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丹,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当代“一带一路”国家倡议

中贯通欧亚、全方位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的战略要道，是张掖市的东大门。焉支山、军马场又使山丹震古烁今，闻名遐迩。

山丹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决定了其新时代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

按照国家、甘肃省及张掖市统一工作部署，我县组织开展了《山丹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形成规

划草案。《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紧抓国家新发展阶段的新理念新战略，主动融入全省“一核三带”

区域发展格局和全市“一屏四城五区”建设目标，顺应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要求，

统筹构建全域美丽、全民幸福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格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幸福美好新山丹。

《规划》是对山丹县域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作出的总体

安排和综合部署，是对国家、甘肃省、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

划的细化落实，是制定山丹县国土空间发展政策、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修

复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蓝图，是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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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山丹县行政辖区及中农发山丹

马场（以下简称山丹马场），

国土总面积5434.93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常住人口

2020年全县常住人口15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为8.27万人，占

55.11%（山丹县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

GDP数据

202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1.73亿元。

山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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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定位

• 城市性质

• 规划目标

• 发展战略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河西煤炭生产集散基地

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基地

聚焦省委实施“四强”行动和市委建设“一屏四城五区”总体安排，

立足工业主导型和生态功能型发展定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打造“四大示范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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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要节点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以工业主导，生态旅游、商贸服务为主的

彩虹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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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谐、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初步形成。经济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发展开创新局面、城乡统

筹发展发生新变化、民生福祉水平得到新提升、社

会文明程度达到新水平、县域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果，

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卫生县城、园

林城市、双拥模范县和全域旅游示范区。

建设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高品质

国土空间格局。生态空间更加山清水秀，生

产空间更加绿色高效，生活空间更加舒适宜

居，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

现代化，建成“经济强、产业兴、生态美、

百姓富”的幸福美好现代化新山丹。

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体系，国土空间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实现现代化，发展成为经济

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河西走廊

生态文化魅力城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

美好新山丹。

2025

2035

2050

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县域国土空间

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山丹。

8



开放引领，区域大融合战略
以融入“一带一路”、张掖城市经济圈为抓手

创新驱动，美丽经济带战略
新旧动能转换、承接产业转移、绿色转型发展

生态优先，全域大花园战略
焉支风、马场梦、长城魂、艾黎情、佛山缘

品质提升，美好新生活战略
安全韧性、产城融合、人本共享、宜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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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同发展

• 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 实施功能明确的分区管控



全面联动省域都市圈，协同毗邻两省五县区

融

丝绸之路
经济带

“双循环”
新发展格

局

河西走
廊经济

带

酒嘉都
市圈

张掖市
城镇发
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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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河西走廊经济带“一轴”

贯通、“四圈”联动、“多点”协同

发展格局，加强跨省市毗邻区域协同

发展，加快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提升山丹县在区域合作中的发展能级。

加快构建分工协作的现代产业体

系，统筹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

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建立健全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全力推

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规划构建“一核三带三区多轴”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核：城市发展核心。

三带：北部防风固沙生态防护带、中部经济产业发展带、南部祁连

山生态保护带。

三区：北部综合经济区、中部现代农业区、南部生态文旅区。

多轴：以G307、S236、S315、S590、S301主要交通廊道形成的城乡

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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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耕地保护

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

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粮食安全

生态
安全

高质量
发展

山丹县及山丹马场共划定城镇开发边界29.80平方公里，其中山丹县
26.79平方公里，山丹马场3.01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划定城镇开发边
界17.46平方公里。

山丹县及山丹马场落实耕地保护目标137.69万亩，其中山丹县73.00
万亩，山丹马场64.69万亩。
山丹县及山丹马场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109.84万亩，占耕地
保护目标的79.77%；其中山丹县65.55万亩，占山丹县耕地保护目标
的89.79%；山丹马场44.29万亩，占山丹马场耕地保护目标的68.46%。

山丹县及山丹马场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735.36平方公里，其中山丹县
248.56平方公里，山丹马场1486.80平方公里。

严格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

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线

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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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土空间用途分级管控体系与划定分区

生态
空间

农业
空间

城镇
空间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生态保护区

乡村发展区

农田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城镇发展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业区
村庄建设区
牧业发展区
林业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保护与保留

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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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空间格局

•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实施乡村振兴



构建“一带两区多点”的现代农业空间格局

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带一带

两区

多点

现代农业发展区、生态农业示范区

马铃薯产业园、肉羊产业园、油菜产业园、高原夏
菜产业园、饲草产业园、孕马产业园和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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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

变其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

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优化提升耕地布局与质量
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土地集中连

片建设，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善耕地种植条件。

按照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要求，严格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进出平衡，严禁各类耕地“ 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强化耕地保护责任
加强耕地保护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土地执法督察，严肃查处乱

占滥用耕地行为，建立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全面推进“田

长制”，层层压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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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全域村庄分类，加强村庄规划引导

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山丹县111个行政村进行分类，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

合类、特色保护类及其他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引导村庄差异化发展。分类

施策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助力乡村振兴实施。

集聚提升类

城郊融合类 其他类

35个 4个 71个

特色保护类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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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提升类

集聚提升类村庄是指现有规模较大
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
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城郊融合类

城郊融合类村庄指城市近郊区以及

县城所在地的村庄。

其他类

其他类村庄是指目前暂无法确定类
别、看不准、需进一步观察和论证
的村庄。

特色保护类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指已经公布的历
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村
庄。



探索适合山丹特色发展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

01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积极融入全市“一区一地”创建，推动人力投入、物力配置、
财力保障向乡村振兴转移，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02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3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04 推进“丹味”品牌创建

05 实施乡村建设示范行动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面落实耕地保护，牢牢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力争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快推
进优质粮食提升工程，大力发展戈壁节水生态农业、设施农
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大力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以养殖业牵引农业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带动特色产业价值链提升，
实施“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建设行动。

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强大带动力、市场占有率、品牌区别度的
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擦亮“丹味”农产品品牌，加快
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全产业链
条，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按照人口适度集中、产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集中配套、公
共服务集中配套的“四集中”模式，加快推进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工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
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推动基础设施补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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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空间格局

•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 强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构建“2+3+2+1+N” 生态空间格局

多点

南部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屏障、北部龙首山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

以山丹河、老军河、霍城河为依托的沿河生态走廊

大黄山水源涵养区、中部绿洲生态功能区

以G30、G312为主线打造沿路生态景观带

公园绿地、祁家店水库、李桥水库、西大河水库为主要生态节点

两屏

三廊

两区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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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 构建以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甘肃片区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 加强自然教育、旅游服务设施、生态体验服务设施建设，
丰富各类生态系统产品，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能力。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 以自然保护地为基础，以重要水系为联结，强化生物多样性
就地保护，建立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立体网络。推动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和典型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

自然保护
地体系

甘肃
祁连
山国
家级
自然
保护
区

（1处）

祁连
山国
家公
园体
制试
点甘
肃省
片区
（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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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草资源保护与利用

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

• 严控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 优化配水方案，提升用水效率；
• 加强水资源管理，严格落实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用水效率控

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 加大水资源污染防治、水源涵养区、生态区域治理力度。

• 强化林草资源恢复与保护，推进生态保护网络建设；
• 加强水源涵养林建设，形成天然生态保护屏障；
• 优化林草地资源结构，强化林草地用途管制；
• 加大林草生态修复治理，推进防风固沙林建设。

• 全面提高湿地保护，建立湿地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湿地资

源监管；

• 开展湿地生态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区功能恢复、有害生物防治；

• 探索建立湿地利用预警机制，保障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实施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 加快矿业转型升级与绿色矿业发展，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 提高矿产资源环境保护准入条件，严格开采规划准入管理。

严守底线，强化管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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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廊道

• 山丹河生态修复廊道

• 老军河生态修复廊道

• 霍城河生态修复廊道

• 林草生态保育区

• 城乡综合整治区

• 荒漠生态修复区

• 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 矿山地质修复工程

• 林草生态修复工程

•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 农用地综合整治工程

3大分区 5大工程



• 城镇空间格局

• 城镇体系构建

• 中心城区发展方向

•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



规划形成“一核两圈四心五轴”城镇空间格局

一核：即山丹中心城区，提升其新型城镇化带动能力和经济辐射能力，

形成山丹县全域发展核心。

两圈：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东乐、位奇为支点，形成县域中心城市经

济圈；以霍城、大马营、山丹马场为支点，形成县域南部生态文旅经

济圈。

四心：以东乐、位奇、霍城、大马营四个重点镇形成乡镇片区中心。

五轴：即五条城镇发展轴，包括两条发展主轴，三条发展次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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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三个层次的县域
城镇体系及山丹马场（总场场部及各分场）

27

中心城区：全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主要包括清泉镇。

重点镇 ：县域各功能片区的核心，重点增强城镇功能，强化综合

服务能力，主要包括位奇镇、东乐镇、霍城镇和大马营镇。

一般镇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套，辐射带动周边乡村

地区发展，主要包括陈户镇、老军乡和李桥乡。

山丹马场：支持山丹马场绿色转型发展，包括总场场部及各分场。



规划形成“北限、西延、南控、东改、中优”的中心城区
空间拓展方向

28

北限
北侧用地被连霍高速、兰新铁路、国道312以及规划兰张高铁三四线等分割及
国家能源通道限制，故在保留现状建设用地的基础上不再开发城市建设用地。

延续现有新城区建设、张掖国际物流园建设，向西发展是山丹未来发展的主要
方向。西延

南控

东改

中优

南侧由于部队用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限制，规划保留现状用地，建议对城市南侧
控制发展，主要以优化功能布局为主。

以现有居住、工业功能为基础，规划建议对城市东部区域主要以改造提升为主，
适度向东扩展工业园区。

对现状老城区，进行用地布局优化、城市功能提升，环境优化整治等，推动城
市提档升级，提升城市品质。



规划形成“一心引领、两带显城、三轴提升、五区创城”的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29

指城市综合服务中心，依托行政办公、公共
管理、公共服务、商业服务设施为依托，形
成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 心

指艾黎大道城市发展轴线、迎宾路城市发展
轴线、国道312产业发展轴线。

三 轴

依托山丹河绿化带和古长城防护绿带，打造
中心城区两条主要景观绿带，是山丹城市新
风貌彰显和城市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载体。

两 带

即五大功能分区：新城区、老城优化提升区、
老城整治改造区、北部工业园区、高铁片区。

五 区



构建便捷通达、高效绿色的中心城区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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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
交通

铁路：兰新铁路、规划兰张高铁三四线，形成客运为主，兼顾货运的基本铁路

运输线，加强与周边省市的交通联系。

公路：连霍高速G30、国道312、国道307、省道590及县乡道，形成多层次的对

外交通体系。

城市
道路

优化中心城区道路网络结构，形成系统完善、衔接顺畅、等级匹配、组织合理、

运输高效的城市道路网络。规划形成“五横六纵”的干路路网结构：

五横：由中心城区霍城路、仁和路、东西大街、滨河路及南二环路所组成的五

条横向城市干路。

六纵：由永安路、艾黎大道、南北大街、焉支大道、山红路、规划纵四十路所

组成的六条纵向城市干路。



• 塑造特色魅力空间

•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

•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形成“一园两核、一城三带、四区多点”的魅力国土空间结构

一园：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山丹段）。
两核：山丹马场魅力核
心、焉支山魅力核心。

一园两核

一城：世博源地，五彩
山丹,强化县城核心功能。
三带：丝路文化魅力廊
道、S590乡村文化体验
魅力廊道、S315锦绣田
园魅力廊道。

一城三带

四区：南线焉支山—山
丹马场生态旅游片区、
东线长城文旅融合发展
片区、西线城乡融合产
业振兴片区、北线艾黎
精神传承红色研学教育
片区。
多点：多个魅力节点。

四区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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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一园一村、八核多点”历史文化保护结构

汉
明
长
城

大
佛
寺

焉
支
山

硖
口
村

县级文保单位。重点保护县域内县级文物保护对象。

以山丹县8处省级文保单位为保护重点。重点保护圣经楼、山羊堡滩墓
群、四坝滩遗址、 壕北滩遗址（壕北滩遗址及墓群）、艾黎与何克陵
园（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过会台遗址、靳氏民居、马寨无量殿。

山丹县老军乡硖口村。保留村落原有街巷肌理格局和空间尺度，合理划
定核心保护区与建设控地带。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丹段）。重点围绕“甘凉咽喉”风景道示范段，
以长城线路为主，系统保护长城沿线文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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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

一村

八核

多点



做优做强文旅产业，打响“丝路马都• 五彩山丹”文旅品牌

形成“一园二核四片区”旅游发展格局

做大南线焉支山—山
丹马场生态旅游片区

做精东线长城文旅融
合发展片区

做靓西线城乡融合产
业振兴片区

做强北线艾黎精神传
承红色研学教育片区。

山丹马场、焉支山：
充分发挥山丹马场、
焉支山“两核”带动
作用。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山丹段）：抢抓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机遇。

四区

二核

一园
围绕一个目标：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强化双核带动：山丹马场、焉支山

突出三大主题：“文化苦旅” “生态体验” “研学交流”

深挖四大文化：马文化、长城文化、四坝文化、艾黎红色文化

打造五张名片：焉支风、马场梦、长城魂、艾黎情、佛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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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产业全面提质升级

• 构建高效便捷交通体系

• 提供均衡便利公共服务

• 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现代农业

 培育六大区域特色产业

 壮大五大富民产业

 打造“六园一区”

 创建县域现代农业产业园

打造河西走廊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

生态工业

 坚持“一区多园”“一园一主
导产业”方向

 统筹要素向园区集聚、项目向
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群

力争创建全省代表性工业园区

商贸物流

 积极推动路衍经济产业链示范区建
设，加快实施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经贸物流仓储、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试点县等项目。

 大力推进供销基层社改造升级

打造河西走廊中段重要商贸物流基地

全面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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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G30、G312为依托

形成东西向产业发

展带

• 以G307、S590为依

托形成南北向产业

发展带

2：两区

• 张掖国际物流园

• 山丹城北工业园区

• 花草滩循环经济产业

区

• 东乐工业集中区

• 国家区域性马铃薯、

油菜良种繁育基地

• 现代肉羊融合发展产

业园

• 高原夏菜产业园

• 饲草产业园

• 孕马产业基地

• 马文化产业园

• 大黄山（焉支山）森

林康养基地等

N:多园多基地

 现代农业升级增效
——做足“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壮大五大富民产业

 生态工业逆势突围
——风光电、煤炭清洁高效深度利用、金属硅、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固态层

叠铅碳电池、全自动智能化马铃薯及蚕豆深加工、煤业矿业扩能技改等

 文旅产业繁荣发展
——积极发展会展经济、赛事经济，统筹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

游、户外运动等旅游业态

 现代服务业提质扩容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同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加速融合

构建“2+2+N” 现代化产业格局

2：两带

• 北部综合产业发展区

• 南部生态文化旅游发

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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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南北联通、东西畅达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保留现状兰新铁路、兰新客运专线，推

进兰张高铁三四线山丹段建设。

构建联通周边的区域铁路网

建设山丹军马场通用机场，新建焉支山

景区医用救助及紧急警用直升机停机坪。

发展通用航空机场

高速：G30连霍高速、永昌至民乐高速、

金昌至山丹高速、山丹至民乐高速。

国、省道：G312、G307、G227、S301 

S590、S591、S315。

完善区域公路网络

县道：规划县道13条，总里程数

323.12km，技术等级为三级及以上。

乡道：规划乡道15条，总里程数

320.38km，技术等级为四级及以上。

农村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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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心城区 -重点镇-一般镇-行政村”四级公共服务体系

规划形成四级公共服务中心，以中心城区为一级服务中心；位奇镇、霍城镇、

东乐镇、大马营镇、山丹马场为二级服务中心；其他乡镇为三级服务中心；行

政村为四级服务中心。

打造15分钟城镇社区生活圈

打造城乡30分钟生活圈

幼有
所育

学有
所教

劳有
所得

病有
所医

老有
所养

住有
所居

弱有
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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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能高效基础设施体系

给水

优化用水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全面
建设节水型社会。实施农村人饮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城乡供水更加稳定，建立多源互济
的供水保障格局。

排水

中心城区、镇区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扩
建城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
山丹马场场部、各乡镇镇区规划布局污水处
理站。

电力

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规划建
设东乐北滩330KV输变电工程、花草滩330kV
输变电工程、110kV 输变电工程、山丹农场
农网改造工程、配农网10kV及以下工程。

通信

规划在中心城区、山丹马场、各乡镇配套建
设通信、邮政营业场所及设施。大力发展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
息基础设施。

燃气

推进城区天燃气管网改造，完善
储配站、高压输储气管道、LNG
应急调峰储配库等设施配套。推
动天然气供应向城镇延伸，推进
东乐镇天然气入户、张掖LNG储备
中心等工程建设。

供热

中心城区、工业园区、乡镇镇区
持续推进集中供热，采用集中供
热热源。乡镇镇区、山丹马场场
部采用集中锅炉房供热。乡村地
区推荐采用电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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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坚韧稳固的城市安全体系

完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标准，大力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九大工

程”，加快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专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和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有效抵御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创建安全发展示

范城市。

地质灾害防治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气象灾害防御

构建气象灾害监测、
预警体系。

按照国家标准设防。

人防工程

建设和防护同步，平
时和战时结合。

洪涝灾害防御

治理山丹河等河流
水系，提高防洪标准。

消防规划

中心城区及重点镇建
设消防站，其他乡镇
设立专职消防队。

重大危险源防护

建立工程安全事故预防、应急
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公共安全

构建物质储备、医疗救治、物
质运输、应急处置体系。

抗震减灾

综合防灾
减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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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 保障近期项目实施

• 完善实施保障体制



构建上下联动、操作性强的传导落实机制

落实
上位规划

传导
乡镇规划

传导
详细规划

传导
专项规划

明确
强制要求

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传导

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落实县级总规确定的规划目标、规划分区、
重要控制线、城镇定位、要素配置等规划内容。制定用水总量、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有量、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林地保有量、基本草原
面积、湿地面积、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性指标分解方案，提出乡镇镇区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要求，明确综合交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布局要求。

对专项规划的传导

相关专项规划应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约束下编制，落实相关约束性指标，
不得违背县级总规的强制性内容。经依法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

对详细规划的传导

按照有利于规划意图向下传导并最终落地实施的原则，确定城镇开发边界
内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方案，明确编制单元的功能定位、核心指标、管
控边界和要求，其中建设用地规模总量、编制单元开发建设容量、绿地与
开敞空间用地总量、城市黄线蓝线绿线紫线等应作为约束性指标向下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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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十四五”规划，分类分级推进近期项目实施

产业
发展

历史
文化

城市
更新

基础
设施

整治
修复

重大
项目

梳理
项目
清单

项目
分级
分类

制定
实施
计划

 梳理山丹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清单，形成重点项目
清单表。

 摸底各部门规划期间重点建设诉求，合理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

 按照项目类别及实施时间，对重点项目进行分类分级。
 优先保障民生以及基础设施类项目。

 根据项目选址范围或拟选址范围，衔接国土空间规划，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诉求。

44

落实国家、省市重大战略，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统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惠民生、防风险，建立重点建设项目
台账。按照重大项目分级分类、选址情况，制定近期行动计划和政策
保障机制。



建设国土空间信息平台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协同审批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全面对接省级以及市级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整合各级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成果数据库，共享部
门管理数据，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形成全县国士空间规划“一张
图”。

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定
期分析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约束
性指标、控制线、用地布局等执
行情况，实时监控空间规模使用
与流量指标归还情况。

整合各部门空间规划、项目管理、
行政审批信息系统，打通农用地
转用审批、土地供应、不动产登
记等与建设工程项目审批通道，
全面推进“多测合一”“多审合
一”。

依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建立
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完善
规划实施动态评估调整机制，不
断完善计划管理方式，健全建设
用地用途管制制度。

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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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

2023年2月28日至2023年3月29日

公示渠道

山丹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handan.gov.cn

山丹县自然资源局微信公众号

公众意见提交渠道

电子邮箱：sdxgtzyj@126.com

邮寄地址：山丹县北大路统办2号楼

邮政编码：734100

(请在邮件标题或信封上标注“山丹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注：本次公示成果为规划草案，最终规划成果以批复为准。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山丹县自然资源局联系。

http://www.shandan.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