设规划，同时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5、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 278.8 公顷，除

大堡村和平岭后村外在各个乡（镇）均有分布。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主导用途，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区内影响生态环境

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区内土地严禁进行与生

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

出。 

6、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面积 3056.5 公

顷，主要集中在大堡村、和庆村和长沙村。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

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保护区规划；

区内影响景观保护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不得占用

保护区核心区与缓冲区的土地进行生产建设活动；严禁占用区内土地破

坏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7、林业用地区。林业用地区面积 20402.5 公顷，在各个村皆有分布。

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营

林设施，同时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

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

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1、允许建设区。允许建设区包括规划期内将保留的现状建设用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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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划分为城镇、村镇、村庄、工矿等不同类型，面积

319.6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区内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存量

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

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

地扩展边界；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

同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2、有条件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在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外，按照保护

资源和环境、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划定，面积 46.0 公顷。区内土

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

设区用地规模；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

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3、限制建设区。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外的土

地划入限制建设区，面积 23828.8 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

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区

内禁止城、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4、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包括生态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

保护区，面积 3335.3 公顷。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

严格禁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

期内禁止建设区用地边界不得调整。 



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苏河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19 

七、 土地利用重点工程 

（一）土地整治工程 

1、农用地整理。通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整理其他农用

地和废弃闲散土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等农用地质量。 

2、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按照依法依规、规划先行、尊重民意、因地

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稳

步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复垦；通过村屯拆迁归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至 2020 年，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规模力

争达到 13.8 公顷。 

3、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积极开展旧城区低效用地更新改造，重点

治理基础设施落后、“城中村”和与城镇功能定位不符的旧城区，突出

市域中心城区的更新治理，大力挖掘旧城镇用地潜力。 

4、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通过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对因

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原因造成破坏的土地进行复垦，改善生态环

境。工矿废弃地主要分布在矿区周围的采煤沉陷区及排土场。分期整治

历史遗留的工矿废弃地，及时整治新增工矿废弃地，逐步提高土地复垦

率和复垦土地的质量。 

5、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据

土地适宜性条件，通过农田防护林网和配套设施建设、改进灌溉方式、

推广采用先进节水技术等措施，对分布集中、具备开发条件的宜耕土地

后备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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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苏河乡通过宜耕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规模力争达到 4.3 公顷。 

（二）基础设施工程 

1、统筹保障交通运输用地。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的

要求，优化各类交通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形成便捷、通畅、高效、

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2、优先保障水利设施用地。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节水型社会建

设的要求，推进大苏河乡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完善防洪工

程体系。 

3、科学保障能源环保用地。按照加快发展电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的要求，稳定增加能源用地供应。巩固城乡电网改造成果，加快能源

结构调整步伐，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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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深化落实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各级政府要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补充耕地数量和质

量、节约集约用地等指标作为规划实施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主要

负责人要对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负总责，政府各相

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落实土地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二）深化多规融合相互协调衔接 

积极探索完善有利于各类空间性规划协调衔接的工作路径、协作机

制，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为基础，

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多规合

一”。县乡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相衔接，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保护

耕地、节约集约用地要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

和总体布局安排。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的用

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计划安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核减用地规模。 

（三）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 

强化规划实施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管理、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节约集约用地管理等规划

实施管理制度，切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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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 

建立和完善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补偿制度，实行保护责任

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逐步

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加大对超出补充耕地义务量以外补充耕地的资金支

持和保障力度。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以提高耕地产能为目标，完善

配套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实施耕

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耕地内在质量建设，实现“藏粮于地”。 

（五）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逐步健全闲置和低效用地的利用调节机制，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抑制

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全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政策。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

规范推进废弃农村居民点用地复垦利用和低丘缓坡地建设开发利用，严

禁随意侵占或破坏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 

（六）加大土地生态建设保护力度 

各项建设要避让优质耕地、河道滩涂、优质林地，严格保护水体、

山峦等自然生态用地。实施建设用地减量化管理，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

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控制耕地、园地、

林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要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协调

城乡结构和空间布局，继续推进生态退耕和天然林保护，加快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统筹管护和利用山水林田，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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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七）健全规划管理责任制 

建立健全规划管理责任的考核体系。一是要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制，

层层签订责任书，确定管理人员，落实责任，逐级管理；二是要严格控

制奖惩制，把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纳入各级领导任期目

标和政绩考核内容，实行年度检查考核制度，对管理和建设有功者给予

重奖，对管理不利者，要采取一票否决制，给予严肃处理；三是加强维

护管理，建立成果归档制度，实行规划实施责任考核的动态监测和预警

制度；四是完善规划实施考核体系，严格执行规划实施管理责任追究制，

对违反法律规定擅自修改规划的和超出批地权限的给予行政处分，上级

政府要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农用地转用和征地审批，五是要广

泛发动群众监督，实行举报制度。 

（八）扩大规划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 

开展依法依规用地宣传教育，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规划主要内

容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对科学用地、节

约用地、保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把遵守土地利用法律、规划、政策变

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注重建立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听证制度，提高公众

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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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大苏河乡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2014 年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2689.1  1128.0  1962.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1027.3  1032.1  

  园地面积 235.7  280.7  341.4  

  林地面积 23343.6  23017.0  23462.1  

  牧草地面积 0.0  529.7  529.7  

  建设用地总规模 370.6  379.0  404.3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90.9  276.7  319.6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5.7  2.1  31.3  

    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用地规模 79.7  102.3  84.7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42.6  45.3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6.6  35.0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7.8  35.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任务

量） 
— 152.0  35.0（18.1）  

效益指标（平方米/人）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34.8  0.0  134.0  

备注：表中新增建设用地、建设占用农用地、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为

2015-2020 年指标，其他调整指标均为调整后 2020 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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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大苏河乡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2014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规划期内

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27529.7  100.00  27529.7  100.00   

农用地 

合计 26438.8  96.04  26465.6  96.13  26.8  

耕地 2689.1  9.77  1962.0  7.13  -727.1  

园地 235.7  0.86  341.4  1.24  105.7  

林地 23343.6  84.79  23462.1  85.22  118.5  

牧草地   529.7  1.92  529.7  

其他农用地 170.4  0.62  170.4  0.62   

建设用地 

合计 370.6  1.35  404.3  1.47  33.7  

城乡建设

用地 

小计 290.9  1.06  319.6  1.16  28.7  

城镇工矿

用地 
15.7  0.06  31.3  0.11  15.6  

农村居民

点用地 
275.2  1.00  288.3  1.05  13.1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 
79.7  0.29  84.7  0.31  5.0  

其他土地 

合计 720.3  2.62  659.8  2.40  -60.5  

水域 366.5  1.33  366.5  1.33   

自然保留地 353.8  1.29  293.3  1.07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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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大苏河乡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行政区域 
耕地保

有量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园地

面积 

林地面

积 

牧草地

面积 

建设用

地总规

模 

城乡建

设用地

规模 

城镇工

矿用地

规模 

交通、

水利及

其他建

设用地

规模 

新增

建设

用地

总量 

建设

占用

农用

地规

模 

建设

占用

耕地

规模 

土地整

治补充

耕地规

模任务

量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大苏河乡 1962.0 1032.1 341.4 23462.1 529.7 404.3 319.6 31.3 84.7 45.3 35.0 35.0 18.1 134.0 

大堡村 131.4 55.7  54.3 2916.2 35.5 32.4 12.3  20.1      

大苏河村 331.7 192.1  105.0 2436.9 89.6 86.9 79.0  7.9      

钓鱼台村 113.8 50.9   1597.9 30.5 11.6 9.2  2.4    7.8  

和庆村 160.9 125.6  63.2 3092.6 43.4 26.1 24.7 0.4 1.4    6.0 98.0 

南天门村 296.4 209.2  17.7 2633.3 80.1 33.1 33.0 1.6 0.1    4.3 148.0 

平岭后村 194.5 135.2  22.8 1117.4 52.6 34.0 20.9  13.1      

三十道河村 195.9 68.8   2069.1 52.9 62.6 47.6 29.3 15.0 15.7 14.2 12.5  134.0 

小苏河村 189.7 83.5  78.4 1383.7 51.3 25.8 20.8  5.0      

杨家店村 264.8 103.1   2440.5 71.5 52.2 43.2  9.0 13.4 5.4 6.3   

长沙村 82.9 8.0   3774.5 22.3 39.6 28.9  10.7 16.2 15.4 16.2   

备注：表中新增建设用地、建设占用农用地、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为 2015-2020 年指标，其他调整指标均为调整后 2020 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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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大苏河乡耕地保有量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 规划期间

净增减 

规划期末耕

地保有量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灾毁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大堡村     53.5     53.5  -53.5  131.4  

大苏河村     120.9    25.0  95.9  -120.9  331.7  

钓鱼台村 7.8  7.8    48.7     48.7  -40.9  113.8  

和庆村 6.0  6.0    65.4     65.4  -59.4  160.9  

南天门村 4.3    4.3  112.3     112.3  -108.0  296.4  

平岭后村     76.2     76.2  -76.2  194.5  

三十道河

村     69.2  12.5    56.7  -69.2  195.9  

小苏河村     70.1    25.0  45.1  -70.1  189.7  

杨家店村     99.0  6.3    92.7  -99.0  264.8  

长沙村     29.9  16.2    13.7  -29.9  82.9  

规划期末 18.1  13.8   4.3  745.2  35.0   50.0  660.2  -727.1  1962.0  

年均增减 3.6  2.8   0.9  149.0  7.0   10.0  132.0  -1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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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大苏河乡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生态环境 

安全控制区 

自然与文化 

遗产保护区 
林业用地区 

大苏河乡 1080.7 2391.6 31.2 288.4 278.8 3056.5 20402.5 

大堡村 59.1 252.1  12.3  280.9 2598.8 

大苏河村 201.9 326.2  79.0 27.2  2477.7 

钓鱼台村 54.4 120.4  9.2 7.7  1583.9 

和庆村 133.3 114.1 0.2 24.5 12.1 1243.1 1871.0 

南天门村 218.9 340.3 1.5 31.5 97.6  2561.9 

平岭后村 137.3 219.3  20.9   1198.2 

三十道河村 71.4 238.3 29.5 18.1 67.5  2074.8 

小苏河村 87.2 229.8  20.8 17.3  1406.1 

杨家店村 108.7 353.1  43.2 35.7  2422.8 

长沙村 8.5 198.0  28.9 13.7 1532.5 22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