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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保障同兴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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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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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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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077.0公顷以上，基本

农田面积保持在10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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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95.0公顷以内，

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176.0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986.0公顷

以内，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256.0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

制在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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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分别保持在671.0公

顷、3997.0公顷、162.0公顷、1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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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新增建设占用农用

地和耕地分别控制在92.0公顷和83.0公顷以内。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达到

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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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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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同兴镇土地资源统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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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83.0公顷以内，

因农业结构调整致使耕地净减少规模不超过66.0公顷，生态退耕规模控

制在1.0 公顷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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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27.0公顷，其中

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25.0公顷，通过工矿废弃地复垦补充耕

地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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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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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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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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0公顷。新划定的基本农田必须是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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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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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绿色通道、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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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新增城镇用地向同兴镇的镇区集中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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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兴镇城镇用地规模控制在1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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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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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地规模控制在70.0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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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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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矿废弃地复垦，积极引导工矿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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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交通运输

用地规模控制在1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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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镇水利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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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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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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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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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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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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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排退耕还林1.0公顷。 

——恢复工矿废弃地生态功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复垦工矿废弃地，

推进工矿废弃地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着力治理改造废弃采矿用地；改

进土地复垦的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对复垦后的土地宜农则农，宜园则

园，宜林则林，优先恢复为耕地和林地，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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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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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6公顷，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10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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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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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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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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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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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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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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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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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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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用地。区域面积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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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0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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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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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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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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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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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沟村，基本农田整备区面积 4.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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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村、龙母村和三股流村。到 2020 年，

全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争达到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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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公顷，主要分布在光明村、日新村。 

（三）推进土地复垦开发 

——加快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科学调查评价工矿废弃地的类型、

分布与规模，合理确定复垦土地的用途，复垦后的土地宜耕则耕， 宜园

则园，宜林则林，鼓励复垦土地的综合利用，形成的工矿废弃地复垦利

用指标重点用于城镇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重点区域位于三股流村。到

2020年，全镇工矿废弃地复垦规模力争达到4.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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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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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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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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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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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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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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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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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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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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0  1202.0 1077.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807.0  807.0 1034.0 

园地 672.9  657.0 671.0 

林地 4148.3  3980.0 3997.0 

牧草地 77.3  72.0 162.0 

建设用地 1231.0  1113.0 1176.0 

城乡建设用地 889.3  929.0 986.0 

城镇工矿用地 142.2  173.0 256.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341.7  184.0 190.0 

新增建设用地 235.0  — 95.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177.0  — 92.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10.0  — 83.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10.0 — 27.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96.0 115.0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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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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3.0  100.00  7413.0  100.00    

农

用

地 

合计 6049.0  81.60  6082.0  82.05  33.0  
耕地 1202.0  16.21  1077.0  14.53  -125.0  
园地 657.0  8.86  671.0  9.05  14.0  
林地 3980.0  53.70  3997.0  53.92  17.0  
牧草地 72.0  0.97  162.0  2.19  90.0  

其他农用地 138.0  1.86  175.0  2.36  37.0  

建

设

用

地 

合计 1113.0  15.02  1176.0  15.87  63.0  

城乡

建设

用地 

小计 929.0  12.53  986.0  13.30  57.0  
城镇用地 107.0  1.44  185.0  2.50  78.0  

农村居民点用地 756.0  10.20  730.0  9.85  -26.0  
采矿用地 65.0  0.88  70.0  0.94  5.0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0  0.01  1.0  0.01  
 交通

水利

用地 

小计 171.0  2.31  177.0  2.39  6.0  
交通运输用地 171.0  2.31  175.0  2.36  4.0  
水利设施用地     2.0  0.03  2.0  

其他

建设

用地 

小计 13.0  0.18  13.0  0.18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13.0  0.18  13.0  0.18    

其

他

土

地 

合计 251.0  3.38  155.0  2.09  -96.0  

水域 
小计 98.0  1.32  98.0  1.32    

河流水面 83.0  1.12  83.0  1.12    
滩涂 15.0  0.20  15.0  0.20    

自然保留地 153.0  2.06  57.0  0.77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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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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27.0   25.0 2.0   152.0 83.0 66.0 1.0 2.0 1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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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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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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用地 

变电村 41.6 36.3 157.0 48.6 137.4 1.1 15.1 

光明村 279.9 355.4 973.6 12.1 63.2 4.9 76.0 

龙母村 125.9 101.9 600.4 43.7 130.4 22.2 58.1 

日新村 216.5 149.6 1033.9 14.8 127.7 5.9 47.1 

三股流村 232.2 132.8 604.7 1.9 64.8 30.0 30.1 

同兴村 137 124.8 255.7 24.5 99.9 1.6 62.0 

五道沟村 56.5 92.8 290.1 41.8 89.8 2.4 55.0 

种畜场  3.5  0.2 16.8 0.3 81.5 

合计 1089.6 997.1 3915.4 187.6 730 68.4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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