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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保障珍珠街道“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土地利

用节约集约水平，加快城乡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根据《丹东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及《丹东市振安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 年）调整方案》，对

《珍珠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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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整

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照现行规划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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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整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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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把握“一带一路、新一轮东北老工业

基地全面振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源、

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线，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

设用地，协调推进土地生态建设，强化规划管理及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完善城乡一体化新用地机制，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珍珠

街道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能力。 



 

 2  

（二）调整原则  

——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指导原则和主要任

务基本不变，继续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规

则及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局部调整完善现行规划，细化落实上级下达的

指标，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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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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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存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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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适当

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合理保障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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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配置城乡建

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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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规划目标任务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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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调整  

（一）规划指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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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街道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6.0公顷以内，

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212.0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192.0公顷以

内，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192.0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

在20.0公顷以内。 

（二）总体格局优化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珍珠街道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

效保护、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各项土地利用活动，

强化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用地集约高效、生态用地绿色稳定

的土地利用新格局，促进珍珠街道土地资源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利用。 

三、建设用地保障与控制  

（一）统筹调控城乡建设用地 

——优化配置城镇建设用地。有序推进城镇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引

导新增城镇用地向珍珠街道的镇区集中布局，促进城镇连片开发、规模

经营、集聚发展，不断提高城镇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城镇用地

内部结构，控制生产用地，保障生活用地，提高生态用地。积极拓展城

镇用地空间，增加城镇用地。到2020年，珍珠街道城镇用地规模控制在

192.0公顷以内。 

——大力盘活存量城乡建设用地。鼓励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深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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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开发。 

（二）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 

——优先保障交通运输用地。结合区域路网建设，积极保障境内交

通运输项目用地，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体系。 

——重点保障水利设施用地。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和小流域综合治理。 

——支持保障能源环保设施用地。以清洁、高效利用能源为导向， 保

障重大能源项目用地需求，改善能源基础设施条件。 

——适度安排其他基础设施用地。合理安排通讯设施、互联网设施、

灾害监测和防御设施、国防设施等其他设施用地。 

五、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稳定土地生态空间 

——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加强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护，维护河

流以及交通沿线防护林带等核心生态廊道的完整性，稳定基础性生态用

地规模。到2020年，珍珠街道基础性生态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不低

于全区平均水平。 

——打造城乡绿色生态空间。因地制宜调整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布

局，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乡绿色生态空间。在城镇工矿用

地周围，合理配置绿色生态隔离带；各类建设用地布局要避开生态敏感

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要控制在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确保经济

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协调。 

（二）强化土地生态建设  

——恢复废弃地生态功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复垦废弃地，推进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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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着力治理改造废弃地。  

——加强退化污染土地防治。加大土地退化防治力度，综合运用水

利、农业、生物以及化学措施，积极防治土壤污染。 

六、土地用途与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城镇建设用地区。区域面积192.0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

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建制镇、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镇

村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其他用地。区域面积 35.0 公顷。未划入以上用途区的土地。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允许建设区。区域面积为192.0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

村庄建设发展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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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得突破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有条件建设区。区域面积为17.0公顷，区内土地为建设用地弹

性布局的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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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内城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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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规划审批机

关批准。  

——限制建设区。区域面积为18.0公顷，区内严格限制建制镇、村

庄新增建设，合理控制新增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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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深化落实规划管理共同责任。建立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责

任考核体系，把节约集约用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干部政绩考核指

标。政府要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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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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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多规合一”。政府及有关部

门编制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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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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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划修改评价机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必须提交规划实施评估报告，经认定后方可开展规划修改。 

——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降低经

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逐步健全闲置和低效用地的利用调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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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严禁随意侵占

或破坏生态用地。 

——加大土地生态建设保护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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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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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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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指   标 调整前 2020 年规模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20 年规模 

耕地保有量 — — —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 — 

园地 — — — 

林地 — — — 

牧草地 — — — 

建设用地 — 206.0 212.0 

城乡建设用地 — 186.0 192.0 

城镇工矿用地 — 186.0 192.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 20.0 20.0 

新增建设用地 — — 6.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 — —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 — —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 — —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 62.0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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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调整后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2014 年 2020 年 规划期

内增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227.0  100.00  227.0  100.00    

农

用

地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建

设

用

地 

合计 206.0  90.75  212.0  93.39  6.0  

城乡

建设

用地 

小计 186.0  81.94  192.0  84.58  6.0  
城镇用地 186.0  81.94  192.0  84.58  6.0  

农村居民点用地           
采矿用地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交通

水利

用地 

小计 19.0  8.37  19.0  8.37    
交通运输用地 15.0  6.61  15.0  6.61    
水利设施用地 4.0  1.76  4.0  1.76    

其他

建设

用地 

小计 1.0  0.44  1.0  0.44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1.0  0.44  1.0  0.44    

其

他

土

地 

合计 21.0  9.25  15.0  6.61  -6.0  

水域 
小计 15.0  6.61  15.0  6.61    

河流水面 15.0  6.61  15.0  6.61    
滩涂           

自然保留地 6.0  2.6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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