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和龙市自然资源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I 

目  录 

一、和龙市概况 ........................................................................................ 1 

（一）自然概况 ............................................................................ 1 

（二）经济社会概况 .................................................................... 3 

（三）土地利用现状 .................................................................... 4 

二、规划实施情况 .................................................................................... 7 

（一）规划主要调控指标 ............................................................ 7 

（二）规划实施总体情况 ............................................................ 8 

（三）规划实施结论 .................................................................. 13 

三、规划调整原因 .................................................................................. 16 

（一）规划调整的必要性 .......................................................... 16 

（二）规划调整的合理性 .......................................................... 17 

（三）规划调整的合法性 .......................................................... 17 

四、规划调整总体要求 .......................................................................... 19 

（一）规划调整指导思想 .......................................................... 19 

（二）规划调整原则 .................................................................. 19 

（三）规划调整依据 .................................................................. 21 

（四）规划调整基础数据 .......................................................... 23 

五、规划调整地块情况 .......................................................................... 24 

（一）调入情况 .......................................................................... 24 

（二）调出情况 .......................................................................... 25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II 

六．规划调整影响评价 .......................................................................... 28 

（一）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目标的影响 .......... 28 

（二）对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执行情况的影响 .......................... 29 

（三）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影响 ...................................... 29 

（四）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 29 

（五）对土地整治项目的影响 .................................................. 30 

（六）对矿产资源的影响 .......................................................... 30 

（七）对开发区的影响 .............................................................. 30 

（八）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30 

（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31 

（十）对规划数据库的影响 ...................................................... 31 

七、规划调整实施的保障措施 .............................................................. 32 

（一）强调用途管制，切实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 32 

（二）加强临时用地管理，强化监管措施 .............................. 32 

（三）拓展用地空间，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 32 

（四）及时变更备案，加快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 33 

（五）加强公示宣传，提高调整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 33 

附  表： .................................................................................................. 34 

附表 1  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表 ............... 34 

附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比分析表 ................................... 36 

附表 3  规划调整前后指标对比表 ........................................... 37 

附表 4  调整前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 38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III 

附  件： .................................................................................................. 39 

附件 1  论证会签到表 ............................................................... 39 

附件 2  论证意见 ....................................................................... 40 

附件 3  听证会公告 ................................................................... 41 

附件 4  听证会签到表 ............................................................... 42 

附件 5  听证会笔录 ................................................................... 43 

附件 6  听证会会议纪要 ........................................................... 44 

附件 7  听证会照片 ................................................................... 45 

附件 8  企业营业执照及资格证书 ........................................... 46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1 

前  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利用管理工作的龙头，是国家集中统一

管理土地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土地宏观管理的关键措施，是实施土地

用途管制和依法行政的基本依据，是具有法定效力的管理手段。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在保障和龙市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规范土地利用行为等方面起

到了主要的调控和指导作用。按照国家、省、州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调整完善的工作部署，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以 2014 年为

基期，和龙市组织开展了县、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对各项规划调控指标、耕地及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调整，编制了《和

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

方案》），并于 2017 年 4 月通过吉林省人民政府审批。 

和龙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总体要求，十三五期间深入实

施脱贫攻坚，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扶贫产业，

拓宽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带动贫困人口脱贫。2019 年，和龙市

已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完成“脱贫摘帽”工作，但“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和龙市继续巩固发

展脱贫成果，持续推进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及未来发

展方向与目前的建设用地布局出现了不匹配、不协调的情况，切实需

要开展规划调整，助力巩固脱贫成果。 

根据《吉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和修改工作规则》（吉国土

资规发〔2013〕47 号）要求，和龙市自然资源局在地方各级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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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组织编制了《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落实调入、调出地块具体情况，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

施，为扶贫工作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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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龙市概况 

（一）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 

和龙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

南部，地处东经 128°22′42″-129°24′17″，北纬 41°59′44″

-42°57′15″之间。和龙市下辖头道镇、西城镇、龙城镇等 8 个镇，

土地总面积 506871.14 公顷，东与龙井市接壤，西与安图县毗邻，北

与龙井、安图两县（市）相连，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

道、两江道隔图们江相望，境内中朝边境线长 164.50 公里，设有南

坪、古城里两个国家级口岸。和龙市距中外闻名的长白山旅游风景区

192 公里，是距离长白山较近的县（市）之一。 

 
图 1-1  和龙市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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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地貌 

和龙市地处长白山东麓，地势高峻，奇峰突起重峦叠嶂。境内有

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 56 座，西部甑峰山为最高峰，海拔 1676 米，

中部河谷平原海拔 300 米左右，东部东城镇琵岩村最低，海拔 250 米。

全市地貌大体可分 5 类，河谷谷地、河谷平原、台地、丘陵、山地。

河谷谷地和河谷平原分布于海兰江沿岸，土壤结构良好，土质肥沃，

水源充足，盛产水稻，是和龙市主要产粮区；台地、丘陵分布于中东

部，植被较差，水土流失严重；山地分布于北部和西部，山高林密，

是“长白林海”的一部分。 

3、气候条件 

和龙市气候属中纬度中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大陆性季风明显，

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少雨，冬季寒冷

期长。年平均气温为 5.1℃，极端最低气温在-25.7℃，极端最高气温

在 35.7℃，无霜期 176 天，年平均降水量 637 毫米。 

4、水资源条件 

和龙市分布着 10 公里以上河流 17 条，分属图们江和第二松花江

水系，水资源总量 12 亿立方米。海兰江、图们江等沿岸河谷平原为

粮食产地，以头道沟为中心的平岗平原是延边州水稻主产地之一。距

市区 10 公里松月水库库容量 2100 万立方米，为全市生产与居民生活

用水提供充足、优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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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条件 

全市共有 10 个土类，27 个亚类，49 个土属和 89 个土种。按成

因分类，主要土壤类型有灰化土、暗棕壤、白浆土、冲积土和水稻土

等。灰化土主要分布于海拔在 1200 米以上的中山上部；暗棕壤主要

分布于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为全市分布最多的山地森林土

壤，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79.10%；白浆土主要分布于东北部、中部

和西南部，肥力偏低，土壤物理性较差；冲积土主要分布于海兰江两

岸和图们江沿岸，为旱地中较肥沃土壤；水稻土主要分布于海兰江两

岸及其他河谷平原、台地等地区，是长期种植水稻而形成的土壤。 

6、矿产资源条件 

全市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 37 种，占延边州已发

现的矿产资源的 41.57%。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22 种，全市年产各种

矿石 130 多万吨，煤炭年开采量 100 多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聚

宝盆”。近年来，官地铁矿、长仁镍矿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开采带动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和龙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二）经济社会概况 

和龙市全市幅员面积 5068.71 平方公里，下辖 8 个镇，2017 年末，

全市总人口 17.1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0.7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为 62.66%，乡村人口 6.40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37.34%。 

和龙市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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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可比价计算，2017 年末，和龙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18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79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6.79 亿元，第三

产业增加值 14.60 亿元。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和龙市三个产业

结构比例从 2006 年的 21.61: 38.93: 39.46 调整为 15.06: 26.95: 57.99。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2.12 亿元。 

（三）土地利用现状 

本次规划调整采用现状数据为和龙市 2017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数据。2017 年，和龙市土地总面积 506871.14 公顷，其中，农用地

487937.1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6.26 %；建设用地 8111.12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1.60%；其他土地 10822.8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14 %。 

1、农用地 

农用地中，耕地 36291.1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16 %；园地

1524.2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30%；林地 447135.33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88.21%；草地 27.6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1%；其他农

用地 2958.7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8%。 

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5649.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1%。其中，城镇用地 1881.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37%；村庄

2790.1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5 %；采矿用地 978.18 公顷，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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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面积的 0.19%。 

交通水利用地 2232.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44%。其中，铁

路用地 709.5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4%；公路用地 1034.97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0.20%；水库水面 316.5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6%；水工建筑用地 171.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3%。 

其他建设用地 228.6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5%，全部为风景

名胜及特殊用地。 

3、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中，水域 4692.0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93%；自然

保留地 6130.7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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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和龙市 2017 年土地利用现状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506871.14  100.00  

农用地 

耕地 36291.18  7.16  
园地 1524.20  0.30  
林地 447135.33  88.21  
草地 27.67  0.01  

其他农用地 2958.78  0.58  
合计 487937.16  96.26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1881.38  0.37  
村庄 2790.19  0.55  

采矿用地 978.18  0.19  
小计 5649.75  1.11  

交通水利用地 

公路用地 1034.97  0.20  
铁路用地 709.50  0.14  

水工建筑用地 171.71  0.03  
水库水面 316.57  0.06  
小计 2232.75  0.44  

其他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228.62  0.05  

小计 228.62  0.05  

合计 8111.12  1.60  

其他土地 

水域 4692.08  0.93  

自然保留地 6130.78  1.21  

合计 10822.86  2.14  
注：本表数据采用和龙市 2017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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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规划主要调控指标 

由于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未重新下达新增建设

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以及整理开

发复垦补充耕地义务量等增量指标，因此，仅对和龙市《调整方案》

中确定的 2020 年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进行分析。 

耕地保有量：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4276.00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为 29513.00 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在 8240.00 公顷以内。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控制在 5700.00 公顷以内。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控制在 3115.00 公顷以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控制在 200 平方米以内。 



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方案 

8 
 

表 2-1  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规划指标 2009 2012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2020-2017

年 

指标属

性 

总量指标 

耕地面积 36399.88 36492.96 36449.35  36291.18 —— —— —— 

耕地保有量 35776.00 35776.00 35776.00 34276.00 34276.00 0.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1013.00 31013.00 31013.00 29513.00 29513.00 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7531.15 7785.54 7981.21 8111.12 8240.00 128.88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315.83 5405.39 5539.73 5649.75 5700.00 50.25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649.44 2723.68 2848.44 2859.56 3115.00 255.44 预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

米） 
210 233 249 266 200 66 约束性 

注：1、2009 年、2014 年和 2017 年数据采用和龙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2、2020 年规划目标数据采用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后的指标； 

3、2009 年和 2014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耕地保有量采用调整完善之前上级下达指标。 

（二）规划实施总体情况 

1、规划主要调控指标实施情况 

耕地保有量：规划实施至 2017 年末，和龙市始终坚持“十分珍

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严格保护耕地。按

照不占或少占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强化对建设占用耕地

的控制和引导。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耕地面积 36291.18 公顷，

比 2020 年规划目标 34276.00 公顷多 2015.18 公顷，完成了耕地保护

任务，全面落实了耕地保护责任。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严格按照《土

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永久基本农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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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严格控

制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在 29513.00 公顷，完成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 

建设用地总规模：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建设用地总规模

为 8111.12 公顷，占 2020 年规划目标 8240.00 公顷的 98.44%，控制

在规划目标范围内。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为 5649.75 公顷，占 2020 年规划目标 5700.00 公顷的 99.12%，

控制在规划目标范围内。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城镇工矿用地

规模为 2859.56 公顷，占 2020 年规划目标 3115.00 公顷的 91.80%，

控制在规划目标范围内。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为 266 平方米，超出 2020 年规划目标 66 平方米，其原

因在于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户籍人口逐年减少，城镇人口也呈逐年

减少趋势，而与此同时正是和龙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和龙市

大力推行招商引资，发展各类产业，进而提高了对城镇工矿用地的需

求，从而导致和龙市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偏高。规划实施后期，节约集

约化程度仍需加强，在建设用地规模需求逐渐增大的背景下，严格按

照节约集约用地方式进一步管理，尽快实现城镇工矿用地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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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布局和管制分区实施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

区要求，严格执行各分区管制规则：所有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全部落在

允许建设区范围内；限制建设区范围内只安排能源、交通、水利、军

事、风景名胜、特殊用地等必需单独选址的建设项目；禁止建设区主

要安排必要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和龙市允许建设区规划面积 5700.00 公顷，截至 2017 年末已使

用面积 5649.75 公顷，已使用比例达到 99.12%。规划实施期间，和龙

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未曾调整。 

3、中心城区规划实施情况 

和龙市中心城区东至龙城镇兴隆村、南至龙城镇和南村、西至龙

城镇大成村、北至龙城镇兴西村，集中了和龙市域的几乎全部中心职

能，总规模为 3180.84 公顷，是全市的经济、交通中心。 

（1）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 

2017 年和龙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土

地面积分别为 1721.34 公顷、1298.12 公顷、161.38 公顷。农用地中，

耕地 1423.26 公顷，园地 79.49 公顷，林地 198.00 公顷，其他农用地

20.59 公顷。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1152.23 公顷，其中，城镇

工矿用地 1026.92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45.89 公顷。其他

土地中，水域 79.00 公顷；自然保留地 82.38 公顷。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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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和龙市中心城区 2017 年土地利用现状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3180.84  100.00  

农用地 

耕地 1423.26  44.75  
园地 79.49  2.50  
林地 198.00  6.22  
草地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20.59  0.65  
合计 1721.34  54.12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1007.26  31.67  
村庄 125.31  3.94  

采矿用地 19.66  0.62  
小计 1152.23  36.23  

交通水利用地 

公路用地 34.34  1.08  
铁路用地 88.88  2.79  

水工建筑用地 9.03  0.28  
水库水面 0.00  0.00  
小计 132.25  4.15  

其他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3.64  0.43  

小计 13.64  0.43  

合计 1298.12  40.81  

其他土地 

水域 79.00  2.48  

自然保留地 82.38  2.59  

合计 161.38  5.07  
 

（2）中心城区各项规划指标控制较好 

根据《调整方案》中确定至 2020 年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 1652.14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492.33 公顷，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为 1269.80 公顷。 

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中心城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完成规划目标；实行最严格的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各项建设用地总量均控制在规划目标以下。 

（3）严格落实建设用地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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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对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的管理，《调整方案》明确中心城区

按建设用地的布局，划定了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并制定了相应的管制规则，规划期内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

区执行情况良好。 

和龙市中心城区规划允许建设区面积 1492.33 公顷，截至 2017

年末，允许建设区使用面积 1152.23 公顷，占 2020 年规划目标的

77.21%，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全部落位于规划划定的允许建设区内。按

照有条件建设用地区使用要求，未对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

调整。 
表 2-3  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及比例 

单位：公顷、%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区类型 面积 占中心城区面积比例 

允许建设区 1152.23 36.23 
有条件建设区 355.12 11.16 
限制建设区 1673.49 52.61 

中心城区土地总面积 3180.84 100 

4、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统筹考虑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地域差异性、刚性约束及区域竞争关系，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切入点，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优化转型升级。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生态用地 1面积

495801.2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7.82 %。规划至 2020 年，和龙市

生态用地面积为 495255.1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7.71%。从生态用

                                                             
1生态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及自然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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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来看，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较好。 

5、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实施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规划中提出的各种实施保障措施逐步得到落实，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配套措施日趋完善。 

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

护的通知》，不断完善了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措施；不断强化县级规

划对乡级规划的控制，在编制城市、村镇、交通、生态建设等行业规

划时，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衔接，完善了土地规划管理体系；

完善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编制成果，更新完善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数据库，加强了国土资源规划管理力度；和龙市卫片执

法检查稳步推进，明确工作目标，落实责任，强化了规划监管工作；

建立了规划公示制度，不断健全了公众参与体系。 

（三）规划实施结论 

1．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切实完成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严格按照国家和吉林省要求，耕地保护也

由量质并重转化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建立健全耕

地保护补偿机制和耕地质量建设长效机制，签订了年度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书，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政策，建设项目选址尽量少占耕地，特别是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确

实无法避免的，按照国家要求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根据耕地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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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潜力情况，科学合理开发未利用地，积极推进“旱改水”政策，

确保补充的耕地质量和数量。 

按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要求，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田块和农户，明确土地承包户的基本农田保护

义务，及时更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做到基本农田保护标志清

楚、责任落实到位。 

2、建设用地剩余空间不足 

规划实施期间，和龙市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与安排严格执行规划，

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土地条件，规划实施至 2017

年，和龙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虽然控制在 2020 年

规划目标以内，但已分别达到 2020 年规划目标的 98.44%、99.12%，

剩余空间不足，规划期内，难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 

3、现行规划布局与未来经济发展已不相适应 

随着和龙市经济发展，产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全市坚持把生态

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

发展理念，突出项目带动、科技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全力构建低碳、高效、循环的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

放型向集约型和环保型转变。同时，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巩固脱

贫成果，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扶贫项目布局及和龙市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同现行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布局存在不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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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为保证未来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保障《规划》顺利科学

地实施，《规划》调整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合理调整区域内建设用地

布局，以满足和龙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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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原因 

（一）规划调整的必要性 

1、进一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 

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以来，和龙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

模，加强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统筹区域土地资源利用，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格保护生态用地，强化规划的整体管控作

用，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和龙市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目前，现行规划中

安排的部分建设用地布局与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不相适应。为了保障

规划的现势性与合理性，需从全市实际情况出发，对现行的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中部分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进而满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和

龙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用地保障作用。 

2、巩固发展脱贫成果，持续推进产业扶贫 

2018 年，和龙市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各类产业扶贫项

目陆续实施，其中，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实现收益 550 万元，集中式

光伏项目实现了年内并网发电。2019 年，和龙市完成了“脱贫摘帽”，

但“产业扶贫”仍需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发展脱贫成果，保障产业

扶贫项目用地需求，持续推进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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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 

规划实施以来，全面指导了全市土地利用活动，严格保护耕地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控制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促

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优化配置，有利保障了中心城区发展。然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形势。为了促进落实规划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措施，合理规划重

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布局，带动城区经济发展，需对规划

进行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以提升城市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 

（二）规划调整的合理性 

全面贯彻落实了国家和吉林省相关要求，本次规划调整不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项目和土地整治项目，不压覆矿产资

源，不涉及生态红线保护区。同时，与和龙市十三五规划、生态保护

规划等相关规划进行了充分的衔接。本次规划调整征求了和龙市政府

意见，充分体现了和龙市的发展需求，契合和龙市中心城区的发展方

向。通过规划调整，和龙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

更加集约节约，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

地政策，能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适应和龙市未来发展的要求，促

进和龙市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调整的合法性 

本次规划调整涉及的调整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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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

2 号）、《吉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和修改工作规则》（吉国土资

规发〔2013〕47 号）等法规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方案》符合规划

布局调整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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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调整总体要求 

（一）规划调整指导思想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统领，围绕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目标，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促进节约集

约用地，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有效参与宏观调控，提高土地规划的

科学性与权威性，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能够应对经济社会客观发展需

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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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新时代空间均衡、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同等新的发展理念。实现延边州“旅游

兴州”战略目标，深入实施“项目突破、产业提升、乡村振兴、民生

改善、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全力抓好项目建设、着力推动产业发展、

统筹推进城乡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

从严管党治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

基础。 

（二）规划调整原则 

1、依法依规原则 

依法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的程序和审批权限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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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耕地保护原则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切

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3、总量平衡原则 

规划调整不得突破规划约束性调控指标；调整方案涉及耕地变化

的，应对调入和调出地块耕地数量变化和质量等级变化情况进行明确

说明，确保耕地保有量不降低、质量有提高；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不减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 

4、节约集约原则 

规划调整严格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

标准，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严控总量、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集约高效。 

5、保护和改善生态原则 

按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土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

要求，合理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总体布局，发挥土地资源利用

的社会、经济、生态最佳效益。 

6、图、文、表及实地一致原则 

规划调整过程中严格按照图、文、表及实地一致原则进行调整，

保障规划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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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规范公开原则 

严格履行论证、听证程序，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广泛听取规划

调整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提高规划调整的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 

8、符合相关供地和产业政策原则 

规划调整应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适应，有效进行配置资源，根据产

业结构调整趋势来协调用地布局，使产业结构政策在建设用地保障作

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用。在建设用地供应上，必须符合《土地使用

标准》、《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等规定的建设

用地供应政策。 

（三）规划调整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6）《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2015 年修订）。 

2、相关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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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发〔2017〕4 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

〔2018〕1 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8〕5 号）； 

（4）《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 号）； 

（5）《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

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国

土资发〔2012〕98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 

（7）《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4〕18 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8〕1 号）； 

（9）《吉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和修改工作规则》（吉国土

资规发〔2013〕47 号）； 

（10）《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政策的通知》（吉国土资耕发〔2018〕22 号）。 

3、相关规程文件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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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4、相关规划及其他 

（1）《和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4）《和龙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 年）》； 

（5）《和龙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6）《和龙市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 

（7）和龙市 2017 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8）和龙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四）规划调整基础数据 

（1）现状数据采用和龙市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2）2020 年规划目标采用《和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中的各项规划指标数据； 

（3）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和龙市相关部门对外公开的 2006-2017

年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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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调整地块情况 

《方案》主要是对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调整。

通过对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调整，来满足和龙市中

心城区规划后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用地布局的需求。调整地块总面

积 0.5384 公顷，其中，调入地块 5 块，面积 0.2692 公顷；调出地块

2 块，面积 0.2692 公顷，调整方式为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的互

换。 

（一）调入情况 

本次调入地块全部位于兴隆村，共 5 个地块，总面积为 0.2692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

规划地类全部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划地类全部为城镇用地，建设用

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区。 

TR01:位于兴隆村，面积 0.0013 公顷，现状地类为耕地，平均国

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划地

类为城镇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区。 

TR02:位于兴隆村，面积 0.2625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平

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

划地类为城镇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

区。 

TR03:位于兴隆村，面积 0.0023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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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

划地类为城镇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

区。 

TR04:位于兴隆村，面积 0.0015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平

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

划地类为城镇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

区。 

TR05:位于兴隆村，面积 0.0016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平

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调整后土地规

划地类为城镇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有条件建设区变为允许建设

区。 

（二）调出情况 

本次调出地块全部位于新元村，共 2 个地块，总面积为 0.2692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 0.2692 公顷，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

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全部为城镇用地。调整后土地规划地类恢复为现

状地类，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允许建设区变为有条件建设区。 

TC01：位于新元村，面积 0.2108 公顷，现状地类为耕地，平均

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调整后土地

规划地类为耕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允许建设区变为有条件建设

区。 

TC02：位于新元村，面积 0.0584 公顷，现状地类全部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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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整前土地规划地类为城镇用地，调整后

土地规划地类为耕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由允许建设区变为有条件建

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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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

号 
所在位置 地块面积 

地块现状地类 
调整前土地规划

地类 
调整后土地规划

地类 
调整前建设用地管制区 调整后建设用地管制区 

农用地 
耕地 

小计 水田 
TR01 兴隆村 0.0013 0.0013 0.0000 耕地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TR02 兴隆村 0.2625 0.2625 0.0000 耕地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TR03 兴隆村 0.0023 0.0023 0.0000 耕地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TR04 兴隆村 0.0015 0.0015 0.0000 耕地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TR05 兴隆村 0.0016 0.0016 0.0000 耕地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小计 0.2692 0.2692 0.0000 —— —— —— —— 

 

表 5-2  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

号 
所在位置 地块面积 

地块现状地类 
调整前土地规划

地类 
调整后土地规划地

类 
调整前建设用地管制区 调整后建设用地管制区 

农用地 
耕地 
小计 

TC01 新元村 0.2108 0.2108 城镇用地 耕地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TC02 新元村 0.0584 0.0584 城镇用地 耕地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小计 0.2692 0.269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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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调整影响评价 

（一）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保有量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调入地块总面积 0.2692 公顷，占用现状耕地面积为

0.2692 公顷；调出地块总面积 0.2692 公顷，调整后补充耕地面积

0.2692 公顷。因此，规划调整后和龙市耕地数量不减少，对和龙市耕

地保有量目标的实现无影响。 

坚持占优补优的原则，调入地块占用现状耕地面积为 0.2692 公

顷，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调出地块占用现状耕地面积 0.2692 公

顷，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 等。因此，规划调整后和龙市耕地质量不

降低。 

2．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调入、调出地块均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因此，规

划调整后和龙市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布局和质量没有变化，对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目标没有影响。 

3．对建设用地总量指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在不突破全市建设用地总量、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对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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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调入建设用地总面积 0.2692 公顷，调出建设用地总面积

0.2692 公顷，对建设用地总量指标无影响。 

（二）对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执行情况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中，调入地块总面积 0.2692 公顷，全部由有条件

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调出地块总面积 0.2692 公顷，全部由允

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调整前后各类建设用地管制区规

模无变化，因此，本次规划调整对和龙市建设用地管制区无影响。 

（三）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影响 

从土地利用结构来看，规划调整后，和龙市土地利用结构未发生

变化。从土地利用布局来看，本次规划调整主要是对建设用地布局进

行调整，调入、调出地块均位于和龙市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内。规

划调整后，和龙市中心城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布局更加适应扶贫产业发

展需要，促进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提高项目用地的综合效益，土地利

用效果更加明显。 

（四）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主要是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空间位置的相

互调整。规划调整后，和龙市将严控扶贫项目用地规模，确保脱贫攻

坚稳步推进的同时，相关产业用地均符合相关用地标准，确保实现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同时调出地块调整为现状地类，与周边的地类集中

连片，体现土地集约利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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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土地整治项目的影响 

根据《和龙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及已实施的土地整

治项目，本次调整地块不涉及和龙市土地整治项目区域，因此，规划

调整对和龙市土地整治项目无影响。 

（六）对矿产资源的影响 

依据和龙市矿产资源规划成果，就矿产资源分布分析，本次调整

地块在矿产资源分布范围之外，不涉及压覆矿产资源，对和龙市矿产

资源无影响。 

（七）对开发区的影响 

根据开发区已认定四至范围，本次规划调整调入、调出地块均不

涉及开发区，对开发区无影响。 

（八）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整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用地要求，涉及调整地块均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等规划进行充分协调、衔接，

有效缓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布局矛盾，确保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顺利实施。规划调整后，建设用地布局更符合和龙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用地需求，能更好的适应和龙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情

况，更好的保障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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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遵循的原则之一，

通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而产生的各项资源配置的变化，会

对调整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调整前，和龙市生态用地面积为 495255.14 公顷，调整后，和龙

市生态用地面积无变化。因此，调整前后，对和龙市生态环境无明显

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的地块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等，通过对规划调整正常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的科学分析，

主要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和固

体废弃物污染。但通过针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

景观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维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对周边生态

环境无明显影响。 

（十）对规划数据库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涉及的调整地块，调整前后规划地类和建设用地管

制分区类型均有所变化，要素的前后变化符合《县级土地用总体规划

数据库标准》。规划调整后，根据数据库建库标准，对变化图层进行

修改、制作调整后的变化图件，修改完善后的数据库符合国家标准，

通过土地用总体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进行质量检查，检查无误后

按照数据库标准格式进行上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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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调整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强调用途管制，切实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严

厉打击各种土地违法违纪的行为。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控制农地

转用，合理安排各项用地，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严防死守耕地保护红线，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到实处。寻求

既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又保障非农建设用地的合理需求，提高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本次规划调整

涉及耕地的调整，土地规划地类调整为耕地的地块要加强用途管制，

切实保护好耕地。 

（二）加强临时用地管理，强化监管措施 

对调入地块的临时用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从严审批临时

用地的数量和地类。建设单位应主动申请临时用地数量、位置和地类，

签订使用临时用地协议，支付临时用地补偿费，缴纳临时用地复垦保

证金，履行临时用地复垦的法律义务。临时用地期满后，临时用地单

位落实土地复垦责任，包括清理地上建筑物、建筑垃圾、平整土地、

恢复土地种植条件等。复垦后的土地必须达到复垦标准，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 

（三）拓展用地空间，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项目实施过程中剥离因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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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用于改良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方案，

严格按照项目单项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节约用地。通过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方式，拓展建设用地空间，缓解用地

供需矛盾，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四）及时变更备案，加快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方案》依法批复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及

时进行土地利用数据、规划图件及有关档案资料变更，以确保规划的

顺利实施。加快建设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搭建用

地审查、审批、供应、建设、耕地占补平衡、后期监管等各环节统一

的信息平台，不断提高规划管理信息服务水平。 

（五）加强公示宣传，提高调整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方案》经批准后要进行公示，提高公众对规划实施的认识，取

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为实施规划布局调整方案，落实有关措施奠定

广泛的公众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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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众监督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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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和龙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表 

调整类型 地块序号 
所在位置 

序号 X Y 

调入地块 

TR01 

1 43501465.1948 4712214.2881 
2 43501467.1263 4712217.4052 
3 43501470.2313 4712215.4812 
4 43501468.2998 4712212.3641 
5 43501465.1948 4712214.2881 

TR02 

1 43501691.6820 4712120.6520 
2 43501730.4980 4712156.7360 
3 43501764.1880 4712120.5970 
4 43501726.1734 4712084.8543 
5 43501720.3441 4712089.8198 
6 43501691.6820 4712120.6520 

TR03 

1 43501715.7998 4712052.9961 
2 43501716.4854 4712057.7028 
3 43501721.1814 4712057.0188 
4 43501720.4958 4712052.3121 
5 43501715.7998 4712052.9961 

TR04 

1 43501756.4888 4712162.4281 
2 43501756.6458 4712166.3651 
3 43501760.5588 4712166.1971 
4 43501760.4138 4712162.2861 
5 43501756.4888 4712162.4281 

TR05 

1 43501791.3158 4712125.0901 
2 43501791.4320 4712129.0320 
3 43501795.3680 4712128.9160 
4 43501795.2518 4712124.9741 
5 43501791.3158 4712125.0901 

调出地块 
TC01 

1 43501662.3427 4711392.9183 
2 43501657.2568 4711388.7987 
3 43501643.0106 4711482.5325 
4 43501641.5446 4711541.0839 
5 43501654.2384 4711538.3457 
6 43501668.0513 4711396.1151 
7 43501662.3427 4711392.9183 

TC02 1 43501671.4258 4711361.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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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类型 地块序号 
所在位置 

序号 X Y 
2 43501678.9344 4711284.0514 
3 43501671.0000 4711298.3747 
4 43501670.2194 4711299.7840 
5 43501661.3779 4711357.5232 
6 43501661.9766 4711357.7446 
7 43501670.3895 4711360.8561 
8 43501671.4258 4711361.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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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目标年 规划目标年 
调整后-调

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506871.14 100.00 506871.14 100.00 0.00 

农用

地 

耕地 34276.00 6.76 34276.00 6.76 0.00 
园地 2357.00 0.47 2357.00 0.47 0.00 
林地 447712.00 88.33 447712.00 88.33 0.00 
草地 132.00 0.03 132.00 0.03 0.00 

其他农用地 3244.00 0.64 3244.00 0.64 0.00 
农用地合计 487721.00 96.23 487721.00 96.23 0.00 

建设

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2366.00 0.46 2366.00 0.46 0.00 
农村居民点

用地 
2585.00 0.51 2585.00 0.51 0.00 

采矿用地和

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 

749.00 0.15 749.00 0.15 0.00 

小计 5700.00 1.12 5700.00 1.12 0.00 

交通水利

用地 

交通运输用

地 
1769.52 0.35 1769.52 0.35 0.00 

水利设施用

地 
495.48 0.10 495.48 0.10 0.00 

小计 2265.00 0.45 2265.00 0.45 0.00 
其他建设

用地 

风景名胜及

特殊用地 
275.00 0.05 275.00 0.05 0.00 

建设用地合计 8240.00 1.62 8240.00 1.62 0.00 

其他

土地 

水域 5158.00 1.02 5158.00 1.02 0.00 
自然保留地 5752.14 1.13 5752.14 1.13 0.00 

其他土地合计 10910.14 2.15 10910.14 2.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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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规划调整前后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规划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调整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34276.00 34276.00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9513.00 29513.0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8240.00 8240.00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700.00 5700.00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115.00 3115.00 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200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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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调整前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调整前 

允许建设区 
面积 5700.00 5700.00 0.00 
比例 1.12  1.12  0.00 

有条件建设区 
面积 1839.78 1839.78 0.00 
比例 0.36  0.36  0.00 

限制建设区 
面积 499023.67 499023.67 0.00 
比例 98.46  98.46  0.00 

禁止建设区 
面积 307.69 307.69 0.00 
比例 0.06  0.06  0.00 

总计 506871.14 506871.1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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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论证会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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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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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听证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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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听证会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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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听证会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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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听证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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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听证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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