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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保障九连城镇“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强化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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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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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

城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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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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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保护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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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保尽保、量质并重。按照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下

降的要求，强化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管护。对第二次土

地调查查明的实有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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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均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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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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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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规划目标调整  

（一）规划指标调整  

——耕地保护指标。全面落实上级下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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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城镇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378.0公顷以上，基

本农田面积保持在1154.3公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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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120.0公顷以

内，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315.0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993.0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247.0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控制在322.0公顷以内。 

——其他调控指标。稳步提高园地综合产能，加强林地保护和建设。

到2020年，九连城镇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分别保持在903.0

公顷、886.0公顷、130.0公顷、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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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城镇新增建设占用

农用地和耕地分别控制在115.0公顷和106.0公顷以内。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达到8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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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格局优化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九连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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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农业用地优质安全、建设用地集约

高效、生态用地绿色稳定的土地利用新格局，促进九连城镇土地资源统

筹协调和可持续利用。 

三、耕地和基本农田管护  

（一）强化耕地数量质量保护  

——严格控制耕地数量减少。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合

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方向，规范有序实施生态退耕，有效防治和复耕灾

毁耕地。到2020年，九连城镇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106.0公顷以

内，因农业结构调整致使耕地净减少规模不超过41.0公顷，因灾害损毁

致使耕地净减少规模不超过2.0 公顷。 

——强化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各

类非农建设确需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必须切实履行补充耕地的法定义

务，按照“占优补优、占耕补耕”的要求补充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耕

地。到2020年，九连城镇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80.0公顷，全

部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8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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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肥地力技术，提高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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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耕地质量检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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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壤改良培肥等措施，努力提高补充耕地地力。 

（二）推进基本农田全面管护 

——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按照优化布局、优进劣出、稳定数量、

提升质量的原则，适当调整基本农田布局，将纳入新一轮生态退耕的耕

地、严重污染且无法治理的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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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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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定质、

定位将基本农田落实到土地用途区及地块和承包农户，确保全镇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154.3公顷。新划定的基本农田必须实际是耕地，

划定后的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优质耕地比例和集中连片程度均有所

提高。 

——推进永久基本农田连片保护。按照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

强化分布相对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明确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保

护区域，加大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发挥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保

护区域对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严格控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各类城乡建设不得擅自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交通、水利、能源、军

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因选址特殊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的，必须按照

先补后占的原则补划数量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并报国务院批准。禁止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擅自改变永久基本农田的用途和空间布局，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进行绿色通道、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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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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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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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机制。鼓励将符合基本农田条件可

稳定利用的耕地和耕地质量建设活动中形成的优质耕地先行划为永久基

本农田，作为改变或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划基础。与涉农补贴政策、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相衔接，与生态补偿机制联动，逐步完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户管护、改良、建设永久基本农田的补贴政策，调动农民

群众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积极性。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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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新增城镇用地向九连城镇的镇区集中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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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通过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来增加城镇用地。到2020年，

九连城镇的城镇用地规模控制在221.0公顷以内。 

——适度安排独立工矿用地。重点保障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发展用地。整合现有采矿用地和其他独

立建设用地，促进产业用地适度集中和集约利用。到2020年，九连城镇

采矿用地规模控制在25.0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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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优先保障宜居乡村建设用地，合理安排农村民生用地和乡村旅游用地，

引导农村住宅、村办企业向中心村集中有序布局。新建农村住宅尽量利

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村内空闲地，不占或少占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调整现

有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促进居民点用地集约化、小区化、标准化。

到2020年，九连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746.0公顷以内。 

——大力盘活存量城乡建设用地。完善农村低效、废弃建设用地退

出机制，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积极引导建设用地复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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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九连城镇交通运

输用地规模控制在146.0公顷以内。 

——重点保障水利设施用地。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等农村水利建设和

小流域综合治理。到2020年，九连城镇水利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128.0公

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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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污染源源头控

制，深化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逐步建立健全环保设施均等化服

务网络，重点保障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疫病畜禽无害化处理等环

保项目和输变电工程等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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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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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稳定土地生态空间 

——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以确保区域生态安全为底线，将生态

功能重要区城、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城和其他有必要严格保护的各类保

护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用地管控，禁止在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从事与其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各类开发活动，确保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小、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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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耕地、园

地、林地等转为建设用地，稳定基础性生态用地规模。到2020年，九连

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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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调整农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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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工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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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并巩固生态退耕成果。适度扩大并巩固林区内不稳定耕地

的退耕还林、建立促进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保

障生态屏障网络健康，切实提高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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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退化污染土地治理，严格禁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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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周边未达标污水灌溉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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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农田保护区。区域面积1191.7公顷，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1154.3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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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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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间确实不

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禁止占用

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建坟、

挖砂、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一般农地区。区域面积1375.8公顷。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

地、畜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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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

当优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园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

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

非农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地。  

——林业用地区。区域面积884.8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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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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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间确

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区内耕地因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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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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建设用地区。区域面积221.0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

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建制镇规划；区内城镇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

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

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村镇建设用地区。区域面积746.0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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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村镇建设应优先利

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

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独立工矿用地区。区域面积26.0公顷。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矿

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工业用地；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

准的工矿建设规划；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的

土地应及时复垦；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

弃地；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区域面积539.8公顷。区内土地以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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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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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用地。区域面积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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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0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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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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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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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2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

业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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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建设区。区域面积为539.8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生态

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其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活动；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禁止建设区范围不得调整。 

七、土地整治重点安排  

（一）深化农用土地整理 

——大力推进基本农田整备。在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地块的基础

上，将未来以发展农业为主的一般耕地和零散分布的基本农田划入基本

农田整备区，通过加大土地整治资金投入，引导非耕地逐步退出，促进

零星耕地整合归并、提质改造。全镇共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2 片，位于

庙岭村，基本农田整备区面积 14.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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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建设用地整理 

——引导农村建设用地有序整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建设用地

结构优化，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促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位于庙岭村、河西甸子村。到 2020 年，全镇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争达到 86.0 公顷以上。 

——强化村镇建设用地控制。结合农村土地整治安排，将未来需要

逐步拆并但拆并时间难以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划入村镇建设控制

区。引导村镇建设控制区内建设用地逐步拆并后调整为耕地等农用地，

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拆并的，应保留现状用途，但面积不得扩大。全镇共

划定村镇建设控制区面积1.3公顷，主要分布在马市村、上尖村、下尖村。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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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严格保护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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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城镇要将耕地保有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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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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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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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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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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条

件，确需改变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 

——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实行保护

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加

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拓宽“补改结合”等耕地占补平衡新途径，探

索将通过农用地整理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标。综合运

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并举，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强化

耕地占补平衡实施监管，确保补充数量质量双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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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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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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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全面实行农村

低效建设用地有偿退出机制和人地挂钩政策，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激励机制，严禁随意侵占或破坏林地等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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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地等转为建设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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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天然林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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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0  1447.0  1378.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88.0  388.0  1154.3  

园地 988.1  884.0  903.0  

林地 1002.3  887.0  886.0  

牧草地 0.0  0.0  130.0  

建设用地 1847.4  1281.0  1315.0  

城乡建设用地 977.9  965.0  993.0  

城镇工矿用地 209.5  134.0  247.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869.5  316.0  322.0  

新增建设用地 824.0  — 120.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687.0  — 115.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436.0  — 106.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0.0  — 80.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16.0  6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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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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5454.0  100.0  5454.0  100.0    

农

用

地 

合计 3405.0  62.44  3510.0  64.36  105.0  
耕地 1447.0  26.53  1378.0  25.27  -69.0  
园地 884.0  16.21  903.0  16.56  19.0  
林地 887.0  16.27  886.0  16.24  -1.0  
牧草地     130.0  2.38  130.0  

其他农用地 187.0  3.43  213.0  3.91  26.0  

建

设

用

地 

合计 1281.0  23.48  1315.0  24.12  34.0  

城乡建

设用地 

小计 965.0  17.69  993.0  18.21  28.0  
城镇用地 108.0  1.98  221.0  4.05  113.0  

农村居民点用地 831.0  15.24  746.0  13.68  -85.0  
采矿用地 25.0  0.46  25.0  0.46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0  0.02  1.0  0.02    

交通水

利用地 

小计 268.0  4.91  274.0  5.03  6.0  
交通运输用地 142.0  2.60  146.0  2.68  4.0  
水利设施用地 126.0  2.31  128.0  2.35  2.0  

其他建

设用地 

小计 48.0  0.88  48.0  0.88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48.0  0.88  48.0  0.88    

其

他

土

地 

合计 768.0  14.08  629.0  11.54  -139.0  

水域 
小计 554.0  10.16  554.0  10.16    

河流水面 471.0  8.64  471.0  8.64    
滩涂 83.0  1.52  83.0  1.52    

自然保留地 214.0  3.92  75.0  1.38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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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调整后的耕地保护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规划

期间 

2014 
年耕
地 

2015—2020年补充耕地 2015—2020年减少耕地 

2020 
年 

耕地 
小

计 

农用

地整

理 

农村

建设

用地

整理 

土

地

复

垦 

土

地

开

发 

小计 
建设

占用 

农业结 

构调整 

生态 

退耕 

灾害

损毁 

2015—
2020 年 

1447.0 80.0  80.0   149.0 106.0 41.0  2.0 1378.0 

 
 
 
 
附表 4： 

调整后的建设用地整治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规划期间 
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规模 

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规模 

工矿废弃地 

复垦规模 

2015-2020年 86.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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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调整后的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 
用地 

林业 
用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 
村镇建设 
用地 

独立工矿 
用地区 

生态环境 
安全控制区 其他用地 总计 

河西甸子村 137.9 90.6 51.1 0.1 42.3  126.9 70.4 519.3 
九连城村 62.6 107.0 1.9 121.7 28.3  43.1 89.7 454.3 
龙头村 5.7 23.0 3.2 3.4 94.9  17.9 11.7 159.8 
马沟村 65.0 243.2 155.4 1.7 30.7 0.6 14.3 28.7 539.6 
马市村 135.3 49.0 17.6 1.3 57.1  11.2 24.9 296.4 
庙岭村 284.7 319.7 503.4 8.2 68.1 10.0 167.1 124.9 1486.1 
上尖村 93.2 49.5 28.3 4.4 43.6  29.8 13.8 262.6 
套里村 126.2 29.8 10.7 1.3 47.3  52.7 22.0 290.0 
套外村 5.7 81.5 68.1 67.8 140.6 1.9 14.4 14.6 394.6 
下尖村 124.6 43.0 10.0  55.1  18.5 19.8 271.0 
窑沟村 150.8 339.5 35.1 11.1 138.0 13.5 43.9 48.4 780.3 
合  计 1191.7 1375.8 884.8 221.0 746.0 26.0 539.8 468.9 5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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