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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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口子乡人民政府组织对《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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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土口子乡土地总面积为 28063.2 公顷，下辖治安村、石阳村、北猴石

村、汪家沟村、陈家沟村、荒地村、土口子村、门脸村、柴家店村、拐

抹沟村等 10 个行政村。本调整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照现行规划执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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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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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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6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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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公顷以内，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在 539.4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407.2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

控制在 41.2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132.2 公顷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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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公顷、22904.4

公顷、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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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公顷和 6.0 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义务量 6.0 公顷，

任务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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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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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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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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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公顷，其

中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2.6 公顷以上，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

源开发补充耕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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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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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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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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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久基本农田分布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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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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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 公顷以

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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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控制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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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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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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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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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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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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口子乡位于清原

满族自治县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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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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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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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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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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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生态型土地利用模式 

1、生态农业型土地利用模式。充分利用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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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口子乡土地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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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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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3.6 公顷，其中基本

农田 2480.7 公顷，占基本农田保护区的 96.01%，在各个行政村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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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4 公顷，在各个行政村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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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公顷，分布在柴家

店村、拐抹沟村、门脸村、土口子村和治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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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村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365.5 公顷，在各个行政



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17 

村均有分布。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村镇建设，村镇建设用地区应优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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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5、独立工矿区。独立工矿区面积 24.3 公顷，主要分布在柴家店村、

北猴石村、荒地村、门脸村、土口子村和治安村。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

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 351.6 公顷，除

陈家沟村外各行政村均有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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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林业用地区。林业用地区面积 22920.4 公顷，在各个行政村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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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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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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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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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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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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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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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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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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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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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口子乡通过宜耕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规模力争达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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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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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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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0  2472.0  3311.6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2284.9  2480.7  

  园地面积 40.9  66.9  66.1  

  林地面积 22788.7  22445.0  22904.4  

  牧草地面积 0.0  456.8  456.8  

  建设用地总规模 531.2  524.3  539.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92.0  440.9  407.2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7.9  36.1  41.2  

    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用地规模 139.2  83.4  132.2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6.0  10.0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2.4  8.0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1.2  6.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任务量） — 222.1  6.0（8.1）  

效益指标（平方米/人）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307.4  148.0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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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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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63.2  100.00  28063.2  100.00   

农用地 

合计 26885.1  95.80  26941.4  96.00  56.3  

耕地 3813.0  13.59  3311.6  11.80  -501.4  

园地 40.9  0.15  66.1  0.24  25.2  

林地 22788.7  81.20  22904.4  81.62  115.7  

牧草地   456.8  1.63  456.8  

其他农用地 242.5  0.86  202.5  0.72  -40.0  

建设用地 

合计 531.2  1.89  539.4  1.92  8.2  

城乡建设

用地 

小计 392.0  1.40  407.2  1.45  15.2  

城镇工矿

用地 
37.9  0.14  41.2  0.15  3.3  

农村居民

点用地 
354.1  1.26  366.0  1.30  11.9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 
139.2  0.50  132.2  0.47  -7.0  

其他土地 

合计 646.9  2.31  582.4  2.08  -64.5  

水域 382.3  1.36  382.3  1.36   

自然保留地 264.6  0.94  200.1  0.71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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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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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口子乡 3311.6 2480.7 66.1 22904.4 456.8 539.4 407.2 41.2 132.2 10.0 8.0 6.0 8.1 128.0 

北猴石村 225.5 175.4  5.8 2132.3 31.1 27.3 25.0 0.8 2.3     98.0 

柴家店村 330.6 181.6  1.6 2249.9 45.6 51.8 32.1 7.9 19.7     128.0 

陈家沟村 215.7 202.6  4.5 578.1 29.7 26.3 19.2  7.1      

拐抹沟村 220.6 166.1  6.0 1070.0 30.4 28.1 25.1 2.2 3.0    8.1 127.0 

荒地村 386.0 334.6  9.3 1916.3 53.2 52.3 43.0 1.0 9.3     102.0 

门脸村 289.8 229.9  4.0 1408.3 39.9 50.9 41.3 1.2 9.6     98.0 

石阳村 291.8 197.8  2.5 3566.9 40.4 36.4 33.1  3.3      

土口子村 586.7 464.7  16.4 1735.7 80.9 109.5 92.6 15.5 16.9     127.0 

汪家沟村 236.7 219.3  6.8 1359.1 32.8 30.4 22.9  7.5      

治安村 528.2 308.7  9.2 6887.8 72.8 126.4 72.9 12.6 53.5 10.0 8.0 6.0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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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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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猴石村     33.2     33.2  -33.2  225.5  

柴家店村     51.0    20.0  31.0  -51.0  330.6  

陈家沟村     32.9     32.9  -32.9  215.7  

拐抹沟村 8.1  2.6   5.5  40.9    20.0  20.9  -32.8  220.6  

荒地村     64.2     64.2  -64.2  386.0  

门脸村     48.6    20.0  28.6  -48.6  289.8  

石阳村     40.0    30.0  10.0  -40.0  291.8  

土口子村     89.8     89.8  -89.8  586.7  

汪家沟村     38.0     38.0  -38.0  236.7  

治安村     70.9  6.0    64.9  -70.9  528.2  

规划期末 8.1  2.6   5.5  509.5  6.0   90.0  413.5  -501.4  3311.6  

年均增减 1.6  0.5   1.1  101.9  1.2   18.0  82.7  -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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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土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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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工矿区 

生态环境 

安全控制区 
林业用地区 

土口子乡 2583.6 1800.4 17.4 365.5 24.3 351.6 22920.4 

北猴石村 184.0 111.3  24.1 0.9 38.0 2140.0 

柴家店村 190.5 272.7 0.4 24.0 7.7 7.1 2243.3 

陈家沟村 211.3 69.6  19.2   610.6 

拐抹沟村 172.1 105.3 2.3 22.8  37.4 1076.1 

荒地村 345.0 161.8  41.9 1.1 42.2 1937.2 

门脸村 236.5 138.5 0.3 40.0 1.0 29.7 1447.9 

石阳村 207.7 195.3  33.1  22.8 3547.2 

土口子村 485.0 263.5 9.0 77.1 6.5 59.3 1703.3 

汪家沟村 227.6 96.0  22.9  18.9 1378.8 

治安村 323.9 386.4 5.4 60.4 7.1 96.2 68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