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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述

第一节 规划实施评估摘要

一、规划批准与评估情况

《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 2018年 1月编制完成，以 2014

年为基期。2018年 5月，抚顺市人民政府下发《抚顺市人民政府关

于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等 14 个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抚政〔2018〕61号），批准

了《方案》。2019年 2月，红透山镇人民政府按照自然资源部的要

求，组织了对《方案》的实施评估工作，形成了《红透山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实施评估报告》。

二、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

根据红透山镇 2017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全镇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保护：现有耕地面积为 2665.3公顷，比全镇耕

地保有量 1852.4公顷多出 812.9公顷；920.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

逐级签订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建设用地保障与控制成效明

显：全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936.8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

的 96.21%；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84.9公顷，占规划期末交通

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102.78%。基础性生态用地得到有效

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面积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 94.47%，结构合理、

功能互补的土地生态空间格局初步形成。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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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规划实施的行政、经济、技术保障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公众

参与程度较高，闲置土地利用计划已经制定并得到有效实施。

三、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方案》实施期间，全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保护，

耕地质量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通过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提高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为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用地保障，实现土

地节约集约，促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生态环境建设得到改善。同

时，借助不同媒体的宣传，使公众对保护国土资源尤其是保护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认识得到增强。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用地

的观念不断强化，依法管理和使用土地已经得到公众的广泛了解和

认知，公众的土地资源保护意识和自觉性不断增强。

四、规划编制执行存在的问题

《方案》实施期间，建设用地布局供需不匹配，建设用地的规

划布局与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发展格局对用地布局的需求不尽

一致，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不能很好的适应未来

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规划修改基本条件判断

通过对规划实施进行定量评价，确定规划评估的综合分值为

89.31分，说明规划实施状况良好，规划实施成效显著，基本实现了

规划确定的阶段目标。

六、近期用地基本情况

红透山镇规划期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46.0公顷，根据建设用

地审批情况统计，截至 2018年末，红透山镇已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 6.5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剩余 39.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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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一、地理位置

红透山镇位于清原满族自治县南部，东与南口前镇毗邻，南与

新宾县接壤，西与东洲区相邻，北与铁岭市邻接。

二、自然概况

红透山镇属于北温带季节性大陆气候，一年四季分明，气候宜

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806.5毫米，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 6～

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60%以上。无霜期 130天左右，结冰期 140

天，最大冻结深度为 1.69m，标准冻结深度为 1.40m；全年日照时数

2419h；春夏多西南风，秋冬多西北风。

红透山镇属于工矿型乡镇，境内资源丰富，素有“金山铜岭”之称，

境内蕴藏大量矿藏，森林和生物资源，已开采有：铜、金、铁、蛭

石、煤、泥炭等。

三、经济概况

2017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为 4.7亿元，三次产业比为 24.61：

42.85：32.54。与 2014 年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

了 5.66和 5.18%，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 10.84%。由此可见，全镇农

村经济均衡发展，工业经济增势下降，但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

主。

第三节 规划修改的目的

（一）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优化各类建设用地布局，有效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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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推进经济迅速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二）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统筹城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引导

城乡建设用地集聚布局，促进各类产业规模经营和节约集约用地。

（三）引导耕地连片保护，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规划修改，

引导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等农用地集中布局，促进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连片保护和耕地质量集中建设，发挥农业规模经营效益，

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

（四）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

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

管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

提高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四节 规划修改的理由

一、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农业特色产业的需要。2018

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规划提出“以各地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

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逐步构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红透山镇整合优势农

产品资源，力求在中药材、食用菌扩大规模等园区建设上取得新突

破。在新的政策背景下，迫切需要对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二）聚焦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家园的需要。2019年 1月，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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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坚持优美生态的金招

牌，强力推进全方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促进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

山”。红透山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抚考察和深入推进东北

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生态用地建设，稳步推进红透

山尾矿库综合治理工程，构建生态保护屏障。在新的政策背景下，

迫切需要对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三）加快第三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全域旅游的需要。红透山

镇以清原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以绿色发展为理念，

突出“全域旅游”思维，依靠好山好水好空气的旅游优势资源，坚持培

育特色景区，提升景点品质，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红透山镇深度挖

掘妙山寺历史文化内涵，重点推进六家子旅游景区建设，全力打造

清原县南部“运动之旅”精品旅游线路。为确保旅游产业拉动全域经济

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对规划进行

优化调整。

二、规划修改的合理性

红透山镇启动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在有利于保护耕

地、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上，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适当调整，确保

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指标不突破，保证耕地保有量不

减少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位于红透山村、六

家子村、沔阳村和苍石村，是红透山镇政府根据地形地势条件，与

城镇规划相协调，结合当地资源分布情况进行的选址。本次规划修

改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拟用于加工产业、生态综合治理及旅游业用地，

以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调入的允许建设区未涉及对矿藏的压覆，



6

不涉及禁止建设区及国家禁止、限制类产业项目等。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均为新增建设用

地，调出地块位置靠近农田、周边不涉及产业园区、远离中心城区，

近期无开发利用。调出地块的选择有利于农业集中连片，统筹布局。

调出的允许建设区未涉及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选址合理。

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红透山镇剩余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39.5

公顷，而此次规划修改调入规模 15.2636公顷，满足规模调整的要求。

通过规划修改，红透山镇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

更加集约节约，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更适应红

透山镇未来发展的要求，与主体功能区、城乡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

有效促进红透山镇的发展。

三、规划修改的合法性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在规划科学评估后结合最新变更

调查数据和新增建设用地审批台账等资料对评估数据进行更新的基

础上进行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72号）和《国土资源

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

2号）、符合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的有关要求。根据

相关要求，红透山镇启动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

改，符合以上文件中关于实施规划修改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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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发展理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

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妥善处理保障发展和保护土地

的关系，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

地，努力提高全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1）总量平衡原则。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不突破规划约束性指

标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在空间布

局上进行形态修改。规划修改后，规划的各项约束性指标不改变，

允许建设区规模不突破。

（2）耕地数量与质量保护并重原则。规划修改涉及耕地变化的，

在修改方案中对调入和调出地块耕地数量变化和质量等别变化情况

进行明确说明，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3）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必须贯彻资源利用节约优先战略，

有利于最大限度提高各类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次规划调整遵

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规划修改涉及的用地标准，应符合节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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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

（4）公众参与原则。规划修改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公开

听证，充分论证，依法公示。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与城市规划、村镇

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

泛听取规划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

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节 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一、修改规模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9块，总面积为 15.2636

公顷，修改前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

二、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并避让

永久基本农田，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区域。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

耕地的，确保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的耕地面积不低于规划建

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面积，且质量不降低，规划修改不占用

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三、建设用地控制

（1）管制边界控制。本次规划修改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

区和限制建设区在空间布局的形态进行修改。规划修改后，允许建

设区面积不增加，布局更合理。

（2）规划协调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位于红透山村、六家子村、沔阳村和苍石村。规划修改过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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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空间结构、用地规模边界修改等方面均与《辽宁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和《清原满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进

行了充分协调，在用地规模、结构、时序和布局等方面，满足乡村

和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有利于促进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布局、

集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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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第一节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6）《土地复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7）《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8）《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9）《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72号）。

第二节 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土地的决定》（国发

〔2004〕28号）；

（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1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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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7）《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IT1028-2010）。

第三节 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清原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3）《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

方案》；

（4）《清原满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

（5）《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6）红透山镇的村镇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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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方案

第一节 规模和布局

本次规划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共 9块，总面积为 15.2636

公顷，避让了永久基本农田，位于红透山镇红透山村、六家子村、

沔阳村和苍石村；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共 12 块，总面积

15.2670公顷，位于红透山村、沔阳村和苍石村。规划修改前后红透

山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 0.0034公顷。红透山镇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调整变化情况见表 4-1。

表 4-1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变化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入 调出 增减变化

红透山村 1.4642 8.1845 -6.7203

六家子村 1.5632 1.5632

苍石村 10.9914 1.6192 9.3722

沔阳村 1.2448 5.4633 -4.2185

合计 15.2636 15.2670 -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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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明细表

单位：公顷

规划修改类型 村名称（所在位置） 地块编号 面积（公顷）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红透山村

TR-1 1.0106

TR-2 0.4536

小计 1.4642

六家子村

TR-3 0.3694

TR-4 0.8210

TR-5 0.3728

小计 1.5632

沔阳村

TR-6 0.9612

TR-7 0.1678

TR-8 0.1158

小计 1.2448

苍石村
TR-9 10.9914

小计 10.9914

面积合计 15.2636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红透山村

TC-1 0.1914

TC-2 0.1254

TC-3 0.8334

TC-4 0.6409

TC-5 0.1281

TC-6 6.2653

小计 8.1845

沔阳村

TC-7 2.1940

TC-8 0.8571

TC-9 1.5122

TC-10 0.4200

TC-11 0.4800

小计 5.4633

苍石村
TC-12 1.6192

小计 1.6192

面积合计 15.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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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8.4795公顷的一般

农地区和 6.7841公顷林业用地区，修改为 1.5632公顷的城镇建设用

地区、12.236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和 1.4642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 1.9192公顷的城镇建设用地区、8.7845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和 4.5633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区，修改为 4.2086

公顷的一般农地区和 11.0584公顷林业用地区。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

见表 4-3。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林业用地区

面积发生了变化，其中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 4.2709公顷，城镇建设

用地区面积减少 0.356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增加 3.4517公顷，

独立工矿用地区减少 3.0991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增加 4.274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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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土地用途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调整类型
地块

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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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工矿用

地区
林业用地区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TR-1
修改前 1.0106 1.0106
修改后 1.0106 1.0106

TR-2
修改前 0.4536 0.4536
修改后 0.4536 0.4536

TR-3
修改前 0.3694 0.3694
修改后 0.3694 0.3694

TR-4
修改前 0.8210 0.8210
修改后 0.8210 0.8210

TR-5
修改前 0.3728 0.3728
修改后 0.3728 0.3728

TR-6
修改前 0.9612 0.9612
修改后 0.9612 0.9612

TR-7
修改前 0.1678 0.1678
修改后 0.1678 0.1678

TR-8
修改前 0.1158 0.1158
修改后 0.1158 0.1158

TR-9
修改前 10.9914 7.2347 3.7567
修改后 10.9914 10.9914

小计
修改前 15.2636 8.4795 6.7841
修改后 15.2636 1.5632 12.2362 1.4642

规划建设

用地调出
TC-1

修改前 0.1914 0.1914
修改后 0.1914 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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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
地块

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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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工矿用

地区
林业用地区

TC-2
修改前 0.1254 0.1254
修改后 0.1254 0.1254

TC-3
修改前 0.8334 0.8334
修改后 0.8334 0.8334

TC-4
修改前 0.6409 0.6409
修改后 0.6409 0.6409

TC-5
修改前 0.1281 0.1281
修改后 0.1281 0.1281

TC-6
修改前 6.2653 6.2653
修改后 6.2653 6.2653

TC-7
修改前 2.1940 2.1940
修改后 2.1940 2.1940

TC-8
修改前 0.8571 0.8571
修改后 0.8571 0.8571

TC-9
修改前 1.5122 1.5122
修改后 1.5122 1.5122

TC-10
修改前 0.4200 0.4200
修改后 0.4200 0.4200

TC-11
修改前 0.4800 0.4800
修改后 0.4800 0.4800

TC-12
修改前 1.6192 1.6192
修改后 1.6192 1.6192

小计
修改前 15.2670 1.9192 8.7845 4.5633
修改后 15.2670 4.2086 11.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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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
地块

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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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工矿用

地区
林业用地区

合计

修改前 — 8.4795 1.9192 8.7845 4.5633 6.7841
修改后 — 4.2086 1.5632 12.2362 1.4642 11.0584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 -4.2709 -0.3560 3.4517 -3.0991 4.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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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6.3972公顷有条件

建设区和 8.8664公顷限制建设区全部修改为 15.2636公顷的允许建

设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 15.2670公顷的允许建设区全部

修改为 15.2670 公顷的限制建设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表

4-4。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允许建

设区面积减少 0.003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 6.3972公顷，限

制建设区面积增加 6.400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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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建设用地管制区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类型 地块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TR-1
修改前 1.0106 1.0106
修改后 1.0106 1.0106

TR-2
修改前 0.4536 0.4536
修改后 0.4536 0.4536

TR-3
修改前 0.3694 0.3694
修改后 0.3694 0.3694

TR-4
修改前 0.8210 0.8210
修改后 0.8210 0.8210

TR-5
修改前 0.3728 0.3728
修改后 0.3728 0.3728

TR-6
修改前 0.9612 0.9612
修改后 0.9612 0.9612

TR-7
修改前 0.1678 0.1678
修改后 0.1678 0.1678

TR-8
修改前 0.1158 0.1158
修改后 0.1158 0.1158

TR-9
修改前 10.9914 5.1524 5.8390
修改后 10.9914 10.9914

小计
修改前 15.2636 6.3972 8.8664
修改后 15.2636 15.2636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TC-1
修改前 0.1914 0.1914
修改后 0.1914 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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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 地块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TC-2
修改前 0.1254 0.1254
修改后 0.1254 0.1254

TC-3
修改前 0.8334 0.8334
修改后 0.8334 0.8334

TC-4
修改前 0.6409 0.6409
修改后 0.6409 0.6409

TC-5
修改前 0.1281 0.1281
修改后 0.1281 0.1281

TC-6
修改前 6.2653 6.2653
修改后 6.2653 6.2653

TC-7
修改前 2.1940 2.1940
修改后 2.1940 2.1940

TC-8
修改前 0.8571 0.8571
修改后 0.8571 0.8571

TC-9
修改前 1.5122 1.5122
修改后 1.5122 1.5122

TC-10
修改前 0.4200 0.4200
修改后 0.4200 0.4200

TC-11
修改前 0.4800 0.4800
修改后 0.4800 0.4800

TC-12
修改前 1.6192 1.6192
修改后 1.6192 1.6192

小计
修改前 15.2670 15.2670
修改后 15.2670 15.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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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 地块编号 规划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合计

修改前 — 15.2670 6.3972 8.8664
修改后 — 15.2636 15.2670

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增减变化 0 -0.0034 -6.3972 6.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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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地利用结构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面积 15.2636公顷，全部为

农用地，其中耕地 4.0122公顷，园地 4.4672公顷，林地 6.7842公顷；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面积 15.2670公顷，全部为农用地，其中耕地

4.0172公顷，园地 0.1914公顷，林地 11.0584公顷。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

增加 0.0034公顷，其中耕地增加 0.0050公顷，园地减少 4.2758公顷，

林地增加 4.2742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0.0034公顷，建设用地的净

减少量等于农用地净增加量。规划修改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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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管制区类型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农用

地

小计
城镇

用地

农村居

民点用

地

其他

建设

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

保留

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1 1.0106 1.0106 1.0106 限制建设区

TR-2 0.4536 0.4536 0.4536 限制建设区

TR-3 0.3694 0.3694 0.3694 限制建设区

TR-4 0.8210 0.8210 0.8210 限制建设区

TR-5 0.3728 0.3728 0.3728 限制建设区

TR-6 0.9612 0.9612 0.9612 有条件建设区

TR-7 0.1678 0.1678 0.1678 有条件建设区

TR-8 0.1158 0.1158 0.1158 有条件建设区

TR-9 10.9914 10.9914 2.7674 4.4672 3.7568 限制、有条件建设区

小计 15.2636 15.2636 4.0122 4.4672 6.7842 —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1 0.1914 0.1914 0.1914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2 0.1254 0.1254 0.1254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3 0.8334 0.8334 0.8334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4 0.6409 0.6409 0.6409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5 0.1281 0.1281 0.1281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6 6.2653 6.2653 6.2653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7 2.1940 2.1940 2.1940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8 0.8571 0.8571 0.8571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9 1.5122 1.5122 1.5122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10 0.4200 0.4200 0.4200 允许建设区（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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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类型

地块

编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管制区类型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

农用

地

小计
城镇

用地

农村居

民点用

地

其他

建设

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

保留

地

TC-11 0.4800 0.4800 0.4800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12 1.6192 1.6192 1.6192 允许建设区（新增）

小计 15.2670 15.2670 4.0172 0.1914 11.0584 —
调出与调入相

比增减变化
0.0034 0.0034 0.0050 -4.2758 4.27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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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第一节 对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方案》是以 2014年红透山镇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未来

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为依据，结合从发挥土地宏观

调控功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对土地的开发、利用、

治理、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所做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方案》实

施期间，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落实规划实施的行政、经济、

技术和公众参与等手段，规划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

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基础设施配置进行科学安排，推进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强化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未

来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利用空间保障。

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进行优化，在不突破

允许建设区规模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

区空间布局形态进行修改，未涉及对禁止建设区修改，延续了规划

对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既优化了土地

资源配置，确保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又保证了城乡

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规模不突破，不影响全域的城乡建设用地弹性

布局空间，同时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规划实施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规划得以有效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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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一、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

对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修改，不占用土地整治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区，不会对在建和已建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发挥预期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区域。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 4.0122公顷，其

中旱地 3.9103公顷，水田 0.1019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拟退

出耕地面积 4.0172公顷，其中旱地 2.0846公顷，水田 1.9326公顷。

规划修改前后耕地净增加 0.0050公顷，其中旱地减少 1.8257公顷，

水田增加 1.8307公顷。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面积 1852.4公顷，现

有耕地面积为 2665.3公顷，本次规划修改退出耕地面积大于占用耕

地面积，对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

无不利影响。

（2）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依据清原满族自治县2016年耕地质量

等别更新评价成果，确定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与规划建

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耕地质量等别。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

用耕地平均利用等为11等，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平均利用等也为

11等。总体上规划修改后，红透山镇耕地质量不降低。规划修改涉

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情况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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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块位置 地块编号
国家

利用等

占用（退出）耕地面积

小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规划建

设用地

调入

沔阳村

TR-6 11 0.9612 0.1019 0.8593

TR-7 11 0.1678 0.1678

TR-8
12 0.0453 0.0453

11 0.0705 0.0705

苍石村 TR-9 11 2.7674 2.7674

小计/平均 11 4.0122 0.1019 3.9103

规划建

设用地

调出

红透山村 TC-4 12 0.6409 0.6409

沔阳村

TC-8 12 0.8571 0.8571

TC-10 11 0.4200 0.0470 0.3730

TC-11 11 0.4800 0.2664 0.2136

苍石村 TC-12 11 1.6192 1.6192

小计/平均 11 4.0172 1.9326 2.0846

增减变化 — 0.0050 1.8307 -1.8257

二、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在保持基本农田保护区不变前提下，对土地用途

区中的一般农地区、城镇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

区和林业用地区面积进行优化。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减少 4.2709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减少 0.356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 3.4517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区减少 3.0991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增加 4.2743

公顷。本次规划修改，在保持建设用地面积不增加，生态安全控制

区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增加林业用地区面积，符合土地用途区的

土地利用调控方向。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内部结构和布局进行优

化，更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实现。

三、对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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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对建设用地管制区中的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

区和限制建设区规模进行修改。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面积减少

0.003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 6.3972公顷，限制建设区面积

增加 6.4006公顷。本次规划修改是在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

限制建设区之间进行空间布局形态的修改，使规划富有弹性，不仅

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

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

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区域建设用地管制区目标的实现。

第三节 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节约集约用地是规划落实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手段，也

是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措施。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一方面要

节约用地数量，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以效益为中心增加对建设用地资

金、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实行资金集约型、劳动集约型

和技术集约型的用地模式。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遵循了集中布局、集中建设的原则，在确保

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区进行了优化布

局，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同时促进了城

乡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和集聚发展。规划修改后，红透山镇允许建设

区面积减少 0.0034公顷，耕地面积净增加 0.0050公顷。从预计固定

资产投资额来看，调入允许建设区未来的投资强度将有所提高，进

而提高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能够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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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的需要。通过此次规划修改，不仅可以

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

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

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第四节 对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红透山镇定位为省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乡镇，发展方向为水源涵养型，是全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林

产品基地、旅游目的地。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面积 15.2636公顷，

主要用于生态综合治理和旅游附属设施用地，规划修改后林地面积

增加 4.2742公顷，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对红透山镇的区域定位和发

展方向，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不会对落实《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产生负面影响。

第五节 对区域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

土地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城乡结构优化和推进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更起着基础性、决

定性的作用。因此，规划修改必须充分考虑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土地规划对经济社会的保障能力。

本次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有利于红透山镇的可持续性生产与

发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选址，有利于减少投资成本，同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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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次规划修改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城

镇等各项城乡建设，有利于红透山镇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

约高效利用，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进

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科学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结构清

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本次规划修改后，红透山镇建设用地布

局更趋合理，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达到了统筹和

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集中并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的目的，为红

透山镇成为清原满族自治县的重点发展区域提供了支撑，将会产生

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六节 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充分考虑了红透山镇的主体功能定位和生态环境

特征及承载能力，并因地制宜对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的布局进行了优化，合理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规划修改后，红透

山镇将通过开展建设项目环评、强化对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监

管、严格化学品环境管理、划定城市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降低并

消除生产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促进形成有利于污染控制和

降低居民健康风险的城镇空间格局。规划修改后，红透山镇将通过

对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利用、强化调入地块周边

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加强土壤环境治理和污染源监管，严禁有损自

然生态系统的开荒以及侵占重要基础生态用地等措施，降低并消除

生产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和人居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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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用地布局变化来看，新增允许建设区不占用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区，也不涉及禁止建设区的修改并且不压覆矿藏。因此，本

次规划修改符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注重了主体

功能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和承载能力，强化了各类土地用途分区和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布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推进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稳步提升，保证了规划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实现。

第七节 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评价结论

（一）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

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禁建边界，规

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原则，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关

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

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二）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规划确定的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无不利影响，规

划修改既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障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

目的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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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全镇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还注重了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红透山镇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规划实施建议

（一）严格实施规划。规划修改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红透山镇要

严格按照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面落实土地用途

区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二）强化耕地保护。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保护优质土壤资源，严把耕地质量关，

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三）建议国土资源部门建立“规划修改台账”，针对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改后的成果建立台账，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理

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等五项约束性指标在规划期间因规划修改导致的

变化情况、调入规划建设用地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记录，以确保五项

约束性指标不突破，修改方案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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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行政管理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红透山镇人民政府上报清原满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并转报抚顺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本规划修改方案一

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基本农田数

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强化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

制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修改

方案；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

度，强化跟踪监管。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充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被

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第二节 经济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完成后，红透山镇应当进一步完善节约集约用地

经济机制，通过价格、税收、市场、奖惩等手段遏制多占、滥占和

浪费土地现象，提高建设用地的取得、使用、保有成本；合理调节

社会对土地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促进各类用地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建立规划修改数据库增量包，满足土地规划数据库定期更

新的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国土资源“一张图”综合监管平台

建设，逐步实现土地规划管理基础数据的信息共享，提高基础性和

公益性信息的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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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红透山镇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

行规划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

规划实施的监督，并由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

方案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和实施的

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

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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