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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泰顺地处浙江省南部山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和海西经济区交叉地带，

是国家级生态县，浙南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先后列入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试点、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生

物多样性国际项目示范县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小城市培育试点。 

《泰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自 2010 年批准实施以来，

围绕“三生融合·幸福泰顺”的目标，深入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经

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生态价值不断显现。但是，在规

划实施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经济

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土地规划执行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根

据国土资源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的部署，泰顺县在完成了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规划实施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县域生态保护与发展的趋势，以第二次土地

调查成果为基础，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完善，编制《泰顺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全面分析了全县土地利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明了全县土地

利用战略与规划目标，制定了各类用地规划和优化布局方案，确定了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提出了规划实施

的保障措施。《规划》严控增量，撬动存量，严格耕地保护，体现生态优先，

强化空间管控，提高用地效率，逐步实现从“保障规划”向“保护规划”、从“增

量规划”向“存量规划”、从“指标规划”向“空间规划”的转变。 

《规划》是规划期内泰顺县土地保护、开发、利用和整治的纲领性文件，

是加强城乡建设用地及土地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规范各项建设和各级部门依

法行政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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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效力 

本规划是泰顺县行政辖区范围内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纲领性文件，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本辖区内进行的各项土地保护、开发、利用、整治活动，都必

须符合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多规合一”为理念，认真贯彻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利用制度，实现“保障规划”向“保护规划”、“增量规划”

向“存量规划”、“指标规划”向“空间规划”三个转变，打造山水相依的生态家

园，建设宜居宜游的生活空间，促进泰顺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三线管控：优先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统筹安排泰顺生

态、生活、生产用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乡建设用

地扩展边界线，进行严格管控。 

2、节约集约、持续发展：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根据地形

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土地节约集约政策，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紧凑布

局产业用地，统筹安排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3、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发挥泰顺地域与资源优势，强化生态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统筹安排各业用地，兼顾重点与一般，突出产业特色，实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4、多规合一、公众参与：充分衔接相关规划，合理划定“三线”与“三生”

空间；强化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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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 年） 

（9）《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2 年） 

（10）《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1）《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 66 号） 

（12）《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2014 年） 

（13）《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14）《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15）《浙江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办法》 

（16）《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17）《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 号） 

（18）《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前期

工作的通知》（浙土资函〔2014〕230 号） 

（19）《浙江省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技术指南（试行）》（浙

土资发[2014]44 号） 

（20）《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

工作的通知》（浙土资函[2015]12 号） 

（21）《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市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浙土资发[2015]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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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业、环境、旅游、水利、森林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政策 

（二）相关规划 

（1）《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8-2020 年）》 

（3）《浙江省主体功能区划》 

（4）《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 

（5）《浙江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6）《温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7）《温州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 年）》 

（8）《泰顺县湿地保护规划（2014-2020 年）》 

（9）其他相关规划 

第五条 规划任务 

1、落实保护任务：耕地和生态保护优先，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优化基本农田空间布局，提高优质基本农田所占比例，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将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纳入禁止建设区

以实行最严格保护，实现从保障规划向保护规划的转变。 

2、实现节约集约：严控建设用地规模与增量，盘活存量，有序增加建

设用地流量，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和城乡开发边界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内部结

构，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逐步实现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的转变。 

3、优化空间格局：明晰土地开发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切实保护

耕地和基本农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实现从指标规划到空间规划的转变。 

4、强化规划管控：坚持“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持之以恒加以落实，

强化边界管控，加强和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实现规划定布局，计划定规

划实施进程和年度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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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2005 年； 

规划期限：2006-2020 年； 

规划调整完善基期年：2013 年； 

规划调整期：2014-2020 年。 

第七条 规划范围 

县级规划范围：泰顺县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包括罗阳镇、百丈

镇、泗溪镇、雅阳镇、仕阳镇、三魁镇、筱村镇、彭溪镇、司前畲族镇 9 个

镇和竹里畲族乡，土地总面积 176803 公顷。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罗阳镇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土地总面积

4303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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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战略与规划目标 

第八条 区域发展战略 

1、县域发展战略：推动泰顺旅游主业化发展，打造长三角和海西区旅

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强化主体功能分区，以罗阳为中心建设公共设施服务中

心，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县域中心和东南片集聚；重点保护西北片生态环境，

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开发，推进山水生态旅游

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产业和空间的互补和优化。 

2、区域协调战略：积极推进泰顺县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和海峡西岸经济

区经济合作和协调发展，主动与上海、杭州等城市相接轨，加强与温州市区

和周边县市的产业协调。发挥相对优势，着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等

生态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 

3、生态发展战略：以“呵护好绿水青山”为基本前提，实行最严格的

源头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

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加强节能减排综合治理，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布局合理、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 

第九条 发展目标 

1、总体发展目标：以“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生态大县”为方向，以发

展生态经济为主题，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城

镇，将泰顺县建设成为浙南闽北的生态明珠，温州大都市的后花园。 

2、经济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0 亿元以上，年平

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8.0%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000 美元，旅游收

入和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保持在 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100 亿元。 

3、社会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县域常住人口 40.30 万人，城镇化水平

51%，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5 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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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土地利用战略 

1、生态建设战略：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试点、国家主体生态功

能区试点和国家级生态保护和建设示范区试点为抓手，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为核心，规划期内依托现有的自然山水格局，优先巩固生态保护重要功

能区，通过加强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人居等体系建设，探

索生态文明建设新举措。 

2、耕地保护战略：转变耕地保护理念，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切实做到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双保护。规划期内通过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及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强化管控优质耕地；有序推进土地整治工作，全面提

升耕地质量。 

3、布局优化战略：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美丽泰顺”的要求，

合理利用县域土地资源。加强“多规合一”，优化国土空间，正确处理好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性作用，推进泰顺新

型城镇化的发展新格局。 

4、节约集约战略：按照以内涵挖潜为主，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的原则，围绕保障宏观经济平衡运行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摸清泰

顺县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潜力，推进盘活存量用地。根据泰顺县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合理确定各业、各类用地需求，统筹安排存量和增量用地。 

第十一条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与规划目标 

（一）约束性指标 

1、耕地保有量：规划期内，全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4287 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期内，全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 19687 公顷。 

3、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500 公

顷以内。 

（二）预期性指标 

1、标准农田保护面积：规划期内，标准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48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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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规划期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面积 3333

公顷。 

3、新增建设占用耕地：2006-2020 年，建设占用耕地量不超过 530 公顷，

其中 2014-2020 年不超过 245 公顷，占用水田面积不超过 140 公顷。 

4、建设占用耕地系数：2014-2020 年，建设占用耕地系数控制在 45%左

右。  

5、补充耕地：2006-2020 年，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量不少于 2617

公顷，其中 2014-2020 年不少于 1031 公顷，耕地补充中新垦造水田 150 公顷，

补充耕地质量不低于建设占用耕地质量，保证耕地占补数量与质量双平衡。 

6、建设用地总规模：到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6323 公顷以

内。 

7、新增建设用地规模：2006-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164

公顷以内，2014-2020 年控制在 540 公顷以内。 

8、人均用地：到规划期末，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6 平方米以内； 

2014-2020 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98 平方米以内，新增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控制在 90 平方米以内。 

9、存量建设用地：规划期间，全县实现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91 公顷，

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65 公顷，交通用地及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利用存量建设用

地 94 公顷。存量土地供应率达到 25%。 

10、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到 2020 年，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

地量不超过 85.80 平方米。 

（三）预留指标 

1、新增建设用地预留指标：2014-2020年，规划预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50

公顷。 

2、基本农田预留指标：2014-2020年，规划预留基本农田指标40公顷。 

3、预留指标使用说明：规划预留指标主要用于规划期内需要实施但目前难

以定位的交通、水利、能源、社会公益、新农村、农业设施、省重大产业项目及

其他符合国家和省的相关文件规定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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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第十二条   空间布局优化与规划引导 

1、优化安排生态用地，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切实保护乌岩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三魁省级森林公园、天关山省级

森林公园以及飞云湖饮用水保护区等重要生态用地，形成国土生态屏障，维

护和改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体现生态优先理念。 

2、合理布局农业用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协调安排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做到基础设施布局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基

本农田保护；协调安排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布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

境。 

3、统筹安排建设用地，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空间。优先保障交通、水利、

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满足泰顺中心城区、松垟旅游集散中心、

廊桥主题公园等重点区块的建设项目用地；合理安排民生和新农村建设用

地，其他建设用地布局应符合泰顺县主体功能区规划及相关规划的要求，城

乡建设布局应当按照集聚发展规律，形成中心城区紧凑发展、城镇和农居点

集聚发展的土地利用格局。 

第十三条   土地利用空间总体格局 

依据泰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要求，结合自然、生态条件、历史

文化传承和行政区划等因素，在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和发展三者关系的基础

上，优化形成“一心引领，两片支撑；两带串联，生态环绕”空间格局，打造

浙江最美山城。 

“一心两片”空间格局：一心指中心城区，两片指南部廊氡特色产业片、

北部乌飞特色产业片。中心城区是发展核心，起到中心引领作用；两片区是

支撑，注重中心和片区之间的相互协调、特色发展。 

“两带串联，生态环绕”发展：两带串联是指 58 省道和 52 省道一横一纵



泰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文本 

10 

沿路经济发展带。58 省道和 52 省道是泰顺最重要的交通轴线，交通、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完善，旅游、商贸、物流等服务业较发达，沿线集中了全

县大部分经济资源。同时该区域也是自然资源丰富、最具特色的地带，特别

是生态旅游资源及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空间，推动产业

平台建设，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以产业发展支撑沿线中心镇的发展。 

第十四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期内，泰顺县进一步推进土地整治，严格保护耕地，提高农用地综

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2006-2020 年农用地规模从 2005 年的 167010 公顷

调整为 2020 年的 165879 公顷。2014-2020 年，规划农用地规模从 2013 年的

165991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165879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93.88%调整为 93.82%。 

1、耕地：由 2013 年的 25545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24287 公顷，净减

少 1258 公顷。其中，因建设占用减少耕地 245 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

地 2044 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增加 1031 公顷。 

2、园地：由 2013 年的 4919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5498 公顷，净增加

579 公顷。其中，建设占用园地 148 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净减少 473 公顷，

农业结构调整净增加 1200 公顷。 

3、林地：由 2013 年的 129327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129986 公顷，净

增加 659 公顷。其中，建设占用林地 93 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净减少 62 公顷，

农业结构调整增加 814 公顷。 

4、其他农用地：由 2013 年的 6201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6108 公顷，

净减少 93 公顷。 

（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2006-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从 2005年的 5232公顷调整为 2020年的 6323

公顷。2014-2020 年，优化泰顺县的建设用地结构，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合理安排各类用地，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从 2013 年

的 6191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6323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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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 3.58%。 

1、城乡建设用地：由 2013 年的 3604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3500 公顷，

净减少 104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的发展使得城乡用地增加 397 公顷；为了

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对农村居民点与废弃工矿用地进行整理，城

乡建设用地减少 407 公顷；规划期内泰顺将大力实施旅游全域化、主业化的

发展战略，旅游设施用地和交通用地将大幅增加，规划期内旅游设施用地和

交通用地需占用农居点 94 公顷。 

2、交通水利用地：由 2013 年的 2534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2619 公顷，

增加 85 公顷。其中，新增公路建设用地 60 公顷，利用存量 9 公顷，新增水

利设施用地 16 公顷。 

3、其他建设用地：由 2013 年的 52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204 公顷，增

加 152 公顷。 

（三）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适度开发和利用其它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2006-2020 年，其他

土地的规模从 2005 年的 4561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4601 公顷。2014-2020

年间，泰顺县其他土地用地规模由 2013 年的 4621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4601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2.61%调整为 2.60%。 

1、水域：泰顺县水域面积从 2013 年的 1834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1833

公顷，减少了 1.00 公顷，主要为水工建筑建设利用滩涂。 

2、自然保留地：泰顺县自然保留地面积从 2013 年的 2787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2768 公顷，减少了 19 公顷。 

泰顺县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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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耕地保护与农用地利用规划 

第十五条   耕地保护规划 

1、耕地总量保护：规划通过严控耕地减少，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实施

地力提升与土壤增肥，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规划期内通过合

理调整耕地结构和布局，到规划期末全县落实耕地面积 24287 公顷。调整后，

耕地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势较平坦的乡镇与西部山区谷涧地带。 

2、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2014-2020 年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245

公顷以内，其中占用水田控制在 140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比例控制

在 45%以内。规划实施过程中加强建设项目选址论证，确保对优质耕地的保

护，尽量减少优质耕地占用。  

3、合理规划垦造耕地：2014-2020 年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不低于 1031

公顷，新增水田面积不少于 350 公顷，其中垦造水田 150 公顷，旱地提升水

田 200 公顷，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垦造耕地区域主要位于三魁镇、百丈镇、

雅阳镇及筱村镇等乡镇。 

第十六条   耕地质量提升 

1、标准农田保护与提升：加强标准农田保护，确保标准农田数量，规

划实施过程中引导建设少占或不占标准农田，建设不可避让则应做到标准农

田的“先补后占、占补平衡”。规划期内，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 4487 公顷的

标准农田保护任务，主要集中分布在三魁镇、雅阳镇、罗阳镇和泗溪镇等。

各乡镇标准农田保护任务见表 F3。 

2、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与地力提升：规划期间着重通过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粮食功能区建设，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生态景观。 

3、耕地质量提升工程：规划期内通过提升土壤有机质、耕作层改良、

平衡土壤养分，提升耕地质量。对于新增耕地质量提升，通过增加土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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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改良土壤质地、增加土壤有机质、优化规划项目设计方案、全面实施

“表土剥离”工程、促进新开垦耕地土壤熟化等举措提升新增耕地的质量。 

第十七条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与目标 

按照集中、优质合理调整基本农田布局，提高优质耕地占比，确保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有效落实。根据上级下达的控制性指标，泰顺县规划期内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19687 公顷，为应对未来部分建设项目选址的不确定性，

规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19727 公顷，其中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预留 40

公顷耕地，用于规划期内需要实施但目前难以定位的交通、水利、能源、社会

公益、新农村、农业设施、省重大产业项目及其他符合国家和省的相关文件规定

的建设项目。各乡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见表 F3。 

（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原则 

以“大稳定、小调整”为基本原则。将交通沿线与城市周边优质耕地、

高等别耕地和集中连片耕地优先纳入基本农田加以保护。 

（三）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优化 

（1）永久基本农田划入 

①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对泰顺县城乡建设扩展边

界进行了大幅压缩之后，将城镇扩展边界退让空间中的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扩展边界退让的耕地划入面积 362 公顷。此外，将 S228(52 省

道)、文福线、S331(58 省道)、分泰线(老 58 省道)、司前至横坑公路等交通

沿线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②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功能区重点保护：2012 年至今，泰顺县共认定、

提升、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4590 公顷，县域各乡镇均有分布，土层深厚、

适宜农耕；自浙江省现代农业“两区”建设以来，泰顺县已建成粮食生产功

能区 2569 公顷。高标准基本农田及粮食功能区范围内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

本农田。 

（2）永久基本农田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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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耕地质量等级：泰顺县耕地质量等级为 7-11 等共 5 个等级，主要为

9-10 等。质量等级相对较差、坡度在 25 度以上的予以调出。 

② 新增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划期内新增建设确需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依据不同情形提供核实举证依据，举证通过后加以调出。 

③ 全县永久基本农田内 5 亩以下的零星地块加以调出。 

（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结果 

全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26882 公顷，各乡镇均有分布，其中三

魁镇、雅阳镇和罗阳镇分布较多。规划期内将加强耕地的质量及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基本农田的集中连片保护。 

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中水田比例由 52%提升至 58%以上，耕地质量等别

有所提高。各乡镇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按上述要求进行落实。 

（五）基本农田集中区与整备区 

基本农田集中区：规划期内，全县划定基本农田集中区 20 个，总面积

8320 公顷，基本农田集中区内基本农田面积为 6112 公顷。 

基本农田整备区：2014-2020 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455 公顷划入基

本农田整备区，区内已实施项目参照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基本农田整备区

主要分布在三魁镇、筱村镇、罗阳镇、泗溪镇等。 

第十八条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划定 

（一）划定要求与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划定要求： 

—— 已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已建成粮食功能区内的耕地、千万标准

农田提升区域以及正在实施质量提升的二等标准农田须纳入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  

—— 已立项实施或规划建设为高标准基本农田的耕地、已规划为粮食

功能区建设范围内的耕地、已经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的

优质耕地优先划入。 

—— 集中连片度大于 2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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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质量等级 5-8 等的耕地。 

—— 耕地地力等级在二等以上，土壤清洁。 

——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一经划定不得建设占用，为保持永久基本农

田示范区的稳定性。 

（二）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划定结果 

在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上，与已建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功能

区及标准农田进一步衔接，全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保护面积 4275 公

顷，示范区内基本农田面积 3333 公顷，主要分布在罗阳镇、百丈镇、三魁

镇等乡镇 118 片区，主要片区有三魁镇上武垟村等村片区面积 76 公顷，三

魁镇卢梨村等村片区面积 70 公顷，雅阳镇雅阳坪村等村片区面积 99 公顷，

竹里乡何宅垟片区面积 78 公顷，仕阳镇保兴村等村片区面积 104 公顷等片

区。  

（三）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管制 

国家批准的交通、水利项目以及省政府确定的重大线性工程建设项目选

址，确实无法避让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的，建设项目用地选址方案由省

国土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厅等部门进行论证，未经论证通过的，不得审批用地；

其他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第十九条   其他农用地利用规划 

1、园地利用规划：规划期内全县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推手，优化生产布

局，引导农业生产要素向农业两区、标准农田与基本农田集中，做大做强泰

顺茶叶、绿色水果、高山蔬菜、笋竹等优势产业。到规划期末，全县园地面

积 5498 公顷，全县 10 个乡镇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罗阳镇、仕阳镇、泗溪

镇和百丈镇等。 

2、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泰顺县林地资源丰富，到规划期末，全县林地

面积 129986 公顷，主要为生态公益林及水源涵养区周边的生态用地，主要

分布在罗阳镇、司前镇、泗溪镇和筱村镇等。 

3、其他农用地利用规划：到规划期末，全县其他农用地面积 610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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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罗阳镇、仕阳镇、三魁镇、泗溪镇和筱村镇等。规划期内，结合

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等建设，加强农村道路、农田

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大棚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扩大设

施化生产规模，鼓励利用非耕地和质量提升难度较大的农田发展设施农业。

规划期内，农业设施用地发展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申请使用基本农田

预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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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态保护用地规划 

第二十条   规划目标 

以“呵护好绿水青山”为基本前提，通过梳理泰顺县现有的生态用地，

根据生态资源的敏感性和稀缺性筛选出目前确需重点保护的生态用地，通过

划定生态红线，达到严格保护优质生态资源，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发展

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构建适应于“生态泰顺”建设要求的生态空间

体系。 

第二十一条   生态用地布局优化 

以“生态山城、养生福地”建设为基本引领，以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飞云湖水源保护区及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和重

点生态公益林为重要节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全域大景区、全县

大公园”建设，构造区域西北飞云江流域森林生态区、西南交溪流域生态区、

东北及中部绿色农业生态区、东南旅游生态区的多层次生态空间网络，维护

生态底线，保护生态安全。 

西北飞云江流域森林生态区：位于泰顺县西北部，为温州市城市供水水

源珊溪水库的上游，是重点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西南交溪流域生态区：位于泰顺县西南部，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为保持

生物多样性、改善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及水源涵养的生态功能区。 

东北及中部绿色农业生态区：位于泰顺县东北及中部地区，为泰顺县发

展生态农业的重要区域，为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的生态功

能区。 

东南旅游生态区：位于泰顺县东南部，为泰顺县发展旅游业和生态农业

的重要区域，为保护古文化遗址、生物多样性和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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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求 

（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泰顺县生态保护红线是以特有自然景观、饮用水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

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目的，予以特殊保护和严格控制生产活动的区域。规划

划定泰顺县生态红线内规模 28298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16%，主要分布

在罗阳镇、司前镇、雅阳镇、三魁镇及百丈镇等，生态红线内包括乌岩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飞云湖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

水源保护地和天关山森林公园、三魁森林公园及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等。生态

红线内区域纳入建设用地管制区中的禁止建设区，严格保护区域内的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文化遗产。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求：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和县级以上地质遗迹保护点等

应划入。 

—— 省级以上风景名胜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纳入省级以

上保护名录的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

区域等应划入。 

—— 对生态线内的土地进行严格保护，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 生态红线一经划定，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和改变。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制措施 

1、生态保护红线纳入禁止建设区，一经划定，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和

改变。 

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应满足保护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

空间面积不减少的属性特征与保护要求。 

3、严格保护自然的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和人文景观，适度安排农业和

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4、强化水污染综合治理，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加强固体废弃物控制与

管理，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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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保护文化遗产用地。依法确定文化遗产用地保护范围，严格限

制各类建设侵占文化遗产用地。 

第二十三条   生态保护红线与重要生态用地 

（一）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位于泰顺县西北部，是野生动物和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具有山地生态系统完整、物种资源丰富、山岳风光齐

全、自然景象美丽等特点，构成了多种独特的自然景观，被喻为“天然生物基

因库”和“绿色生态博物馆”。 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总面积 18862 公

顷，核心区面积为 4857 公顷，纳入禁止建设区，保护区外围缓冲区纳入限

制建设区。 

（二）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 

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优美的峡谷溪涧、奇特的温泉资源为特色，

拥有神龟观瀑、宝林寺、五级瀑等山水人文景观。承天氡泉因出水量大、出

水温度高、医疗价值高而被誉为“浙南大温泉”。保护区面积 1897 公顷，核心

区域面积 121 公顷纳入禁止建设区，外围区域纳入限制建设区。 

（三）飞云湖饮用水保护区 

飞云湖饮用水保护区是温州市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泰顺县大约占有飞云

湖水域面积的三分之二，面积为 1536 公顷。沿飞云湖水面两侧 50 米范围纳

入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1043 公顷，外围区域纳入限制建设区，以生态保护

为主，适当发展旅游业。 

（四）森林公园 

泰顺县现有 2 处省级森林公园，分别为三魁森林公园和天关山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的核心区面积 1532 公顷，划入禁止建设区。 

（五）重点公益林 

泰顺县林地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竹里乡、司前镇、罗阳镇、百丈镇、筱

村镇、三魁镇、仕阳镇、乌岩岭林场、乌联办场、罗阳林场、三洋坪茶场等处。

重点公益林集中连片区域，总面积 19763 公顷纳入禁止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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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饮用水源保护区 

泰顺县现对全县大中水库等饮用水源的水面两侧外延 50-200 米范围内

设立了水源保护区，即雅阳镇饮用水源保护区、仕阳镇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

其他各乡镇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面积 982 公顷，纳入禁

止建设区。 

第二十四条   重要生态工程建设 

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加强飞云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生态保

护区建设、五水共治、两气共治等力度，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构筑浙南

生态屏障。重点加强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工程，流域河道生态景观保护与修复

工程。以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峰－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飞云湖水

源保护区和重要饮用水地四大生态源区为核心，实施景观大道“碳增汇”工

程，加快实施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与生态文化等生态

文明建设工程和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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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用地规划 

第二十五条  建设用地总体目标 

加强多规合一，统筹城乡发展，从规划源头实现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严

格划定城乡开发边界，以边界约束与计划数量管控双管齐下，推动新增空间

优化配置与存量空间盘活使用同步进行，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优化空间利用

结构，达到“调结构、优格局、促发展”的目标。到规划期末，全县建设用地

规模不超过 6323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3500 公顷。2014-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540 公顷以内。其中，预留新增建设用地 50 公顷，

主要用于规划期内需要实施但目前难以定位的交通、水利、能源、社会公益、

新农村、民生、省级重大产业项目及符合国家、省文件规定的建设项目等。 

第二十六条  城乡统筹与规划控制 

1、城乡统筹整体战略：按照“小县大城关”战略，积极推进泰顺新城

区建设，强化县域中心功能；提升司前畲族、筱村等城镇的公共服务职能建

设，强化百丈城镇配套建设，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推动特色民俗体验、

休闲度假型生态旅游。发挥三魁、仕阳等城镇的现状基础，提升区域服务职

能，发展特色旅游业。以 S331 交通廊道为发展主轴，强化泗溪—雅阳县域

次中心城区建设，提升城镇中心职能，加强廊氡功能区建设，提升旅游服务

职能。 

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到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3500 公顷以内，其中城镇用地控制在 1413 公顷以内，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

在 1932 公顷以内，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控制在 155 公顷以内。

2014-2020 年，规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 397 公顷，其中规划新增城镇工矿用

地 292 公顷，规划新增农村居民点 105 公顷，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21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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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城镇与工矿用地规划 

（一）发展目标 

以建设国家生态县为核心，培育中心城区的要素集聚能力，完善中心城

镇的功能，突出发展特色，合理引导县域功能要素的集聚。打造生态型美丽

山城样板，构建“品质新区、生态移民、特色小镇”的集成式发展格局。 

（二）布局优化 

以 S228、S331 构成的交通走廊为发展主轴，形成“一轴二区四片”城

乡空间总体框架。规划增强中心城区和泗溪—雅阳次中心城区的区域带动

力， 6 个中心城镇分布于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四个次区域，协调发展。 

中心城区——罗阳：重点建设罗阳中心城区，以向南、向东发展为主，

强化中心城区功能，提高中心城区集聚辐射能力。 

次中心城区――泗溪—雅阳：规划由泗溪、雅阳等城镇组成县域次中心

城区。利用廊桥、氡泉、影视基地和九峰景区等旅游资源，发挥 S331 和分

泰线的交通优势，强化泗溪—雅阳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旅游资源，强化廊氡

功能区的旅游联合发展。 

南部区域中心城镇：三魁镇为以商贸和工业为主导的工贸型现代化中心

城镇，今后的用地发展依托 S331，以向北发展为主；仕阳镇为以边贸和工业

为特色的旅游观光城镇，依托文福线建设，发展观光和休闲旅游，适度开发

矿产资源。 

北部区域中心城镇：筱村镇为以旅游、商贸为主导的历史文化名镇，突

出作为东、北部旅游联系的重要节点；司前畲族镇规划为以乌岩岭自然保护

区和飞云湖风景名胜区为依托，以旅游服务、生态度假为主的畲族宜居城镇；

百丈镇规划为以旅游度假为主导的生态型旅游城镇。 

东部区域中心城镇：彭溪镇为东部区域的中心镇，发展以承接型工业为

主导的县域新兴现代化工业型城镇。 

（三）用地安排 

到规划期末，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568 公顷以内，其中城

镇用地 1413 公顷，工矿用地 15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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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镇扩展边界划定 

坚持“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原则，

合理划定城镇扩展边界，强化城乡建设的控制边界构筑。 

根据规划用地安排，结合城镇用地实际，沿 S228、S331 省道等具有明

显隔离作用的标志物或行政界线为范围界线划定城镇扩展边界。全县划定扩

展边界个数为 20 个，总规模为 3253 公顷，主要包括罗阳镇、雅阳镇、泗溪

镇等城镇用地范围。 

（五）城镇扩展边界管控引导 

1、边界范围内应根据产业区块的发展定位，加强产业的集聚引导，倡

导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 

2、边界范围内需加强用地存量挖潜，有效落后产业退出，挖掘低效用

地的再开发潜力，提高用地效率与效益。 

第二十八条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 

（一）发展总体思路 

以“山水美、农家富、社会和、机制新”为目标，以土地综合整治为载

体，通过加强“多规合一”，加快村庄集聚，将泰顺县农村打造成生态环境

优美，村容村貌整洁，社区服务健全、乡土文化繁荣、农民生活幸福的美好

家园。 

（二）农村建设引导 

1、村改居型 

引导村民向城镇生活方式过渡，逐步使村民从自建住房转变为购买商品

房，使村庄逐步转化为城镇社区，并入城镇居住区。2014-2020 年，规划村

改居 26 个，主要包括溪坪村、西外村等村，总面积 216 公顷，规划新增建

设用地 35 公顷，规划期末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参照城镇居住小区建设用地标

准执行。 

2、中心村型 

规划期内，将区域范围内具备一定规模、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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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并且对周围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辐射带动功能的村庄列入中

心村型。2014-2020 年，规划中心村 35 个，包括仙稔村、秀涧村、富垟村、

董陈村等村，总面积 564 公顷，规划新增建设用地 50 公顷，规划期内新增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控制在 90 平方米之内，规划引导其适度发展。 

3、基层村型 

规划期内，通过整治、改造和适度的撤并，保持现有规模不扩大，增加

集聚功能，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村庄，列入基层村型，随着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将逐步迁并，人口规划逐步减少。2014-2020 年，规划基层村 128

个，主要包括毛竹下村、江渡村等村，总面积 1024 公顷，规划新增建设用

地 20 公顷，规划期内新增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控制在 90 平方米之

内，规划期内主要对其进行梳理改造。 

4、撤并村型 

规划期内，由于村庄原址改造，列入撤并型，一部分通过土地整治予以

复垦，一部分撤并到基层村或中心村中。2014-2020 年，规划撤并村 15 个，

主要包括枫岙村、夹边垟村等，总面积 128 公顷。 

（三）农居点用地规划 

依据引导集聚建设、改善农居环境、节约集约用地原则，有效建立宅基

地置换和退出机制。推进村庄整治与中心村建设，逐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规划期末农居点规模为 1932 公顷，规划新增建设用地

105 公顷（其中预留新增建设用地 10 公顷）。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建

房的实际困难，乡级规划也需预留一定比例的规划指标，用于农民个人建房

的需求。 

规划期内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先用于无房户、危房改造、农整安置地、

下山脱贫点以及村庄内部基础设施用地。规划期内加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重点保护筱村镇徐岙底村、司前畲族镇圆州村、仙稔仙居村、罗阳镇交垟村、

司前畲族镇里光村和坑底村等历史文化名村。 

坚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点整治空

心村与一户多宅现象，规划期内，规划农村居民点整治面积 402 公顷，有效

缩减农居点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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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基础设施用地规划 

（一）交通用地规划 

1、发展目标 

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镇空间拓展要

求，以溧阳至宁德高速公路（G4012）文成至泰顺段建设为重点，构筑以省

道和县乡公路为主体，加强与温州、景宁、寿宁、福安、福鼎、文成、苍南

等周边城市的联系，实现与各乡镇的有效连接，建成网络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等级分明的安全、高效、环保的道路交通网络系统。 

2、规划布局优化 

规划依托现有交通框架，围绕“一高”高速公路框架，“一国两纵两横”

的公路主干路网的格局，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全面提升路网等级。 

 “一高”：溧阳至宁德高速公路（G4012）文成至泰顺段。 

“一国两纵两横”：235 国道泰顺金北斗至牛栏岗段、文福线；青文泰

省道、分泰线(58 省道)、司前至横坑公路；按照二、三级公路标准，规划建

设若干条主要联系性道路。 

3、用地安排 

2014-2020 年，规划所需交通用地 69 公顷，其中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60

公顷，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9 公顷，主要用于司前至横坑公路、泰顺县西旸至

洲岭公路（含洋溪支线）等县乡道项目建设。 

（二）水利用地规划 

1、发展目标 

规划期间，充分利用泰顺县水利发展的既有成果和基础条件，构建与完

善防洪减灾体系、水环境保护与河道生态健康保障体系、城乡供水一体化体

系和现代农田灌溉排水体系、水利发展管理体系，保障大面积地区的防洪除

涝安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规划布局优化 

合理布局水利工程，充分利用现有水系，注重恢复和改善河流功能，与

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城乡水环境治理及蓄水供水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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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龟湖、垟溪、甲家渡等水电站，开发库区湖面景观和周边山水资源，

发展特色旅游业。配套罗阳中心城区、泗溪-雅阳次中中心、司前畲族、仕阳、

彭溪、三魁等建制镇镇区的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整治拓宽镇区段溪流，对农

村段溪流也按中小河流治理规划进行治理。 

3、用地安排 

2014-2020 年，规划新增水利设施用地 16 公顷，主要安排河道整治及中

小流域治理工程等水利建设项目。 

（三）能源用地规划 

1、发展目标 

通过合理安排项目及进度，近远期结合，实现电力可持续发展，使建设

资金和建设时间的安排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规划布局优化 

到 2020 年，泰顺县电网以 220kV 变电所为主要电源点，以 110KV 电网

为主高压配电电压等级。规划在县域范围内安排 2座 110kV变电所，5座 35KV

变电站。 

3、用地安排 

2014-2020 年，规划新增能源用地 5 公顷，主要用于三魁、仕阳 110kV

及百丈、南院、龟湖、新浦、九峰 35KV 变电站等。 

（四）基础设施用地指标预留 

为确保基础设施用地能够满足泰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规划期

内需要建设但目前难以定位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可申请

使用规划预留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基本农田指标。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规划详见附表 F8。 

第三十条  旅游用地规划 

（一）发展目标 

将泰顺打造成为集休闲观光、养生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国旅游经

济强县、长三角-海西地区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温州城市群旅游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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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布局优化 

基于“全域景区化、旅游主业化”的一体化发展理念，规划构建“一城、

三轴、四片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即以泰顺县城为核心，以 52 和 58 省道、

龙丽温高速公路、青文泰省道为景观交通轴，形成廊桥-氡泉温泉文化生态养

生片、乌岩岭自然生态体验片、飞云湖山水生态游览片、交溪流域产业生态

观光片四大旅游功能片。 

一城：以罗阳中心镇及周边村庄为主，展示历史文化平台和旅游集散中

心功能，打造城市旅游中心。通过乡村旅游体验区的建设，与罗阳镇形成城

乡互动的旅游发展格局。 

三轴：以 52 和 58 省道、龙丽温高速公路、青文泰省道为景观交通轴，

连通廊桥-氡泉、乌岩岭、飞云湖等精品景区的旅游大动脉，而且沿线山峦叠

翠、飞瀑流泉、风景秀丽，可以打造为泰顺最长、最美的景观廊道。 

四片区：指廊桥-氡泉文化生态养生片、乌岩岭自然生态体验片、飞云湖

山水生态游览片、交溪流域产业生态观光片等四片区，打造生态环境、生态

产业、生态家园、生态文化“四位一体”的生态观光片区。 

（三）用地安排 

为加强推进县域景区建设，需要相应完善对外交通网络，增强县域交通

互动，完善旅游区内部道路体系，加强旅游区停车场及基础设施建设。 

2014-2020 年，规划所需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152 公顷，其中安排新增建

设用地 67 公顷，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85 公顷，主要用于松垟旅游集散中心、

下洪社区去玩旅行营地、红枫古道、南浦溪景区等旅游项目，以及部分生态

农庄等旅游休闲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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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节约集约用地规划 

第三十一条  节约集约利用目标 

（一）总体目标 

遵循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总要求，通过规模引

导、布局优化、标准控制、市场配置、盘活利用等手段，达到节约土地、减

量用地、提升用地强度，使建设用地总量得到严格控制，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不断优化，土地存量挖潜和综合整治取得明显进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

度更加完善，机制更加健全。 

（二）节约集约利用指标 

1、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到 2020 年，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

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逐步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的过度消耗和依赖，

提倡亩产论英雄和节约促转型。 

2、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到 2020 年，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6

平方米以内。其中，中心城区及中心镇的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7 平方

米以内，一般乡镇的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5 平方米以内。 

3、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到 2020 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98

平方米以内；其中规划期内，新增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控制在 90 平方米以

内。 

第三十二条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 

通过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格局，实施综合整

治利用等手段引导泰顺县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一）严格用地规模管控 

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6323 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总规

模控制在 3500 公顷以内，以遏制土地过度开发和建设用地低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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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年间，通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191 公顷；通过盘活批而未供土

地 65 公顷，提高闲置土地处置率，消化存量建设用地；增加建设用地流量，

规划期内交通用地及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94 公顷；统筹保

障建设用地供给与需求，促进存量建设用地的布局优化，推动建设用地在城

镇和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综合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

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 2020 年，城镇建设使用存量用地的比例得到

提升。 

（二）分区规划 

按照“分区引导、分类挖潜、分区规划、节约集约”原则，构建存量内

部挖潜、新增集约示范的集约用地机制，加快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

高。 

1、存量挖潜示范区 

包括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批而未供消化示范区和新增集约示范

区 

（1）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 

旧城镇改造区：该区域主要引导旧城改造，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与公用设

施建设，优化居住环境，使其发展与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更为协调。根据调

整与分析，规划该类示范区区块 52 个，改造面积 96 公顷，主要分布罗阳镇、

司前镇、三魁镇等。 

旧厂矿改造区：该区域主要为工矿仓储集中区域，区内主要引导产出效

益的提升，通过构建产业升级腾挪机制，提升区域的整体用地节约度和集约

度。根据调查与分析，规划该类示范区地块 25 个，改造面积 86 公顷，主要

分布于罗阳镇、三魁镇、彭溪镇等。 

其他低效用地改造区：该区域主要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区

域，改造方向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完善其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及

服务职能。根据调整与分析，规划该示范区项目区块 20 个，改造面积 9 公

顷，主要分布在罗阳镇、司前镇、泗溪镇、仕阳镇。 

（2）批而未供消化示范区：根据调查，截止 2013 年底，全县批而未供

土地面积达到 65 公顷，主要分布在罗阳镇、泗溪镇、三魁镇等。规划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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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取协商收回、鼓励流转、协议置换等方式，优化建设用地内部结构，盘

活存量用地。规划至 2020 年，批而未供土地全部消化，主要用于城镇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再利用。 

2、增减挂钩示范区 

以适度撤并旧村庄、缩减农居点用地规模，撬动城镇工矿用地集聚为目

标，实施城乡增减挂钩，引导工业向小微园、产业基地集中，人口向城镇集

中。规划至 2020 年全县通过建设用地整理 95 公顷撬动城乡建设用地改造提

升及置换。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彭溪镇、三魁镇等。 

3、新增集约示范区 

规划期间，全县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 397 公顷，主要用于罗阳中心城

区建设、小微园、司前竹木产业园、仕阳石产业园、彭月产业基地等重点区

块与“一轴二区四片”城镇建设需求。该区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控项

目准入门槛，严格限定用地规模，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全县发挥

新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示范作用。 

第三十三条  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 

2014-2020 年，推动农村各类用地科学布局，鼓励农用地按循环经济模

式引导、组合各类生产功能，实现土地复合利用、立体利用。结合基本农田

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保留连片优质农田和菜地，作为城市绿心、

绿带，发挥农用地的生产、生态和景观等多重功能。同时严格控制田间基础

设施占地规模，合理缩减田间基础设施占地率。规划期间，全县实施“两区”

建设工程，优化发展现代农业综合区，新建粮食生产功能区。 

第三十四条  节约集约保障措施 

行政保障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将存量土地供应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统一管理。严格执行泰顺县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定期开展土地清理，按照乡

镇对接、部门协作、挂图作战的工作要求，加强监督检查，特别是批后监管，

全面落实节约集约用地责任。 

引导机制：规划期内严格开展城镇低效用地数据库年度更新，积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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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完善和规范低效用地审查制度，严格按照《泰顺县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确定的开发强度、用地功能为基础，把好项目

立项关，用地预审关及供地审批关。 

激励机制：实行建设用地指标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改善地区倾斜的

政策，将乡镇土地规划执行指标和生态保护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年度土地利

用计划指标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改善和加强生态保护的乡镇倾斜，并优

先予以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手续。 

挂钩机制：通过对项目区实施拆旧复垦及安置建设，在增加耕地数量、

提高耕地质量的同时，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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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整治与低丘缓坡利用规划 

第三十五条 农用地整治 

根据泰顺县实际情况，2014-2020 年，农用地整治补充耕地 50 公顷，增

加有效耕地潜力有限。农用地整治主要是通过整治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

高耕地质量等级，促进耕地布局优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夯实农业现代化

发展基础。 

（一）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按照耕地增加、用地节约、布局优化、要素集聚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

标准农田建设成果，结合基本农田划区定界工作、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等载

体，整合千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农业综合开发等农田整治建设项目，优

先将县域范围内连片 50 亩以上、优质耕地规划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要做到与现代农业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新农村建设、农田

生态景观优化相结合。规划到 2020 年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 4000 公顷。 

（二）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大力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严格农田整治工程标准，加大河谷盆地区

中、低产田（地）改造力度；推进土地平整工程，合理确定田块规模，规整

田块；加强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开展坡耕地整治；推进地力培肥

工程。 

（三）积极推进其他农用地整理 

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发挥土地整治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在

稳定和增加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其他农用地，为优势农产品发展提

供支撑。加快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以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品牌农

业为主导的现代农业。规划期内通过对中低产田进行田、水、路、林综合配

套治理，以及对现有农田深入挖潜，对道路沟渠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将零散

地块平整归并，规划期内安排土地整理项目面积 400 公顷，主要位于三魁镇、

仕阳镇、雅阳镇及泗溪镇等，2014-2020 年，主要对整理项目区的园地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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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用地进行整理，其中整理园地 27 公顷，林地 19 公顷，其他农用地 4 公

顷，全部整理成耕地 50 公顷。 

第三十六条  建设用地整理规划 

规划期间，继续全面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和

结构调整，优化农村用地空间布局，确保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进一步发

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按照 “强化中心村、弱化自然村、搬迁偏远村”的思路，

以农房改造集聚建设为切入点，实施一批集中安置公寓项目。 

2014-2020 年，规划农村居民点整理总面积 402 公顷，新增耕地面积 308

公顷。在进行村庄整治和复垦前，与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衔接，明确整治范围

内经文物普查需保护的古镇、古村落、古民居等乡土建筑遗产，并在项目实

施时加以保护。 

对于已经废弃的工矿用地经过全面复垦，使其达到满足作物耕种的需

要。规划至 2020 年，复垦废弃工矿总面积为 5 公顷，新增耕地 5 公顷。 

第三十七条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规划 

本着生态优先，注重保护的精神，适度开发未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

率，确保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泰顺县宜耕后备资源开发主要为废

弃园地、废弃林地和未利用地开发。废弃园地、废弃林地的主要对象包括因

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而处于废弃状态的园地、林地以及

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确定的宜农林地，未利用地开发主要为自然保留

地。同时禁止在省定的“十个范围”林地上垦造耕地。根据泰顺县土地整治

资源调查和自然条件分析，泰顺县的宜耕后备资源开发主要分布在三魁镇、

泗溪镇、雅阳镇等，规划至 2020 年，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820 公顷，新增耕

地面积 668 公顷。 

第三十八条  旱地改造水田 

通过旱地改造水田，可以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提高光、热、水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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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提高粮食产量。规划期内严格规范旱地改造水田项目选址，按照土

地整治规划、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等有关规划要求，优先在基本农田

保护区、基本农田整备区等水源有保障的区域内实施。根据土地整治专项调

查结果分析，全县 2014-2020 年规划通过旱地改造水田新增水田 200 公顷。 

第三十九条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 

依据土地整治潜力大、分布相对集中、整治条件好、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明显的原则，划定土地整治重点项目区，统筹安排土地整治重点工程。

2014-2020 年间，全县安排农村土地整治重大项目 20 个，主要分布在中心城

区、三魁镇、百丈镇、雅阳镇、筱村镇与司前镇等，项目区总面积为 1052

公顷，规划新增耕地面积为 742 公顷，划入基本农田整备区面积为 455 公顷。 

第四十条 低丘缓坡利用规划 

（一）低丘缓坡资源分布 

全县可供开发低丘缓坡土地资源面积为 58205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的 9.08%，主要分布在罗阳镇、泗溪镇、百丈镇和三魁镇。 

（二）低丘缓坡综合开发目标 

根据“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建则建”的原则，在保持耕地动态平衡

的前提下，通过对低丘缓坡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低丘缓坡资源开

发利用前，需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确保开发区域无地质灾害危险。开

发利用时，需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尽量减少或避免因低

丘缓坡开发利用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宜农开发利用规划 

全县宜农低丘缓坡资源 1877 公顷，占低丘缓坡总面积的 14.87%，分布

在三魁镇西部的原大安乡和西旸镇。对土层厚、有水源、交通方便的区块，

进行宜农开发利用，增强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能力；对土层深厚、但缺乏灌

溉水源或交通不便的区块，根据地理位置及土壤特性，因地制宜地规划种植

经济树种并可结合发展观光旅游农业。开发利用过程中，严禁将坡度 25 度

以上的林地、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内的珍贵树种林地垦造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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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划期内安排宜农低丘缓坡资源开发 820 公顷，新增耕地 668 公顷。 

（四）宜林开发利用规划 

全县宜林低丘缓坡资源面积为 2657 公顷，约占低丘缓坡资源总量的

16.56%，主要分布在罗阳镇、三魁镇和百丈镇等。规划将海拔稍高、生长茂

盛成片、经济价值较高、交通不便、地块比较孤立等不太适合开发利用的低

丘缓坡资源，进行宜林利用开发，以增强生态功能，改善生态环境。 

（五）宜建适度开发利用规划 

全县宜建低丘缓坡资源 1286 公顷，占全县宜建低丘缓坡开发面积的

13.63%，主要分布在雅阳镇、彭溪镇、司前镇等。宜建低丘缓坡用地开发重点

区块位于泰顺新城区块、彭月产业基地重点区块、司前竹木产业园、泰顺石

产业园、廊桥-氡泉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2014-2020 年规划开发 200 公顷，

用于城乡及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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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土地用途分区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第四十一条  土地用途分区 

土地用途分区类型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

镇村建设用地区、风景旅游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及自然与文化遗产

保护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面积 2688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5.20%，

区内基本农田 19727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73.34%，主要分布在雅阳镇、

仕阳镇和三魁镇等。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面积 4275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制规则： 

（1）加大基本农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区内基本农田综合

生产能力； 

（2）严格控制区内的耕地用途，鼓励区内未利用地转为基本农田或为

基本农田服务的用地（农田道路、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

内的一般耕地应该按照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 

（3）严禁在区内进行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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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规划期内，对于已安排新增建设用地预留指标的重点基础项目和

其他独立建设项目，如需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其占用基本农田数量不应超过

预留基本农田面积； 

（5）严禁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2、一般农地区：总面积 9950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63%，在全

县各个乡镇分布均匀，包括园地、基本农田保护区外的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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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

地。 

一般农地区的管制规则： 

（1）严格控制区内的农地用途，严禁占用区内农田进行建窑、建房、

建或者擅自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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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批准建设占用区内耕地，需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补充数量

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3）大力改造中低产耕地，清除或减轻制约产量的土壤障碍因素，提

高耕地基础地力等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生产力； 

（4）区内未利用地规划用于开垦为耕地的，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对开

垦的耕地应加强管理；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审核制度、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 

3、林业用地区：总面积 12722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71.96%，主

要分布在罗阳镇、司前镇、筱村镇和泗溪镇等。其中，生态林区面积 19930

公顷。 

林业用地区的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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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各

类建设非法占用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等； 

（2）允许用于林业保护的林业建设用地及基础设施用地； 

（3）现有农用地和其他各类非农建设鼓励逐步退出。 

4、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总面积 3253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84%，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中心镇和一般镇的城镇规划控制区、中心村与基层村

规划用地范围。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的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城镇

和村庄建设规划； 

（2）合理确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科学划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和

扩展边界，实行城镇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不得突破上级规划下达的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 

（3）加强工矿项目选址审查和管理，除对选址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

其他工业项目均应在开发区集中布局； 

（4）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5）控制“城中村”规模并逐步改造，优先利用存量土地和闲置土地，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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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景旅游用地区：总面积 673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38%。区

内主要用于旅游、休憩及相关文化活动，同时应符合风景旅游用地区规划。 

风景旅游用地区的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旅游、休憩及相关文化活动； 

（2）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有关法规对本区进行管理，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资

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建设活动，区内影响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的其他用地，

应按照要求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 

（3）区内要保持完整的土地生态系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得破坏生

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 

（4）区域内具有景观功能的土地利用应符合《旅游法》、《旅游发展规

划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建设部、林业部等各部委和省、市颁发的有关旅游发

展规划、条例、标准及指导性原则，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应与自然、人文环

境相协调。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总面积 688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3.89%，

主要包括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重点公益林等。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的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2）区内土地用途应符合生态保护规划； 

（3）水源涵养区内限制工业项目建设，防止土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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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总面积 1940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10%，主要为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氡泉自然保护区等。其管制措施

如下：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与生态遗产保护区；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保护区规划，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

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3）核心区域禁止开发建设行为的进入，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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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逐步退出；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治理污染，做好水土涵养和水土保持，在

严格保护、控制开发的原则下适度发展旅游等休闲产业。 

第四十二条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加强城乡空间开发利用管制，合理划定“四区”，包括允许建设区、有条

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总面积 2685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52%，主要用于

城镇建设，重点保障城镇建设、彭月产业基地和罗阳小微园区块等产业平台。

其管制规则如下： 

——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工矿等城乡建设用地。 

—— 区内应重点开展存量建设用地挖潜与低效用地二次开发，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水平。 

——允许建设区的空间布局形态和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形态随着规划实施

进行动态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 

有条件建设区：总面积 568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32%。主要分

布在中心城区和其他镇建成区及拟新增建设用地区域周边。其管制规则如

下： 

——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工矿、旅游用地等新增建设发展

空间，以及部分生态用地、水域等非建设用地。 

—— 区内拟新增建设用地根据年度计划落实具体建设项目，且拟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应符合向中心城区、中心镇及产业发展方向集聚的原则。 

—— 年度落实的新增建设用地逐年划入允许建设区。 

—— 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应加强与低效用地二次开发和存量挖潜相结合，

以增量撬动存量，转变用地方式，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 

—— 有条件建设区（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

处理，须严格论证，并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限制建设区：总面积 140976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79.74%，主要

分布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其管制规则如下： 

——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农用地质量提升建设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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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土地综合整治以及兼顾生态安全的主要区域。 

——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扩展边界以外的存量建设用地，除复垦区

块以外，允许符合规划用途的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和再开发。 

—— 严格控制线性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规划中已列明且已安

排年度计划指标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难以在城乡开发边界内选址的旅游、

交通、水利、民生工程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等经相关部门审批可选址建设。 

—— 规划期内，纳入限制建设区的农村居民点原则上不允许改扩建；未

纳入复垦区域的农村居民点若征得农民的同意，在规划期间可以纳入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复垦区进行复垦。 

禁止建设区：总面积 32574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8.42%。主要包

括饮用水源保护区、乌岩岭国家自然保护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林地保护等级为 I 级的林地及示范区基本农田。其管制规则如下： 

—— 区内土地的主导功能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保护禁止建设区

内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遗产。 

—— 严格禁止与主体功能不相符合的各项建设。 

——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用地边界）

不得调整。 

—— 具体实施以镇（街）规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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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 

第四十三条 规划范围与定位 

1、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罗阳镇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土地总

面积 43032 公顷。 

2、城市定位：泰顺县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以发展商贸、旅游服务

为主的生态型城市。 

第四十四条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与规划目标 

依据泰顺县级规划目标，结合中心城区未来发展定位，确定泰顺县中心

城区规划主要控制指标如下： 

（一）约束性指标 

1、耕地保有量：规划期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189.64 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期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228.02 公

顷。 

3、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108.34

公顷以内。 

（二）预期性指标 

1、标准农田保护面积：规划期内，标准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710.36 公

顷。 

2、新增建设占用耕地：2006-2020 年不超过 205 公顷，其中 2014-2020

年建设占用耕地量不超过 65.59 公顷，建设占用耕地系数 29.35%。 

3、补充耕地：2006-2020 年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量不少于 495.15

公顷，其中 2014-2020 年不少于 411 公顷，补充耕地质量不低于建设占用耕

地质量，保证耕地占补数量与质量双平衡。 

4、建设用地规模：到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513 公顷以内。 

5、新增建设用地规模：2006-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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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以内，2014-2020 年控制在 215 公顷以内。 

6、人均用地：到规划期末，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7 平方米以内，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97.60 平方米以内，规划期内新增农村居民点人

均用地控制在 90 平方米以内。 

7、城市分批次土地供应率：规划期间，城市分批次土地供应率达到 90%

以上，存量土地供应占比达到 25%以上。 

8、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到规划期末，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

地量控制在 85.80 以内。 

（三）预留指标 

1、新增建设用地预留指标：2014-2020年，规划预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2.70

公顷。 

2、基本农田预留指标：2014-2020年，规划预留基本农田指标18.02公顷。 

3、预留指标使用说明：规划预留指标主要用于规划期内需要实施但目前难

以定位的交通、水利、能源、社会公益、新农村、农业设施、省重大产业项目及

其他符合国家和省的相关文件规定的建设项目。 

第四十五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2006-2020 年） 

1、三类用地：2006 年，中心城区的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的面

积分别为 40738.80 公顷、1234.91 公顷、1058.14 公顷，三类用地比例为 94.67：

2.87：2.46。规划至 2020 年，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积分别为 40598.82

公顷、1512.29 公顷、920.74 公顷，三类用地比例为 94.35：3.51：2.14。 

2、建设用地：2006-2020 年间，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和其他建

设用地的面积分别从 837.78 公顷、361.26 公顷、35.88 公顷调整为 1107.16

公顷、389.12 公顷、16.01 公顷。 

3、其他土地：2006-2020 年间，水域、自然保留地的面积分别从 326.11

公顷、732.04 公顷调整为 239.92 公顷、680.82 公顷。 

（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201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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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期内，农用地总量和结构总体保持稳定，在保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基础上适度安排农业结构调整。 

农用地面积从 2013 年的 40542.79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40598.82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从 94.22%上升至 94.35%。其中，耕地面积从 2013 年的

5439.90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5921.2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从 12.64%调

整为 13.76%。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按照新增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存量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建设用地总量理

性增长的原则，完善区域交通体系，保障重点区块建设，改善区位条件。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从 2013 年的 1474.74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1512.2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由 3.43%提高至 3.51%。 

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分别从 2013 年的

1104.80 公顷、361.74 公顷、8.20 公顷调整为 2020 年的 1107.16 公顷、389.12

公顷、16.01 公顷，三类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从 2013 年的 2.57：0.84：

0.02 调整为 2020 年的 2.57：0.9：0.03。 

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为原则，严格城内的山水资源，维持稳定的水域

面积，适度利用自然保留地资源。其他土地规模从 2013 年的 1014.32 公顷调

整为 2020 年的 920.7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 2.14%。 

第四十六条  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内用地规划 

中心城区共划定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规模 1118.14 公顷，其中城镇扩展边

界规模 895.85 公顷，共 2 个，村镇扩展边界规模 222.29 公顷，共 56 个。城

镇扩展边界内包括允许建设区 705.60 公顷，有条件建设区 190.25 公顷。 

1、空间布局 

规划期内重点实施“小县大城、三区合一、城乡一体”发展战略，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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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老城区、无区域生态移民区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平台和发展重点，

构建“悠闲老区、品质新区、生态移民、特色小镇”的集成式发展格局。空

间形成“一轴、三心、六组团、多廊道”的空间结构。“一轴”是指贯穿新城、

老城、城北三大片区核心的城市生活发展走廊。“三心”是指形成城北、老城、

新城的三城格局；“六组团”是指原老城综合组团，中部核心功能组团，交垟

组团，汤垟组团，毛竹下组团，城北组团。 

2、用地规划 

居住用地：规划期内，中心城区形成四大居住区，以新城大道为界，形

成“新城北”和“新城南” 两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区，老城居住区、城北生态居住

区。 

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在新城公园南侧与新城大道之间的区

域，布置行政中心。在新城大道两侧分布、新城文祥湖周边地区、新城东部

川山垟、老城人民广场周边、消防路及金湖广场周边，分别形成四个公共服

务中心。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布局，规划教育科研用地共有 23 处，5 所

高中、6 所初中、11 所小学、15 所幼儿园；根据服务人口设置社区医疗服务

机构、仁爱医院及 3 处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主要沿新城大道、廊桥大道、文祥大道、以及南

外环路呈线性布臵布，并在新城大道与后三条路的交叉口附近集聚，形成区

域性的商业金融中心；老城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形成生活性的商业生活中心。

西段主要发展金融、商业、宾馆、餐饮服务等商贸设施，成为泰顺新城的金

融商贸中心；东段主要发展旅游休闲、综合市场、商业、服务业等，增强泰

顺新城东部的发展动力，提升新城东片区的商业氛围。 

产业及仓储用地：规划产业和物流仓储用地主要位于新城片区，对交垟

小微型产业园进行整治保留，并在其西部和北部扩大用地，做大小微型产业

园区，主要发展竹木加工、玩具加工业等。 

3、用地安排 

到规划期末，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727.87 公顷，2014-2020 年，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116.72 公顷。主要用于新城商贸服务、基础设施和小微园等

产业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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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用地管控 

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内主要为城镇村等城乡建设用地的现状用地与新增

建设用地发展的空间，以及部分生态用地、水域等非建设用地。按照规划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年度计划指标协调统筹的原则，对扩展边界内的“圈内”用

地实行年度调节机制，申请追加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后，根据年度计划落

实具体建设项目，待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落实方案批准后，按程序组织报

批年度计划指标。同时将有条件建设区内的新增建设用地按相关程序逐年调

整，划入允许建设区。 

第四十七条 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外用地规划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1、耕地保护：规划期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189.64 公顷，规划落实耕

地面积 5921.22 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上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4228.02 公顷，

预留基本农田指标 18.02 公顷。规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246.04 公顷，

划定示范区基本农田 566.93 公顷，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分布相对集聚，

连片性提高，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西北部及南部地势较平坦的区域。 

3、标准农田：规划期内，中心城区标准农田面积 833.31 公顷，主要分

布于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外集中连片、水利条件良好的地区。规划期内，严格

控制建设占用，加强标准农田储备建设，维护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标准农田地力建设。 

4、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期内，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 687 公顷。其中，

规划认定类面积 246 公顷；规划提升类面积为 381 公顷；规划建设类面积为

60 公顷。 

5、粮食功能区：规划期内，规划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 376 公顷。

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健全，有利用发展规模化、标准

化和产业化生产，充分发挥优势农产品的强力带动作，全面提升泰顺县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二）扩展边界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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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是零星农民建房以及推进实施农村居民点原

拆原建区域。规划期内，中心城区建设基层村 58 个，撤并村 6 个。 

到规划期末，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外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缩减到 363.76 公

顷。2014-2020 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61.87 公顷，其中用于解决农民建

房 7 公顷。 

规划期内对罗阳镇上交垟村等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传统古村进行整体

保护，维护其传统建筑和村落风貌，进行适当的修缮、改造，保留原有居民

的生活形态，结合旅游开发打造传统文化地区。 

（三）基础设施规划 

1、交通用地规划 

2014-2020 年，安排新增交通用地 27.29 公顷，用于中心城区内重要道路、

大型车辆停车场、公交中心等的建设。合理布局生活型、生产型、旅游型干

道，构建功能分明、密度合理、快慢有致的道路交通体系。 

2、水利设施用地规划 

2014-2020 年安排新增水利设施用地 0.2 公顷，重点安排河道整治工程。 

（四）旅游用地规划 

2014-2020 年，规划新增旅游用地面积 8.35 公顷。主要用于泰顺悦蓉山

庄、红枫古道等重点旅游平台建设，旅游商业设施等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 

（五） 土地整治规划 

规划期内，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中心城区周边城镇化进程，对

扩展边界外的零星村落、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废弃工矿企业等低效用地进

行复垦，2014-2020 年，中心城区圈外区域实施 77 个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分布在罗阳镇西部及南部区域，项目区总面积 2158.30 公顷，规划新增耕地

544.43 公顷。 

（六）生态保护规划 

开展生态环境整治，重点加强对河道的整治。完善城乡生活污水、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期内重点加强对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天关山森林公

园的保护，进一步优化公益林建设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森林城市和森林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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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6002.22 公顷，包括生态公益林 3456.92 公顷，乌岩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28.12 公顷，天关山森林公园 917.18 公顷。 

（七）扩展边界外建设用地管控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外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农民建房和

原拆原建、土地综合整治及旅游业发展区域，其中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面积 5252.20 公顷，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6002.22 公顷。中心城区在建

设用地扩展边界以外落实新增建设用地 35.88 公顷，主要包括已明确选址的

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个人建房、旅游设施用地等，视同

符合年度计划指标报批要求，按程序组织报批年度计划指标。同时，中心城

区预留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70 公顷，主要用于尚未明确选址的个人建房等符

合预留指标使用要求的用地需要，按程序完成预留指标落实方案编制后，按

程序组织报批年度计划指标。 

第四十八条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1、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中心城区低效用地地块 16 块，总面积 61 公

顷。低效用地再开发根据项目区位不同，因地制宜确定合适的规划功能。在

城市中心区等优势区位条件，积极发展商业、办公、房地产、居住配套、旅

游服务等职能；在工业密集区，应提升村镇物业档次，建设高标准的工业区，

促使“工业进园”，促进“旧村庄”与城市功能布局的融合。 

2、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中心城区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大力实

施“空间换地”策略，规划期内，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22 公顷，盘活闲置土地

15 公顷，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规划实施期间，在用地计划指标管理上，

按照乡镇初报，部门审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等步骤，建立项目库，

择优安排项目进行报批和供地，统筹分类直接将用地指标下达到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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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乡镇土地利用调控 

第四十九条 乡镇定位与指标调控 

1、泗溪镇 

（1）发展定位：泰顺县次中心城区组成部分，以创意文化、商贸服务

和休闲旅游为主导的中心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重点发展区域位于 S331 沿线，建设成为集商贸、

生活居住、旅游集散及度假为一体的生态型新城区，及县域东南片旅游业重

要的后勤补给和服务基地。 

（3）重点保护区域：泗溪镇饮用水源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003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2644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371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7.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2、雅阳镇 

（1）发展定位：泰顺县次中心城区组成部分，以创意文化、商贸服务

和休闲旅游为主导的中心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雅阳镇以老城和新城中心为城镇发展核心，以雅

阳大道、福塔路和官口路为发展轴线，形成老区生活组团、西南新区生活组

团和旅游服务生活组团，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3）重点保护区域：氡泉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155.36 公顷，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低于 1900.98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330.66 公顷，人均

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7.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3、三魁镇 

（1）发展定位：泰顺南部区域的中心城镇，以商贸和工业为主导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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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工贸型现代化中心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三魁镇今后的用地发展依托 S331，以向北发展为

主。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强化城镇功能，加强城镇组群联系，加快战州、大

安片区的发展。 

（3）重点保护区域：三魁森林公园、国家生态公益林、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340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2854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408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7.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4、仕阳镇 

（1）发展定位：泰顺南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边贸和工业为特色

的旅游观光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城镇发展主要沿文福线公路发展，依托文福线建

设，发展观光和休闲旅游，有序、适度开发矿产资源。仕水溪自西向东穿越

镇区，区内用地呈现沿河发展态势；溪东村保持为政治、商贸中心，早阳为

对外交通、文化教育中心，洋西村为工业发展基地。 

（3）重点保护区域：仕阳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仕阳镇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092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2458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401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5.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5、筱村镇 

（1）发展定位：泰顺北部区域的中心镇，发展以旅游、商贸为主导的

历史文化名镇。 

（2）空间布局引导：利用农业和旅游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交通便利条

件，积极发展旅游业，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和高速公路衔接，突出作为东、北

部旅游联系的重要节点。适量发展无污染的生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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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保护区域：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筱村镇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2787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2191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303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5.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6、司前畲族镇 

（1）发展定位：泰顺北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和飞云湖风景名胜区为依托，以旅游服务、生态度假为主的畲族宜居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利用农业和林业资源优势，依托里光溪、左溪和

S228，由老区中心向东北、西北、南三方向发展，形成“Y”型结构。适度

发展无污染的生态型加工工业。加快建设司前竹木产业园，引导企业集聚。 

（3）重点保护区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358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1086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181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5.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7、彭溪镇 

（1）发展定位：泰顺东部区域的中心镇，发展以承接型工业为主导的

县域新兴现代化工业型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依托 S331，加强产业发展引导，提高入园门槛，

建设彭月产业基地，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 

（3）重点保护区域：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131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921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242 公顷，人均城镇工矿

用地控制在 75.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

方米以内。 

8、百丈镇 

（1）发展定位：泰顺北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旅游度假为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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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旅游城镇。 

（2）空间布局引导：利用飞云湖等风景资源优势，发展生态休闲产业，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沿飞云湖水面两侧 50 米范围为禁止建设区。 

（3）重点保护区域：飞云湖水库、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724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1109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125 公顷，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75.00 平方米以内，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9、竹里畲族乡 

（1）发展定位：以旅游服务、生态农业为主的畲族宜居乡镇。 

（2）空间布局引导：沿 52 省道建设发展，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

护。 

（3）重点保护区域：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4）指标调控：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50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336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 30 公顷，万元二三产业

增加值用地量控制在 85.80 平方米以内。 

第五十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规划引导 

各乡镇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时应遵循“保护优先，统筹兼顾，适度稳定”

的原则，优先安排生态和农业用地，加强集约节约用地，促进建设用地内部

流转，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加大三产投入比例，控制调整幅度，兼顾各业利

益。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 

各乡镇在农用地调整中应严格保护耕地，尽量减少建设占用耕地，有条

件区域可适当开展宜耕后备资源开发，适当增加后备耕地资源。 

（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各乡镇建设用地调整中应优先保障省、市、县重大基础设施和县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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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根据现有发展情况，加大交通、水利等廊道建设，适当提高基础设施

用地比重，同时引导城镇用地理性增长，适度压缩农村居民点用地，提高节

约集约用地水平。 

建设用地强度：中心城区、泗溪—雅阳次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强度可高于

全县建设用地强度，其余乡镇可适当降低建设用地强度。 

城乡增减挂钩：各镇根据本镇自身情况，按照新型城镇化要求，大力推

进城乡增减挂钩，促进建设用地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流转，促进用地向城镇、

中心镇集聚。 

（三）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各乡镇其他土地结构调整时应注意保护湿地、维系河道、湖泊地带的自

然生态用地，各镇在建设占用时尽量避开河流水面用地，必须占用的需经过

专家论证和得到水利部门许可，适度有序开发未利用地，提高未利用地的综

合利用水平。 

第五十一条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控制与规划引导 

1、优先安排生态用地，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切实保护乌岩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飞云湖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天关山

森林公园、三魁森林公园及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等重要生态用地，形成基本的

国土生态屏障，维护和改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体现生态优先理念。 

2、合理布局农业用地，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协调安排基本农田、

生态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做到基础设施布局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保

护；协调安排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布局，鼓励建设用地与园地、水面穿插布局，

形成城市绿色空间，鼓励建设用地与耕地穿插布局形成城市“绿心、绿带”，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 

3、统筹安排建设用地，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空间。优先保证交通、水利、

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保证现代农业综合区等产业平台建设项

目用地，优先保障民生及新农村建设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布局应符合泰顺县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产业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应当按照集聚发展规

律，形成中心城区紧凑发展、城镇和农村居名点集聚发展的土地利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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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五十二条  强化规划实施的行政保障措施 

1、树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权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导土地管理

和利用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

的重要依据。必须切实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各项土地

利用活动必须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主要用地指标

和用地布局安排必须服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部门、各行业规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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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强各行业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各乡镇、各部门编制

城镇、村庄、交通、水利、旅游、生态建设等相关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相衔接，必须符合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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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立协调机构和机制：建立健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组织机构，由

县人民政府组织成立多部门、各地方参加的规划委员会。该机构对生态环境

保护、基础设施共建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协调和监督。针对各地区、各部

门在空间规划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举行联席会议审议并进行裁决。聘请专家

组成规划委员会顾问组，对需要提请规划委员会审议的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并作为决策参考。 

4、推进阳光国土规划：实施土地利用规划阳光工程，以规范权力公开

运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提升办事效率为重点，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推进阳光审批、阳光交易、阳光执法

和阳光政务服务。 

第五十三条  加强规划实施的法律保障措施 

1、深入开展土地规划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通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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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按规划用地的意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规划合理利用土地。严

格依法管理土地，积极推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对违反规划占地的，应依法追

究责任。 

2、严格执行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规划实

施情况，制定政策性强、操作性强的县域土地管理的措施和办法，为土地规划的

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 

3、健全完善土地执法监察制度：土地规划是合理利用土地的蓝图。规划实

施过程是合理利用土地的过程，对规划实施监督的过程，也是对土地利用的管理

过程。因此，要健全完善土地执法监察机制。强化执法手段，创新执法理念，加

大执法巡查力度，随时掌握土地规划实施情况。对违反土地规划的行为要早发现、

早查处、早制止、早处理，确保土地规划目标的实施。 

第五十四条  完善规划实施的经济保障措施 

1、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的经济调节和引导机制：采用价格、税费调节土地供

给，灵活调节土地需求与供应，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开

发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2、完善耕地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建立与耕地保护权益相关的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给予农民有关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服务、生产性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条件，

提高农民保护和改良耕地的积极性。 

3、搞好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加快农村土

地流转，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收、

农村社会持续稳定。 

4、拓宽土地整理的融资渠道：探索政府投资以外的其他土地整理融资渠道，

设立土地整理基金，尝试通过开设土地银行、土地整理信托、土地整理股份化运

作等模式来增加土地整理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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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提高规划实施的技术保障措施 

1、加强规划实施管理队伍建设：政府要结合机构改革，稳定并加强规划管

理队伍，要在县级土地部门设立规划管理机构。要加大各级规划管理队伍学习的

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开展规划管理岗位培训的持证

上岗制度。 

2、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立涵盖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土地

利用现状、土地产权、土地市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基础数据统一的管理数据

库，推进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3、建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体系：通过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掌握全县土地利

用动态变化，保持土地利用数据的现势性，反馈土地规划实施情况，为制定政策

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第五十六条  扩大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1、强化规划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制度:增强规划调整完善的公开性和透明

性，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在划定基本农田和确定土地整理区域等方面应充分体

现民众意见。 

2、建立健全规划公示和舆论宣传制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

依法公示。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规划的主要内容进行广泛宣传，提高社会依法

用地、依规用地、科学用地、节约用地的意识，把贯彻和执行土地法律、法规和

政策转变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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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规划成果组成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修改说明、图件、数据库等构成，文本、图件

与数据库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八条  规划审批与调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需修改的，按《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依法调整。 

第五十九条  规划实施解释 

本规划由泰顺县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由泰顺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规划生效与实施 

本规划自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生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