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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切实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依据《土地管

理法》《城乡规划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

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183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 号）等规定以及现行

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矛盾图斑一致性处理，优化布局存量空

间规模，落实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追加流量指标及“三条控

制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刚性管控要求，与正在编制的国

土空间规划及“十四五”规划相衔接，形成泰兴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报省政府同意

后施行，并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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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区域概况 

1.1.1 自然地理概况 

泰兴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东岸，地处北纬 31°58′12〞

~32°23′05〞，东经 119°54′05〞~120°21′56〞；东接如皋市，南接靖

江市，西濒长江与扬中市、常州市相望，北邻泰州市姜堰区，东北与

海安市接壤，西北与泰州市高港区毗连。市域土地总面积 1169.65 平

方公里，下辖 1 个街道、14 个镇、1 个乡。 

市域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处北亚热

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4.9℃，年平均降

水量 1027 毫米，日照 2125 小时，无霜期 220 天。境内水系属长江水

系，包括如泰运河、宣堡港、古马干河、天星港、焦土港、两泰官河、

羌溪河、新曲河、季黄河、增产港等。 

1.1.2 社会经济情况 

泰兴市素有“教育之乡、银杏之乡、建筑之乡、提琴之乡、减速

机之乡”之称，连续 19 次进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

行列。2019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07.1 万人，城镇人口 67.9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083.9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1 万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7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 万元。 

1.1.3 土地利用现状 

2018 年末，全市土地总面积 116964.83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79775.1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8.20%；建设用地面积 25678.67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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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1.96%；其他土地面积 11510.99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9.84%。 

（1）农用地：耕地面积 67424.68 公顷，占农用地的 84.52%；园

地面积 1049.04 公顷，占 1.32%；林地面积 66.67 公顷，占 0.08%；

其他农用地面积 11234.78 公顷，占 14.08%。 

 

图 1-1 农用地结构图 

（2）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 22706.13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88.43%；交通水利用地 2920.30 公顷，占 11.37%；其他建设用地 52.24

公顷，占 0.20%。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 5525.09 公顷，农村

居民点面积 17181.04 公顷。 

 

图 1-2 建设用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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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土地：水域面积 11508.30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99.98%；自然保留地 2.69 公顷，占 0.02%。 

表 1-1 全市 201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地类 面积（公顷） 比例（%） 

农
用
地 

合计 79775.17 68.20 

耕地 67424.68 57.65 

园地 1049.04 0.90 

林地 66.67 0.06 

其他农用地 11234.78 9.61 

建
设
用
地 

合计 25678.67 21.96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小计 22706.13 19.42 

城镇工矿用地 5525.09 4.73 

农村居民点用地 17181.04 14.69 

交通水利 2920.3 2.50 

其他建设用地 52.24 0.04 

其
他
土
地 

合计 11510.99 9.84 

水域 11508.30 9.84 

自然保留地 2.69 0.002 

总面积 116964.83 100.00 

1.1.4 总体空间格局 

围绕区域交通格局以及发展条件的改变，泰兴市国土空间规划拟

定了“一主两副、一带五片”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一主”

指中心城区，不断完善功能、提升品质，推动主城区能级持续提升。

“两副”指黄桥和虹桥副中心，黄桥副中心着力完善城镇功能，着眼

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结合；虹桥副中心着力完善产业和生活功能，

深入推进港产城联动和跨江融合发展。“一带”为沿江复合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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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沿江地区生产和生活提供优越的生态支撑。

“五片”为沿江综合发展、南部高效农业、中部城镇发展、西部生态

农业及北部现代农业片区。 

  

图 1-3 泰兴市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示意图 

中心城区结构。规划形成“一城两区、三廊、三轴”的城市空间

结构，其中“一城”为主城，“两区”为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和泰兴高

新区，“三廊”为生态隔离廊道、交通输配廊道、如泰运河景观廊道，

“三轴”为鼓楼路发展轴、镇海路发展轴、国庆路发展轴。强化主城

区与高新区产城融合发展，城市发展方向重点向东，主要发展措施为

东拓、西育、南延、北优，其中东部依托城际高铁站，发展行政商务

和科研创新功能，引导高新区转型升级；南部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发展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展示泰兴文化与特色；西部进一步优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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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促进转型升级，北部提升环境品质，培育以专业市场为主体

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图 1-4  泰兴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1.2 实施期限 

实施方案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泰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0-2035 年）》批准时日止。 

1.3 近期规划空间需求 

基于《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及各部门、乡镇近期发展诉求，分析近期规划

空间需求。 

（1）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泰兴市交通、水利、电力等部门“十四五”规划，近两年将

开工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有北沿江高铁、盐泰锡常宜城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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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至常州高速公路、沪陕高速平潮至广陵镇段扩建工程、耿戴中沟

中段整治工程、金城河整治工程、友谊中沟水系沟通工程、江苏泰州

古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本次近期实施方案需保障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用地需求。 

（2）民生项目 

近期需要保障的民生项目包括学校、养老院、公墓、安置区等。

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源共享，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安

定，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切实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们幸福感和满足感。 

（3）产业项目 

根据《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泰兴市将以提质增效为中心，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速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和产业同城化配套，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近期需要保障的

重大产业类项目包括上海医药、日化产业园、临港产业园、航空光电、

文化产业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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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2.1 指标安排 

2.1.1 上级下达指标情况 

近期实施方案中，泰州市下达泰兴市建设用地预支空间规模

134.0000 公顷，全市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 26440.8000 公顷。另省自

然资源厅追加流量指标 333.3333 公顷，其中专项流量指标在村庄规

划中落图的为 66.6666公顷，近期实施落图流量指标为 266.6667公顷。 

2.1.2 指标分解与布局 

近期实施方案安排的建设用地空间规模与流量指标共计

400.6667 公顷。为保障全市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98.6667 公顷（其中流量 266.6667

公顷）、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2.0000 公顷。全市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由 23654.8100 公顷调整为 23786.8100 公顷，交通水利

及其他用地由 2651.9900 公顷调整为 2653.9900 公顷。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以生态优先、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为底线，优化

市域国土空间格局为导向，聚焦保障重点区域、聚焦保障基础设施用

地、聚焦保障民生工程用地。 

（1）做强城市：完善城市功能、促进高新区产城融合发展。推

进中心城区东拓，优先保障高铁枢纽周边城市用地需求，有序引导基

于交通枢纽的物流业发展，鼓励一定规模的商服、商办、仓储用地。

同时结合高铁枢纽片区的建设，引导高新区的转型升级，拓展金融商

务以及科技研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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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强产业：提升“三区三园”的发展能级。近期实施方案

空间规模及流量指标优先投放于“三区三园”，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的

落地实施，以高标准的准入门槛促进产业用地效益的提升，加快培育

特色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三区三园提档升级，引导和支持各园区打造

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和产业承载能力。 

 

图 2-1  泰兴市三区三园示意图 

（3）优先交通：保障重大区域交通用地。落实泰兴市综合交通

规划方案要求，围绕“十四五”期间形成东西互通、南北互联的交通

格局的目标，强化十字通道的高铁路网构建，加快推进北沿江、盐泰

锡常宜、泰常城际铁路建设；持续完善高速公路网，加快推动盐靖高

速改扩建和常泰过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建设；完善干线公路网络，加

密市域干线公路通道，结合泰州大都市区快速路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231 省道南延改造、镇海路南延以及南部东西干线、东部南北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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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图 2-2  泰兴市域综合交通规划示意图 

（4）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城乡融

合发展力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近期实施方案一方面夯实了乡

村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产业的发展，为乡村居住、文化、旅游

设施等用地提供基础保障。同时要围绕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改善

村容村貌与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预控乡村专项流量指标。近期实施方

案预控 66.6667 公顷的专项流量指标，用于乡村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以及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并在多规合一实用型村庄规划中予以落

实。 

2.1.2 约束性指标管控 

近期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建设用地总量与强度双控要求，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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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等刚性管控要求。其中耕地保有量任务不低于

69020.00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7279.7000 公顷，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6440.8000 公顷之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 910.5900 公顷之内。 

表 2-1 泰兴市近期实施方案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指  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量 

耕地保有量 69020.0000  69020.0000  0.0000  

耕地面积 66494.1900  66494.19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7279.7000  57279.7000  0.0000  

园地面积 1098.8800  1098.8800  0.0000  

林地面积 68.7400  68.74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26306.8000  26440.8000  134.0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3654.8067  23786.8067  132.00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8246.7400  8645.4067  398.6667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651.9933  2653.9933  2.0000  

新增建设用地 776.5900  910.5900  134.00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46.8000  875.6000  128.80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663.3000  777.7000  114.400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663.3000  777.7000  114.400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01.0000  101.0000  0.000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623.8598  4022.5265  398.6667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100.0331  3366.6998  266.6667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66.6667 66.6667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252.7633  254.7633  2.0000  

建设控制区规模 4694.0474  2216.3283 -2477.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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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各乡镇指标安排 

近期实施方案在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的基础上，

落实预支空间规模以及追加流量指标，调整各类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

各类建设用地指标安排时，按照“优先城市建设、优先产业发展、保

障乡镇民生工程与重大基础设施”的原则，指标重点倾斜市域“一主两

副”的中心城区（含泰兴经济开发区、泰兴高新区以及城区工业园）、

黄桥（含黄桥经济开发区）与虹桥副中心（含虹桥工业园区），兼顾

北部片区的农产品加工园以及各乡镇（街道）民生工程用地。 

根据规划流量指标和建设控制区安排、布局，重点调整各乡镇（街

道）耕地保有量、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流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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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泰兴市近期实施方案各乡镇主要指标安排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

称 

耕地保有

量 

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规划流量

指标 
建设用地

总量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工矿

用地 

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面积 

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 

新增交通水利

及其他用地 

占用耕

地 

滨江镇 5723.1800  3427.3400  3855.1909  3001.6757  1785.6964  393.4110  237.9367  181.8567  56.0800  212.0179  918.0746  

分界镇 4814.0000  4395.4300  1090.1571  1169.8668  128.3436  46.2432  6.8700  6.4300  0.4400  6.8472  50.6093  

根思乡 3836.4000  3561.8700  905.2338  930.5525  134.5054  81.4775  16.4700  9.0000  7.4700  16.4498  62.2623  

古溪镇 5144.2000  4749.3900  1288.8088  1211.4488  214.2518  106.0112  34.2600  4.2700  29.9900  34.2713  39.3602  

广陵镇 3983.3000  3364.3300  945.3480  994.5376  177.2365  127.2324  9.0300  8.5900  0.4400  9.0046  48.0463  

河失镇 4172.5000  3716.1900  1521.2638  1111.7921  170.3241  154.6379  37.5700  11.7000  25.8700  37.5777  81.2577  

虹桥镇 5068.7000  3734.2300  1199.3226  2110.1432  839.7175  363.5101  84.0533  82.6733  1.3800  70.4186  423.8290  

黄桥镇 10989.5000  9377.6900  4090.4925  3482.8987  1144.4378  390.1446  95.3233  86.9333  8.3900  82.8116  382.4706  

济川街道 2785.9000  1975.6700  3691.5556  3196.8876  2129.5927  328.2691  137.5467  131.3867  6.1600  68.7771  290.9190  

曲霞镇 2324.5000  2086.5700  444.2308  551.7227  107.2339  45.7773  3.5900  3.1500  0.4400  3.5526  33.7744  

珊瑚镇 3091.1000  2828.2200  926.0340  956.1548  129.7447  60.2152  4.7900  4.3500  0.4400  4.7602  26.4290  

新街镇 4798.7000  4260.4700  1437.2164  1156.0729  219.4532  116.4571  70.6333  27.0133  43.6200  65.3535  101.0705  

宣堡镇 2006.9000  1818.4600  556.2242  598.1506  140.7201  56.8994  10.5900  10.1500  0.4400  10.5640  40.4210  

姚王镇 3167.7200  1785.4300  2431.6513  1446.3533  910.0001  199.1534  112.3567  111.8567  0.5000  105.7334  710.9710  

元竹镇 3228.2000  2691.0900  993.2537  746.2811  225.2552  119.0522  40.4000  10.0300  30.3700  40.4151  113.3412  

张桥镇 3885.2000  3586.2600  1062.8165  1120.2683  188.8937  65.5017  9.1700  8.7300  0.4400  9.1453  43.8637  

合计 69020.0000  57358.6400  26438.8000  23784.8067  8645.4067  2653.9933  910.5900  698.1200  212.4700  777.7000  3366.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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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用地布局 

2.2.1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布局 

近期实施方案空间布局引导按照“一主两副、一带五片”的国土空

间格局，将市域划分为沿江、中部、南部、北部、西部五大片区，重

点落实中心城区、“三区三园”等区域的城镇及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

统筹协调一般乡镇的民生工程、乡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用地需求。 

（1）沿江综合发展片区。该片区涵盖了省级开发区泰兴市经济

开发区以及泰兴市级虹桥工业园区，包括滨江镇、虹桥镇，是常泰跨

江融合发展的桥头堡，也是全市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心。其中泰兴经济

开发区以精细化工为支撑，以新材料与医药日化业为主导，力争建成

千亿级精细化工和新材料基地。虹桥工业园以产城融合为导向，借助

于常泰过江通道建设，加快补齐城镇功能短板，推动现代装备制造、

职能装配式建设、临港物流以及汽车零部件四大主导产业发展。 

近期实施方案积极保障区域内上海医药、新浦化工等 35 个产业

项目用地；养老院、安置区、学校等 5 个民生工程项目以及道路、消

防站、泵站等 6 个基础设施用地需求，鼓励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利用，引导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向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布局。近期

实施方案共计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71.074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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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沿江综合发展片区用地安排示意图  

（2）中部城镇发展片区。该片区是泰兴市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

地区，也是泰兴市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的重点板块，包括中心城区的主

城以及省级泰兴高新区、黄桥副中心以及省级开发区黄桥经济开发区、

河失镇、姚王镇、张桥镇。片区以未来高铁枢纽建设为机遇，打造以

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城融合样板区，同时引导中心城区构建城市

中心、片区中心与社区中心的体系。黄桥镇以发展现代服务、服装新

材料、乐器制造等特色产业为主，加速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度，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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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中部的工业集聚区、旅游服务中心。 

近期实施方案优先保障中心城区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枢纽工程用

地、补齐中心城区以及黄桥副中心的城市功能短板，逐步引导中心城

区与黄桥副中心的功能合理分布，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安排新

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36.9950 公顷。 

图 2-4  中部城镇发展片区用地安排示意图  

（3）南部高效农业片区。该片区包括珊瑚镇、广陵镇以及曲霞

镇等，是传统的农贸型城镇。区域内城镇人口规模偏小、集聚作用较

弱，以生态保育、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主，因此需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养殖业，推进设施农业、高效农业的发展。 

近期实施方案一方面加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保育功能，推进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种植区；另一方面适当增加建

设用地以推进小城镇、乡村集中区以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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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引导人口向集中居住。本次该片区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0.8970 公顷，主要用于安置区建设及少量产业、公共服务用地。 

图 2-5  南部高效农业片区用地安排示意图  

（4）北部现代农业片区。该片区包含根思乡、古溪镇、分界镇、

新街镇和元竹镇，片区内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建成泰兴市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生态旅游休闲区，强化古银杏种质资源、香荷芋种

质资源的保护，引导区域生态保育，强化省级生态管控区保护。 

该片区内农村居民点分布点多、面广，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较高，

因此应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施，促进农村居民集中居

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此外应引导片区人口、产业向镇区、园

区集中，促进古溪特色城镇建设。规划于该片区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 62.9304 公顷，重点保障禾文科技、优和集团等 10 个产业项

目及村委会、农民安置区等 15 个民生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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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北部现代农业片区用地安排示意图 

（5）西部生态农业片区。该片区主要为宣堡镇，应加大泰兴古

银杏森林公园的保护，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宣堡镇特色小城镇建设。规划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6.7697

公顷，重点保障北森光伏发电、永进物流等 7 个产业项目及敬老院、

垃圾站、安置区等 8 个民生工程项目。 

图 2-7  西部生态农业片区用地安排示意图 



18 

 

2.2.2 建设用地管制区 

（1）允许建设区：近期实施方案允许建设区安排严格遵循集中

布局、集聚建设的原则，与试划的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衔接，一

部分集中到城镇及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另一部分调整到中心城区和各

城镇组团确定的发展空间。全市共安排允许建设区 23648.5305 公顷，

主要安排在中心城区以及三区三园板块。 

（2）有条件建设区：近期实施方案按照预留弹性及战略留白的

要求，对发展不确定性区域安排为有条件建设区。共计安排有条件建

设区 1909.9608 公顷，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周边。 

（3）近期实施方案共计安排限制建设区 91407.5148 公顷。 

2.2.3 土地用途区 

近期实施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调整，重点围绕建设用地管

制区优化了土地用途区，全市共安排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58934.2944

公顷，一般农地区 22920.777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 12490.3322 公

顷，村镇建设用地区 11063.2140 公顷，独立工矿区 94.9698 公顷，林

业用地区 60.5487 公顷，其他用地区 11401.8695 公顷。 

2.3 建设控制区布局 

2.3.1 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全市共有行政村 313 个，自然村庄 2079 个，村庄面积约 17181.04

公顷，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约 2820 人、自然村平均人口规模约 430

人（其中 30 户以下自然村占比达 16.6%）。全市村庄虽经过多轮合并

与整治，但并未完全改变村庄布局分散、规模偏小的问题，村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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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总体上具有空间分布离散且不均质的特征。 

为进一步适应农村人口转移和村庄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改善农

村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增强乡村特色、提高乡村发展水平，泰兴市

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确定了集聚提升类村庄 318 个、特色保护

类村庄 60 个、城郊融合类村庄 16 个、搬迁撤并类村庄 468 个、其他

一般村 1217 个。 

据此，泰兴市建设用地复垦潜力以镇村布局规划中的搬迁撤并类

村庄为主、其他一般村为辅，兼顾区域内的部分撤并乡镇内的旧工业、

旧工矿以及废弃水工用地等，初步分析复垦潜力约为 4000 公顷左右，

其中村庄复垦潜力约为 3500 公顷，另有旧村庄及废弃水工用地约 500

公顷，建设用地复垦潜力能够确保归还规划流量指标。 

 

图 2-8 泰兴市镇村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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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建设控制区布局 

截至 2021 年 1 月，泰兴市未归还流量指标规模 395.7152 公顷，

加上本次新下达流量指标规模 333.3333 公顷（含村庄规划专项指标），

共计需归还流量指标规模 729.0485 公顷。近期实施方案建设控制区

布局过程中，优先结合镇村布局规划的近期搬迁撤并类村庄，兼顾其

他一般村庄的复垦需求与意愿，统筹安排市域建设控制区。 

全市统筹安排建设控制区 2216.3283 公顷，建设控制区规模不少

于未归还流量指标规模（395.7152 公顷）与新下达流量指标规模

（333.3333 公顷）之和 729.0485 公顷。 

表 2-3 建设控制区布局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建设控制区规模 行政区 建设控制区规模 

滨江镇 181.4869  济川街道 79.7990  

分界镇 132.1203  曲霞镇 105.6398  

根思乡 120.5529  珊瑚镇 79.4833  

古溪镇 108.4026  新街镇 65.2445  

广陵镇 82.7561  宣堡镇 115.6879  

河失镇 178.5894  姚王镇 65.3656  

虹桥镇 501.8486  元竹镇 50.1437  

黄桥镇 228.0848  张桥镇 121.1229  

合计 2216.3283 

2.3.3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 

为进一步促进建设用地减量化、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未来两年，泰兴市将结合镇村布局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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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 

滨江镇 31.0435  28.6556  59.6991  

分界镇 22.5993  20.8609  43.4602  

根思乡 20.6207  19.0345  39.6552  

古溪镇 18.5424  17.1160  35.6584  

广陵镇 14.1555  13.0666  27.2221  

河失镇 30.5479  28.1981  58.7460  

虹桥镇 85.8417  79.2385  165.0802  

黄桥镇 39.0141  36.0131  75.0272  

济川街道 13.6497  12.5997  26.2494  

曲霞镇 18.0698  16.6798  34.7496  

珊瑚镇 13.5957  12.5499  26.1456  

新街镇 11.1601  10.3017  21.4618  

宣堡镇 19.7885  18.2664  38.0549  

姚王镇 11.1808  10.3208  21.5016  

元竹镇 8.5771  7.9174  16.4945  

张桥镇 20.7182  19.1245  39.8427  

合计 379.1050  349.9435  729.0485  

2.3.4 流量指标归还保障措施 

（1）加大资金投入 

近年来泰兴市人民政府逐步加大对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投入，至

2021年，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亩均复垦投资力度，单位投资逐步提高

到100万元/亩左右。为满足资金需求，泰兴市出台了市域内指标调剂

使用办法，有偿调剂费用将用于增减挂钩的实施；此外进一步统筹土

地出让金纯收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农业

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等用于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资金由市政府实行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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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乡镇（街道）包干使用。 

（2）严格补偿政策 

泰兴市村庄复垦工作由易而难逐步推进，且大多布局分散，社会

稳定风险较小；但部分村庄拆旧规模较大，且布局集中，搬迁补偿、

村民安置问题亟待解决，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需严格按照国家、

省及地方有关搬迁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房屋搬迁；公开、公平、公正

的确定房屋征收补偿价格，各乡（镇、街道）的征收补偿标准横向、

纵向保持平衡；落实房屋搬迁补偿的资金和安置房源，切实保障被拆

迁安置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适当预留产业用地；合理处置好特例的

补偿问题，依法处理房屋搬迁补偿纠纷。 

（3）加强领导责任制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各乡

（镇、街道）主导作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业务指导作用和相关部

门协同管理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二是强化资金保障，项

目启动资金要及时到位，群众安置补偿要到位，一线工作人员奖励要

到位。三是强化督查保障，成立联合督查组，既督进度，也督质量，

对工作严重滞后的，督导组将直接约谈乡镇主要负责人，市政府将对

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2.4 重点建设项目 

为保障 “十四五”期间位置暂未确定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地需求，

本次实施方案结合相关行业专项规划，将无法确定用地范围的基础设

施项目列入重点项目清单。实施方案共计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87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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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用地规模 254.7633 公顷。其中，交通项目 529 个，新增用地规

模 246.9969 公顷；水利项目 138 个，新增用地规模 1.3650 公顷；电

力能源项目 50 个，新增用地规模 4.5864 公顷；其他项目 158 个，新

增用地规模 1.8150 公顷。 

表 2-5 重点建设项目汇总表 

单位：公顷 

类型 项目个数 新增用地规模 

交通 529 246.9969  

水利 138 1.3650  

电力能源 50 4.5864  

其他 158 1.8150  

合计 875 254.7633  

2.5 与相关规划成果的衔接 

2.5.1 与“三条控制线”试划成果的衔接 

（1）新增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根据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泰兴市行政辖区内生态保护红

线 2 处，包括泰兴国家古银杏自然公园、泰兴天星洲省级湿地自然公

园。近期实施方案与评估调整前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充分衔接，

确保新增建设范围位于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对生态红

线的主导功能不产生任何影响。近期实施方案有 23 个新增建设用地

项目涉及生态红线评估调整的调出区域，主要为村委会、公墓、光伏

发电、垃圾站等项目，待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获国务院批准后

再履行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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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新增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图 

（2）新增建设用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强化与永久基本农田的衔接与协调，

一是各类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 2017 年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另一方

面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试划方案中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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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新增建设用地与 2017 年永久基本农田衔接图 

 

图 2-11 新增建设用地与试划永久基本农田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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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试划城镇开发边界衔接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

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提升空间品质

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开发区等。本次近期实施方案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均位于试划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总面积 411.8947

公顷。 

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加快改善农民住房条件，保障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配套和农村交通设施建设，本次近期实施方案在试划城镇开

发边界外落实了 92.7444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保障安置区、

个人建房等民生工程项目以及卫生院、村委会、公墓、道路等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项目、农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图 2-12 新增建设用地与试划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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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1）试划城镇开发边界与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衔接 

2010 年以来，泰兴市逐步完善了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其中《泰

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于 2015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复，并

确定“一主两副、T 字主轴”的市域空间组织结构；各乡镇城镇总体规

划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控制引导下先后经泰兴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 

城镇开发边界试划过程中，以保证规划延续性为原则，在市域国

土空间格局以及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指引下，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布局，

引导城镇用地集中集聚布局。一是突出做强泰兴中心城市、完善副城

功能，优化中心城区与黄桥、虹桥镇城镇开发边界；二是突出做强产

业，优化市域内产业布局，优化了三区三园以及各乡镇的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 

 
图 2-13 试划城镇开发边界与现行总规范围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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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城市（镇）总体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优先衔接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

施方案共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411.8947 公顷，均位于试划的城镇

开发边界范围内，符合泰兴市城市总体规划或各乡镇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详见表 2-4）。  

表 2-6 试划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与城市（镇）规划衔接情况表 

单位：个、公顷 

序号 
试划城镇开发边界内 

符合的城市（镇）规划名称 
地块个数 面积 

1 155 90.4345 泰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 

2 146 95.6370 泰兴市滨江镇总体规划（2016-2030） 

3 8 1.1975 泰兴市分界镇总体规划（2012-2030） 

4 18 6.7997 泰兴市根思乡总体规划（2010-2030） 

5 11 6.7278 泰兴市古溪镇总体规划（2010-2030） 

6 37 3.0579 泰兴市广陵镇总体规划（2015-2030） 

7 22 2.9888 泰兴市河失镇总体规划（2010-2030） 

8 160 60.424 泰兴市虹桥镇总体规划（2018-2030） 

9 67 44.1708 泰兴市黄桥镇总体规划（2010-2030） 

10 15 3.4508 泰兴市曲霞镇总体规划（2014-2030） 

11 13 5.883 泰兴市珊瑚镇总体规划（2018-2030） 

12 15 1.7418 泰兴市新街镇总体规划（2017-2030） 

13 18 4.7925 泰兴市宣堡镇总体规划（2018-2030） 

14 140 21.1687 泰兴市姚王镇总体规划（2017-2030） 

15 17 0.9427 泰兴市元竹镇总体规划（2018-2030） 

16 23 4.0245 泰兴市张桥镇总体规划（2015-2030） 

17 36 1.1324 泰兴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更新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18 21 11.3132 泰兴市城区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9 6 0.1806 泰兴市城区西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 37 12.2316 泰兴市东阳路东侧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城市设计 

21 8 7.6008 泰兴市黄桥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2 72 25.9941 黄桥经济开发区农产品专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合计 1045 411.8947   

2.5.3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与《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交通规划、水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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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等进行了充分衔接，有效保障了全市近期基础

设施建设、民生工程、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1）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加强与“十四五”规划目标、发展战略、

空间格局与产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衔接。一是落实“十

四五”规划制造业强市的要求，加大产业用地保障力度，提升“三区

三园”发展能级，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是落实“十四五”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要求，优先安排北沿江、盐泰锡常宜城际、常泰城

际等高铁用地，统筹国省干线、高速公路用地。三是突出城乡融合发

展、建设美丽泰兴，强化中心城区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保障、补齐城

市功能短板、提升城市品质，优化镇村布局、推进乡村地区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预控乡村流量指标予以保障。 

（2） 与交通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对交通用地按照“列清单、留通道、定规模”的方

式予以安排。一是强化泰兴市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健全交通枢

纽体系，围绕形成东西互通、南北互联的“交通带”，强化“十字”

通道高铁路网构建，将盐泰锡常宜铁路、北沿江高铁、常泰城际铁路

纳入清单。二是完善高速公路网，将盐靖高速改扩建和常泰过江大桥

及其接线、如常高速等纳入清单。三是完善市域干线快速公路网，结

合三泰都市区快速路体系规划，加快推动231省道南延快速化改造等

项目，构建以阳江路和澄江路为两横、沿江高等级公路和镇海路为两

纵的城市快速路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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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重点项目与交通规划衔接图 

（3）与水利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强化了与各类水利设施用地的衔接，一

是与“十四五”水利专项规划衔接，二是与水利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

划衔接。实施方案中围绕全市约300多条中沟予以梳理，安排了138

个水系沟通、河道整治等项目。 

（4）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衔接 

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

政发〔2020〕1 号），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原则上

不得开展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随意占用和调整，

对 15 种不同类型和保护对象，实行差别化的管控措施，泰兴市行政

辖区内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16 个，主要红线类型为森林公园、生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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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林、特殊物种保护区、重要湿地、清水通道维护区、风景名胜区。 

近期实施方案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进行了充分衔接，已征求了生

态环境部门意见，除新增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用地、乡村居民点用地

外，不开展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并严格按照《省政府

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

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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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保障措施 

3.1 强化各项新增建设用地审查 

在符合近期实施方案和城乡总体规划前提下，新增建设用地需符

合“资源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效益集显”的要求，杜绝低投入、

低产出、低税收、土地利用粗放型项目落户。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重点

对项目用地的规划性质、产业布局、投资规模、投资强度、产业类型、

建筑系数、容积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等方面进行审

查，对新增建设用地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 

3.2 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近期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作

用，促进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缓解建设用地供求紧张矛

盾。一方面将工业用地地均GDP、投资强度、闲置低效用地盘活、耕

地保护、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等列入园区、乡镇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实施

严格考核。另一方面加大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力度，全面梳理各乡镇（街

道、园区）存量闲置建设用地资源，明确盘活利用时序与节点。三是

结合城市更新改造深入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用足用好存量

资源。 

3.3 稳妥推进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 

按照“统筹谋划、先行先试、完善提升、全面推进”的要求，以

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

受损为底线，实施《泰兴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施方

案》。一是采用公开交易方式确定土地使用权人，并不得用于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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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二是确保农民从集体土地入市中取得的直接性补偿收益与

国有土地征收保持基本一致，入市净收益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

主要用于集体经济增收项目、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等公益事项，也可以

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是入市前必须经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代表）大会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且公示无异议。 

3.4 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近期实施方案涉及相关利益者主要为被征地农民以及增减挂钩

村庄复垦的拆迁农村，实施过程中需严格执行各类补偿标准，保障利

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强化拆迁补偿、

安置、就业渠道问题和重大项目建设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周边居民

生活影响等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农村居民点拆迁和重大项

目实施运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3.5 加强实施监测与公众参与 

严格核定地方项目用地规模，及时发现并制止违反近期实施方案

的行为，切实维护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宏

观调控性。加大近期实施方案的宣传力度，依法公告，采用多种途径

广泛宣传，让社会理解规划、监督方案的实施，及时听取各方意见，

接收社会监督、健全公共参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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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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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指  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量 

耕地保有量 69020.0000  69020.0000  0.0000  

耕地面积 66494.1900  66494.19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7279.7000  57279.7000  0.0000  

园地面积 1098.8800  1098.8800  0.0000  

林地面积 68.7400  68.74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26306.8000  26440.8000  134.0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3654.8067  23786.8067  132.00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8246.7400  8645.4067  398.6667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651.9933  2653.9933  2.0000  

新增建设用地 776.5900  910.5900  134.00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46.8000  875.6000  128.80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663.3000  777.7000  114.400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663.3000  777.7000  114.400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01.0000  101.0000  0.000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623.8598  4022.5265  398.6667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100.0331  3366.6998  266.6667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66.6667 66.6667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252.7633  254.7633  2.0000  

建设控制区规模 4694.0474  2216.3283  -2477.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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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

称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规划流量指

标 

村镇建设

用地控制

区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义务 
面积 耕地 面积 耕地 

建设用地总

量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工矿用地 

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面积 

新增城乡建

设用地 

新增交通

水利及其

他用地 

占用耕地 

滨江镇 5723.1800  5432.7500  3427.3400  3414.0215  3855.1909  3001.6757  1785.6964  393.4110  237.9367  181.8567  56.0800  212.0179  918.0746  181.4869  212.0179  

分界镇 4814.0000  4566.1400  4395.4300  4335.6933  1090.1571  1169.8668  128.3436  46.2432  6.8700  6.4300  0.4400  6.8472  50.6093  132.1203  6.8472  

根思乡 3836.4000  3708.5600  3561.8700  3480.3738  905.2338  930.5525  134.5054  81.4775  16.4700  9.0000  7.4700  16.4498  62.2623  120.5529  16.4498  

古溪镇 5144.2000  5000.7300  4749.3900  4730.9501  1288.8088  1211.4488  214.2518  106.0112  34.2600  4.2700  29.9900  34.2713  39.3602  108.4026  34.2713  

广陵镇 3983.3000  3581.0500  3364.3300  3361.1931  945.3480  994.5376  177.2365  127.2324  9.0300  8.5900  0.4400  9.0046  48.0463  82.7561  9.0046  

河失镇 4172.5000  3950.8900  3716.1900  3598.6212  1521.2638  1111.7921  170.3241  154.6379  37.5700  11.7000  25.8700  37.5777  81.2577  178.5894  37.5777  

虹桥镇 5068.7000  5065.0400  3734.2300  3727.8268  1199.3226  2110.1432  839.7175  363.5101  84.0533  82.6733  1.3800  70.4186  423.8290  501.8486  70.4186  

黄桥镇 10989.5000  10562.8300  9377.6900  9288.8088  4090.4925  3482.8987  1144.4378  390.1446  95.3233  86.9333  8.3900  82.8116  382.4706  228.0848  82.8116  

济川街道 2785.9000  2725.0700  1975.6700  1962.9189  3691.5556  3196.8876  2129.5927  328.2691  137.5467  131.3867  6.1600  68.7771  290.9190  79.7990  68.7771  

曲霞镇 2324.5000  2254.1800  2086.5700  2066.5859  444.2308  551.7227  107.2339  45.7773  3.5900  3.1500  0.4400  3.5526  33.7744  105.6398  3.5526  

珊瑚镇 3091.1000  2961.0500  2828.2200  2822.5698  926.0340  956.1548  129.7447  60.2152  4.7900  4.3500  0.4400  4.7602  26.4290  79.4833  4.7602  

新街镇 4798.7000  4588.2300  4260.4700  4134.3460  1437.2164  1156.0729  219.4532  116.4571  70.6333  27.0133  43.6200  65.3535  101.0705  65.2445  65.3535  

宣堡镇 2006.9000  1984.8900  1818.4600  1782.9534  556.2242  598.1506  140.7201  56.8994  10.5900  10.1500  0.4400  10.5640  40.4210  115.6879  10.5640  

姚王镇 3167.7200  3167.7200  1785.4300  1782.5225  2431.6513  1446.3533  910.0001  199.1534  112.3567  111.8567  0.5000  105.7334  710.9710  65.3656  105.7334  

元竹镇 3228.2000  3188.4900  2691.0900  2683.6966  993.2537  746.2811  225.2552  119.0522  40.4000  10.0300  30.3700  40.4151  113.3412  50.1437  40.4151  

张桥镇 3885.2000  3756.5700  3586.2600  3529.7433  1062.8165  1120.2683  188.8937  65.5017  9.1700  8.7300  0.4400  9.1453  43.8637  121.1229  9.1453  

合计 69020.0000  66494.1900  57358.6400  56702.8250  26438.8000  23784.8067  8645.4067  2653.9933  910.5900  698.1200  212.4700  777.7000  3366.6998  2216.3283  777.7000  



37 

 

附表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一、交通   246.9969    

泰兴市通用机场（A 类） 新建   泰兴市 

常泰城际铁路 新建   泰兴市 

盐泰锡常宜城际铁路 新建   泰兴市 

北沿江高铁 新建   泰兴市 

如常高速公路黄桥镇至泰兴段工程 新建   黄桥镇、河失镇 

如皋至常州高速公路(S30) 新建   分界镇、黄桥镇 

如皋至常州高速公路黄桥至泰兴段（常泰过江通

道北接线延伸） 
新建   河失镇、黄桥镇 

常泰长江大桥南北公路接线工程 新建   
虹桥镇、张桥镇、河

失镇 

232 省道泰兴段工程（三期） 新建   
河失镇、曲霞镇、广

陵镇 

334 省道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   泰兴市 

355 省道泰兴段改扩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356 省道泰兴段养护改善工程 新建   泰兴市 

436 省道北延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黄

桥镇、广陵镇 

436 省道泰兴段工程 新建   广陵镇 

504 省道东延（镇海路-东部南北干线） 新建   
济川街道、根思乡、

黄桥镇、古溪镇 

504 省道连接线 新建   滨江镇 

504 省道泰兴段东延（济川北路至镇海路北延段）

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504 省道泰兴段改扩建工程 改建   
济川街道、根思乡、

滨江镇、虹桥镇 

G345 泰兴段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S229 姜八线改线工程 改建   
新街镇、元竹镇、黄

桥镇、广陵镇 

沪陕高速公路-新 S334 枢纽互通 新建   泰兴市 

沪陕高速公路-镇海路北延段枢纽互通 新建   泰兴市 

沪陕高速平潮至广陵镇段扩建工程 扩建   广陵镇 

八圩港北侧道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八圩港南侧道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北辅东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北辅路 新建   济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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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北辅西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北环路西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边检营房区间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滨河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滨河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滨江北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滨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滨江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滨江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滨江中路（洋思西路-澄江西二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曾涛路 新建   泰兴市 

朝阳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澄江路 新建   泰兴市 

澄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新建   泰兴市 

船闸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创新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创兴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创业大道 新建   张桥镇 

创业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创业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创园东路东延工程 新建   元竹镇 

创园东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创园西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创园西路西延工程 新建   新街镇 

大湖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大庆路 新建   泰兴市 

戴王路 新建   泰兴市 

戴王路改造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丹霞路 新建   泰兴市 

丹霞路西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张桥镇 

定慧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东华村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东华村路西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东进西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东润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东润路南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东阳路（鼓楼东路至澄江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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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东阳路（银杏路至如泰运河）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东阳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东一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渡河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房元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飞鸿路 新建   泰兴市 

飞鸿路（运河南路至文化路段） 新建   滨江镇 

丰产东路（北侧）（瑞祥路至鸿庆路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丰产东路（南侧）（瑞祥路至鸿庆路段） 新建   滨江镇 

丰产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丰产河东路（北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丰产河东路（南段） 新建   滨江镇 

丰产河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丰产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凤栖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福泰北路（疏港路至过船东路） 新建   滨江镇 

福泰路 新建   泰兴市 

福泰路（通江路至澄江路段） 新建   滨江镇 

福兴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高新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根东大道工程 新建   根思乡 

根思工业集聚区道路 新建   根思乡 

根思路 新建   泰兴市 

根思路（江平路至幸福中沟）工程 新建   泰兴市 

根思路东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根园路工程 新建   根思乡 

根中大道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工业路工程 新建   曲霞镇 

拱极路 新建   泰兴市 

拱极路（银杏路至阳江路） 新建   济川街道 

古高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鼓楼北路 新建   泰兴市 

鼓楼北路改造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鼓楼东路 新建   泰兴市 

鼓楼东路东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鼓楼南路 新建   泰兴市 

鼓楼南路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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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鼓楼西路 新建   泰兴市 

鼓楼西路（飞鸿中路至襟江中路段） 新建   滨江镇 

广福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广陵东路工程 新建   广陵镇 

国庆东路工程 新建   泰兴市 

国庆路东延（二期）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国庆路东延（三期） 新建   姚王镇 

国庆路东延工程 新建   河失镇、姚王镇 

国庆西路工程 新建   泰兴市 

过船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过船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韩庄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和记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河滨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河曲线（河失至曲霞段）拓宽改造工程 
改扩

建 
  河失镇、曲霞镇 

恒丰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横垛对外接线 改建   泰兴市 

横三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虹创路东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创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港路东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大道西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彩虹路（广福路至虹江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飞虹路（虹福路至虹江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府东路（虹福路至虹桥大道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府后路(长虹路至飞虹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安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创路(飞虹路至沿江大道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德路（飞虹路至江堤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德路（沿江大道至长虹路段）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港路（飞虹路至连复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华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江路（沿江大道至江堤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江路（沿江大道至泰常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康路（沿江大道至长虹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润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盛路（飞虹路至江堤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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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虹桥镇虹盛路（沿江大道至长虹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盛路西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虹越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蒋江线道路拓宽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七公线扩建（虹越路至祥福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同德路西延（长虹路至飞虹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兴虹路（虹越路至虹润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兴业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扬子鑫福路（泰常路至靖泰界河段）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长虹路（虹福路至虹德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长虹路(虹江路至虹越路段)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长虹路（江城大道至同德路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鸿庆北路 新建   滨江镇 

鸿庆北路（运河北路-阳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鸿庆路 新建   泰兴市 

鸿庆路（运河北路-阳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鸿庆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环城东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环城西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环甸东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环甸西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环溪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环园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汇丰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姬马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集聚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集聚区南北路 新建   根思乡 

济川北路 新建   济川街道 

济川路 新建   泰兴市 

济川南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驾培路 新建   泰兴市 

驾培路（新碧路至银杏路） 新建   济川街道 

建工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健康路 新建   滨江镇 

健康路 新建   虹桥镇 

江广高速宣堡互通 新建   宣堡镇 

江平公路改线 新建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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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江平路 新建   泰兴市 

金城路 新建   济川街道 

金城路（向阳路-根思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金港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金港西路 新建   滨江镇 

金沙路 新建   泰兴市 

金沙路（澄江路至阳江路） 新建   济川街道 

金沙路（国庆路-澄江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金沙路（如泰运河-阳江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金溪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襟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锦江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锦江西路 新建   滨江镇 

京沪高速公路广陵镇至靖江段扩建工程 扩建   黄桥镇、广陵镇 

经八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经二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经二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经三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经四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经一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聚丰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军民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开发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科创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技路 新建   泰兴市 

科技路南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能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能南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能中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太路北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太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新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新中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园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科园路工程 新建   根思乡 

老虎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滨江镇 

龙港路（长江北路至鸿庆北路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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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河路 新建   泰兴市 

龙河路东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龙河路西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隆盛路 新建   泰兴市 

芦坝港路 新建   泰兴市 

鲁堡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南港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宁启新长泰州联络线 新建   泰兴市 

品江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棋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汽贸城二期区间路（东西区间路） 新建   济川街道 

汽贸城二期区间路（银杏路至龙河路） 新建   济川街道 

羌溪路 新建   泰兴市 

羌溪路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羌溪路南延 新建   济川街道、张桥镇 

仁慧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商贸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商贸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生态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生态文化街区区间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胜利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盛龙路（根思路至运河路） 新建   济川街道 

疏港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疏港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顺丰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四桥港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四通路西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太湖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湖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隆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泰盛路 新建   济川街道 

泰师路 新建   泰兴市 

蒋榨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老工业集聚区区间路 新建   广陵镇 

如泰运河北路 新建   滨江镇 

芮丰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芮徐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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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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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祥路 新建   泰兴市 

瑞祥路（通江路至澄江路段） 新建   滨江镇 

润泰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三泰路 新建   泰兴市 

三泰路（羌溪路至襟江豪景苑东） 新建   济川街道 

泰兴市大天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东部南北干线 新建   
古溪镇、分界镇、珊

瑚镇 

泰兴市东部南北干线（古溪镇至 S334 段） 新建   分界镇、古溪镇 

泰兴市东部南北干线（珊瑚镇至 S334 段） 新建   分界镇、珊瑚镇 

泰兴市分蒋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分雅路改扩建工程 改建   分界镇、古溪镇 

泰兴市古宣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横过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胡曲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金溪路北延工程 新建   
广陵镇、黄桥镇、新

街镇、元竹镇 

泰兴市经济开发区专用线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刘广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市南部东西干线 新建   

虹桥镇、张桥镇、曲

霞镇、河失镇、黄桥

镇、广陵镇、珊瑚镇 

泰兴市南部东西干线(广陵至 G345 段) 新建   
河失镇、黄桥镇、曲

霞镇、张桥镇 

泰兴市南部东西干线(广陵至珊瑚段) 新建   
广陵镇、黄桥镇、珊

瑚镇 

泰兴市南部东西干线(泰州港七圩港作业区至

G345 段) 
新建   虹桥镇、张桥镇 

泰兴市珊七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中港路 新建   泰兴市 

中心街北延（加油站至安民街段）工程 新建   曲霞镇 

中兴大道 新建   泰兴市 

众安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众创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众智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庄基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资源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纵三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纵三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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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河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通江路工程 新建   泰兴市 

通园东路 新建   滨江镇 

通园东路（襟江路至鸿庆路段） 新建   滨江镇 

通园路 新建   泰兴市 

通站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同德路 新建   姚王镇、张桥镇 

同德路（济川路至江平路） 新建   姚王镇、张桥镇 

同德路东延 新建   姚王镇 

同德路东延（羽惠河-科泰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同德路东延北侧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同德路西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同济路 新建   张桥镇 

同心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团结河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团结河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团结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万桥路 新建   泰兴市 

纬八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纬二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纬二路工程 新建   广陵镇 

纬二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纬三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纬一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纬一路工程 新建   广陵镇 

文昌东路东延（二期）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文昌东路东延（三期）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文昌路 新建   济川街道 

文昌路东延二期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文昌路东延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文化东路 新建   滨江镇 

文化东路（飞鸿路至振泰路段） 新建   滨江镇 

文化东路（瑞祥路至飞鸿路段） 新建   滨江镇 

文化路 新建   滨江镇 

文化路西延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文化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文江北路 新建   济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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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文江路 新建   泰兴市 

文江路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文江南路 新建   济川街道 

西河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燕头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阳江路 新建   泰兴市 

阳江路东延（胡曲线-232 省道）（232 省道-金溪

路） 
新建   河失镇、姚王镇 

阳江路东延工程（姚王至 S232 段） 新建   姚王镇、济川街道 

洋思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洋思港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洋思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洋思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洋思中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姚岱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天星大道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天星港大道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天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西山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西园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虾港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先锋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祥瑞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向阳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新港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新广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 

新木路 新建   泰兴市 

新长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 新建   泰兴市 

新镇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新竹路工程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星火路 新建   泰兴市 

兴达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兴虹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兴隆路（陈公大道至工业路段）工程 新建   曲霞镇 

兴民路（陈公大道至工业路段）工程 新建   曲霞镇 

兴南路 新建   泰兴市 

兴南路东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兴燕路 新建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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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兴燕路南延（根思路-滨河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兴姚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兴业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兴园大道西延工程 新建   新街镇 

兴园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兴园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兴园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幸福东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幸福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幸福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幸福路工程 新建   张桥镇 

幸福路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幸福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幸福西路 新建   滨江镇 

徐庄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旭日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闸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张陈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张陈路工程 新建   张桥镇 

张桥镇工业集聚区道路工程 新建   张桥镇 

泰兴市阳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   济川街道、滨江镇 

泰兴市银杏大道工程 新建   泰兴市 

泰兴市镇海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张桥镇 

泰兴市镇海路南延工程 新建   
姚王镇、张桥镇、曲

霞镇 

宣堡镇连接线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宣泰线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宣银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学府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学府路工程 新建   张桥镇 

延陵西路（襟江路至振泰路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沿江大道南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沿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盐靖高速公路黄桥互通改建工程 新建   泰兴市 

盐靖高速公路扩建工程 扩建   
新街镇、元竹镇、黄

桥镇、广陵镇 

盐靖高速公路新街互通改建工程 新建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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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姚庄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银沙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银杏路 新建   泰兴市 

银杏路东延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银杏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银杏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银杏路西延（江平路至襟江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银杏路西延工程 新建   泰兴市 

银杏路西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永丰路 新建   泰兴市 

永丰路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永丰路南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永丰路西延 新建   济川街道 

永辉路 新建   泰兴市 

尤湾路 新建   滨江镇 

尤湾路（襟江路至瑞祥路段） 新建   滨江镇 

尤湾路（瑞祥路段-福兴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友谊路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友谊路南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元丰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元马线（根思至马甸段）拓宽改造工程 
改扩

建 
  根思乡、滨江镇 

元芮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元芮线 新建   元竹镇 

元珊线（元竹到黄桥段）工程 新建   
元竹镇、古溪镇、黄

桥镇 

园林路 新建   泰兴市 

园中路工程 新建   元竹镇 

园中路工程 新建   根思乡 

院士路（洋思港至澄江路） 新建   滨江镇 

院士路南延 新建   滨江镇 

院士路南延（金港西路-天星大道）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阅江路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跃进河北侧道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运河北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运河路 新建   泰兴市 

运河南路（长江北路至闸南路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运河西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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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张庄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长虹路南延工程 新建   虹桥镇 

长征路 新建   泰兴市 

长征路南延（澄江路至国庆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张桥镇 

长征路南延（国庆路-文昌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长征路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张桥镇 

枕淮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振泰路 新建   泰兴市 

振泰路（澄江路至阳江路） 新建   滨江镇、济川街道 

振泰路（文昌路至澄江路）工程 新建   滨江镇、济川街道 

振泰路南延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滨江镇 

镇海路 新建   泰兴市 

镇海中路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致富路北延工程 新建   黄桥镇 

致富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中丹路拓宽工程 新建   虹桥镇 

中俄东线泰州段 新建   泰兴市 

新区路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泰兴至黄桥快速路工程 新建   
河失镇、黄桥镇、姚

王镇 

泰州至泰兴快速路（S231 南延泰兴段工程） 新建   宣堡镇、根思乡 

泰兴市宣蒋线改建工程 改建   泰兴市 

泰兴沿江作业区连接线 改建   泰兴市 

江都-南通-如东-芙蓉管道 新建   泰兴市 

泰州-连云港管道 新建   泰兴市 

青宁输气管道泰州段 新建   泰兴市 

华润电力泰兴虹桥工业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

目配套天然气输送支线管道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如泰运河大桥 新建   滨江镇 

天星洲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增产港航道工程 
改扩

建 
  泰兴市 

新曲河航道工程 
改扩

建 
  泰兴市 

姜十线航道工程 改建   泰兴市 

靖泰界河航道工程 
改扩

建 
  泰兴市 

如泰运河（季黄河以东）航道工程 改扩   泰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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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建 

古马干河航道工程 
改扩

建 
  泰兴市 

曲霞码头 新建   曲霞镇 

老海事执法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兴港区泰兴市东夹江开发项目一期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古溪内港码头 新建   古溪镇 

天星洲港口物流园洲体码头二期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天星洲港口物流园洲体码头一期工程 新建   滨江镇 

西姜黄河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新浦化学工业（泰兴）有限公司化工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鑫福造船有限公司码头 新建   滨江镇 

增产港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珊瑚镇 

宏达特钢码头 新建   虹桥镇 

如泰运河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如泰运河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沙桐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滨江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古马干河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655 工程码头 新建   滨江镇 

LNG 码头 新建   滨江镇 

东夹江油品码头 新建   滨江镇 

东姜黄河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国家成品油储备库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金燕仓储液体化工码

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金燕仓储液体化工码

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联成液体化工码头扩

建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公用码头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公用码头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宏锦物流公用码头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虹桥码头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民生港务散货码头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裕兴通用码头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七圩作业区裕兴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鑫福造船有限公司舾装码头 新建   虹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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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新增用

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泰州内河港泰兴港区滨江作业区综合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季黄河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季黄河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珊瑚镇 

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舾装码头 新建   虹桥镇 

黄桥火车站货场扩建 新建   黄桥镇 

河失客运站 新建   河失镇 

曲霞汽车客运站 新建   曲霞镇 

宣堡镇客运站 新建   宣堡镇 

姚王镇汽车站及配套设施 新建   姚王镇 

张桥镇客运站 新建   张桥镇 

盐泰锡常宜泰兴站综合枢纽 新建   姚王镇 

广陵镇客运站 新建   广陵镇 

北沿江黄桥站客运枢纽 新建   黄桥镇 

城北公交首末站 新建   济川街道 

城东公交枢纽站老站扩容选址 新建   姚王镇 

城南公交枢纽站 新建   姚王镇 

城西公交枢纽站 新建   滨江镇 

根思乡客运站 新建   根思乡 

盐靖高速黄桥服务区 新建   黄桥镇 

泰兴市沿江洗舱站 新建   滨江镇 

经济开发区车站 新建   滨江镇 

农产品加工园区客运中心 新建   新街镇 

泰兴港区如泰运河内港池一期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洋思港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港政执法基地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联成液体化工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泰州联成仓储液体化工公用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联成仓储液体化工码头扩建工程 扩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液体化工码头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阿尔贝尔化工仓储（泰兴）有限

公司液体化工码头 
新建   滨江镇 

过船港老客运码头改建 改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泰州市过船港务有限公司通用码

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泰州市过船港务有限公司通用码

头改扩建工程 
改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太平洋液体化工码头

改扩建工程 
改建   滨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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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港过船港区二期工程通用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泰兴港区过船作业区滨江通用码头 新建   滨江镇 

泰州港过船港区二期工程 新建   滨江镇 

二、水利   1.3650    

耿戴中沟南闸站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耿戴中沟中段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星火中沟节制闸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金城河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老天星港西段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徐岱河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洋思港中段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李山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宣堡镇 

林家港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宣堡镇 

双桂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张北中沟生产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虹桥镇 

红星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姚庄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友谊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曲霞镇 

莲苏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广陵镇 

横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广陵镇 

中心横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广陵镇 

友谊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分界镇 

西私盐港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古溪镇 

南殷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古溪镇 

东古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古溪镇 

迎大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新街镇 

二号腰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新街镇 

西芮中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新街镇 

富山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宣堡镇 

曹家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宣堡镇 

虾港 1 组支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复扬 9.10 组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大井 6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周元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扁担东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虹桥镇 

麦港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四联 2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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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中吴庄河（东段）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陈家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焦港七、八队南北生产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陆元 6 组村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杨庄 2 组东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薛庄 1、2、3 组门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后王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老坝桥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张桥镇 

老小学门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肖陆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张家营前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殷王庄中东西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官东北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毛庄七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姚王镇 

中夏 5 组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东老圩 5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东刘 2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李湾 7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东长 13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司马生产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沈庄 12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沈庄 13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龙凤河（沈丁）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东失 14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西一 2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池王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徐西 3、4 组南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碾头 5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失迷引水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桥志 3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肖庄 4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河失镇 

8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东顾村 1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焦港生活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秦小门生活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翁庄 17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双联村 1 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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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中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洋港 23#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镇前 7#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祯祥 8#、5#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祯祥 10#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二河新村 3#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徐家庄 2#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曹埠 10#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珊瑚镇 

官庄 20 组东西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分界镇 

黄池 5 组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古溪镇 

尹垛 4、7 组庄河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古溪镇 

潘王村办前沟水系沟通工程 新建   元竹镇 

泰兴市江堤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新建   虹桥镇 

友谊中沟南闸站 新建   济川街道 

友谊中沟贯通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羌溪河南段综合治理工程 新建   张桥镇 

金沙中沟北排涝站改造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北汤庄河综合整治工程 新建   张桥镇 

汤庄河综合整治工程 新建   张桥镇 

洋思港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星火中沟风光带改造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长江堤防加固及其配套工程 扩建   滨江镇、虹桥镇 

黄桥城市防洪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泰兴城东作业区 新建   泰兴市 

泰兴城西作业区 新建   泰兴市 

泰兴港虹桥作业区 新建   虹桥镇 

黄桥作业区 新建   黄桥镇 

虹桥镇刘高排涝站 新建   虹桥镇 

黄桥园区水利增压站 新建   黄桥镇 

耿戴中沟南闸站 新建   济川街道 

星火中沟节制闸 新建   济川街道 

张堡中沟西延接通工程 新建   泰兴市 

友谊中沟北延接通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朱庄河东延（镇海路-封庄中沟）接通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延令支沟西延（振泰路-三阳中沟）接通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卢坝港闸站 新建   滨江镇 

段港河景观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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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中沟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友联中沟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繁荣泵站 新建   滨江镇 

大杨泵站 新建   滨江镇 

宝塔水厂深度处理改造 新建   泰兴市 

房庄中沟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三里庙河综合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沿江大河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州市通南地区引排工程 新建   泰兴市 

长江扬中段天星洲汊道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续

建） 
新建   滨江镇、虹桥镇 

马甸水利枢纽改建工程（续建） 新建   滨江镇 

东风河西段开通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友谊中沟中段整治 新建   济川街道 

科技河节制闸 新建   济川街道 

新上横港北延接通 新建   泰兴市 

战备河（羽惠河-甸河中沟）整治工程 新建   姚王镇 

园林河整治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马甸水利枢纽改建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天星港闸站 新建   滨江镇 

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取水泵房 新建   滨江镇 

金沙中沟中段整治 新建   济川街道 

联盟中沟整治 新建   济川街道 

战备河整治 新建   姚王镇 

园林河北段整治 新建   济川街道 

甸河中沟整治 新建   姚王镇 

泰州市东部排涝通道（泰兴段） 新建   
分界镇、古溪镇、珊

瑚镇 

东夹江闸站 新建   滨江镇 

疏港河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鸿庆河整治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城区防洪工程 新建   泰兴市 

黄桥镇区防洪工程 新建   黄桥镇 

三、电力能源   4.5864    

江苏泰州古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古溪镇 

江苏泰州战备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江苏泰州通园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江苏泰州天星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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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州根思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根思乡 

江苏泰州房元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江苏泰州横巷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江苏泰州印院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江苏泰州鸿庆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江苏泰州金沙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褚陈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张桥镇 

江苏泰州虹桥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江苏泰州南新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街镇 

江苏泰州封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江苏泰州姚家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江苏泰州新市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江苏泰州阳江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江苏泰州文江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澄江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江苏泰州三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小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江苏泰州羌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汤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何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江苏泰州沿江 110 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江苏泰州金城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江苏泰州宣堡（大生）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江苏泰州分界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分界镇 

江苏泰州河失（仁寿）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河失镇 

江苏泰州刁网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古溪镇 

江苏泰州桑木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姚王镇 

泰州泰兴 500 千伏变电站加装串联电抗器工程 新建   泰兴市 

国家电网生物质发电项目 新建   泰兴市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风电场工程 新建   
古溪镇、珊瑚镇、元

竹镇 

江苏泰州银杏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姚王镇 

泰兴市顺风光电新能源公司光伏发电 新建   泰兴市 

新街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街镇 

泰常输变电工程 新建   滨江镇 

黄桥变电所 新建   黄桥镇 

泰兴经济开发区成品油仓储库 新建   滨江镇 

黄桥成品油储备库 新建   黄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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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天然气门站扩建工程 扩建   泰兴市 

LNG 大型应急气源储备站 新建   泰兴市 

国家成品油储备能力建设 655 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华润电力泰兴虹桥工业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

目 
新建   虹桥镇 

经济开发区 LNG 储备站 新建   滨江镇 

金鹰 LNG 仓储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分布式能源站 新建   泰兴市 

西气东输胜利分疏站 新建   泰兴市 

西气东输气门站 新建   泰兴市 

四、其他   1.8150    

黄桥增压站改扩建工程 新建   黄桥镇 

新街增压站 新建   新街镇 

河失第二增压站 新建   河失镇 

黄桥第二增压站 新建   黄桥镇 

农产品加工园区增压站 新建   元竹镇 

泰兴市城乡供水提升项目—黄桥第二增压站 新建   黄桥镇 

泰兴市城乡供水提升项目—河失第二增压站 新建   河失镇 

泰兴市城乡供水提升项目—农产品加工园区增压

站 
新建   新街镇、元竹镇 

古溪垃圾分类处理站 新建   古溪镇 

虹桥镇村居垃圾处理站 新建   虹桥镇 

横垛垃圾分类处理站 新建   古溪镇 

城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 新建   滨江镇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滨江镇 

虹桥污水处理厂 新建   虹桥镇 

广陵污水处理厂 新建   广陵镇 

张桥污水处理厂 新建   张桥镇 

曲霞污水处理厂 新建   曲霞镇 

农产品加工园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农产品园区 

河失污水处理厂 新建   河失镇 

开发区垃圾处理厂 新建   滨江镇 

虹桥园区垃圾填埋厂 新建   虹桥镇 

黄桥垃圾转运站 新建   黄桥镇 

张桥垃圾中转站 新建   张桥镇 

曲霞垃圾中转站 新建   曲霞镇 

广陵垃圾中转站 新建   广陵镇 

宣堡垃圾处理场 新建   宣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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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污水处理厂 新建   泰兴市 

泰兴城东污水处理厂 新建   泰兴市 

黄桥污水处理厂 新建   黄桥镇 

宣堡污水处理厂 新建   宣堡镇 

新街污水处理厂 新建   新街镇 

古溪污水处理厂 新建   古溪镇 

泰兴市分界环卫工作站 新建   分界镇 

泰兴市珊瑚环卫工作站 新建   珊瑚镇 

泰兴市高新区环卫工作站 新建   高新区 

泰兴市河失环卫工作站 新建   河失镇 

泰兴市姚王环卫工作站 新建   姚王镇 

泰兴市根思环卫工作站 新建   根思乡 

泰兴市新街环卫工作站 新建   新街镇 

泰兴市元竹环卫工作站 新建   元竹镇 

泰兴市农产品园区环卫工作站 新建   元竹镇 

泰兴市城区环卫工作站 新建   泰兴市 

泰兴市七圩垃圾中转站迁移工程 新建   虹桥镇 

泰兴市生活垃圾应急卫生填埋场 新建   泰兴市 

珊瑚污水处理厂 新建   珊瑚镇 

泰兴市虹桥环卫工作站 新建   虹桥镇 

虹桥污水处理厂扩建及配套管网完善工程 新建   虹桥镇 

虹桥镇污水处理及管网新建工程（虹桥园区污水

处理厂） 
新建   虹桥镇 

黄桥垃圾填埋场 新建   黄桥镇 

分界污水处理厂 新建   分界镇 

根思污水处理厂 新建   根思乡 

姚王污水处理厂 新建   姚王镇 

元竹污水处理厂 新建   元竹镇 

黄桥镇建筑垃圾集中处理中心 新建   黄桥镇 

日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新建   滨江镇 

生态工程二期排水湿地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水上综合执法基地（港政综合执法基地） 新建   滨江镇 

泰兴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及生态环境提升项目二

期生态湿地工程 
新建   滨江镇 

泰兴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及生态环境提升项目二

期生态湿地配套工程 
新建   滨江镇 

姚垈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根思路垃圾中转站 新建   济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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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川北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枕淮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龙河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长征北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园林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根思路环卫设施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失迷巷居委会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司马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常周居委会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珊瑚镇垃圾中转站 新建   珊瑚镇 

珊瑚镇垃圾处理厂 新建   珊瑚镇 

城区污水 2 号提升泵站扩容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城区污水 1 号提升泵站扩容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济川路与澄江路西南侧绿化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澄江路北侧绿化工程 新建   泰兴市 

同心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河头居委会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李湾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刘官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刘庄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刘桥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三军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沈丁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西荡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西黄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夏港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洋碾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印荡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印庄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元仙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赵杜垃圾中转站 新建   河失镇 

东林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封垈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鲁堡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毛庄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夏家垈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桑木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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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甸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石桥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王家堡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阡垈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新星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新镇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朝阳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官沟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王庄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北殷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东阳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姚王镇 

泰兴工业废物综合处理项目 新建   滨江镇 

东城污水处理厂 新建   姚王镇 

泰兴市滨江码头堆场项目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殡仪馆改造二期建设项目 新建   济川街道 

泰兴市殡仪馆扩建项目（弹药库打靶场） 新建   济川街道 

慈孝园殡仪服务中心一期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杨庄水厂 新建   滨江镇 

宝塔水厂 新建   滨江镇 

滨江工业水厂 新建   滨江镇 

黄桥第二水厂 新建   黄桥镇 

农产品加工园区节制闸 新建   农产品园区 

黄桥战役纪念地 新建   黄桥镇 

开发区消防中队 新建   滨江镇 

开发区边防站 新建   滨江镇 

根思陵园扩建工程 新建   根思乡 

农产品加工园区消防中队 新建   农产品园区 

黄桥地震避难所 新建   黄桥镇 

丁文江故居搬迁 新建   泰兴市 

黄桥粮食储备库 新建   黄桥镇 

分黄河、季黄河、如泰运河河道疏浚拆迁安置区 新建   泰兴市 

宣堡七战七捷纪念馆 新建   宣堡镇 

根思粮食储备库 新建   根思乡 

根思消防中队 新建   根思乡 

黄桥镇一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黄桥镇 

黄桥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黄桥镇 

虹桥镇一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虹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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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虹桥镇 

宣堡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宣堡镇 

新街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新街镇 

古溪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古溪镇 

珊瑚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珊瑚镇 

广陵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广陵镇 

张桥镇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张桥镇 

元竹社区二级普通消防站 新建   元竹镇 

锦江西路东侧消防站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沿江生态廊道工程 新建   滨江镇、虹桥镇 

泰兴市羌溪河、如泰运河双水滨河景观绿化工程 新建   泰兴市 

黄桥二氧化碳气田年产 35 万吨矿采处理搬迁项

目 
新建   黄桥镇 

宝塔水厂深度处理工程 新建   济川街道 

泰兴市港口集团粮食物流中心 新建   滨江镇 

锦江消防站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滨江粮食物流产业园 新建   滨江镇 

泰兴市虹桥工业园区调压计量站 新建   虹桥镇 

黄桥火车站配套工程 新建   黄桥镇 

黄桥福寿园 新建   黄桥镇 

宣堡殡仪馆 新建   宣堡镇 

西郊安息陵 新建   济川街道 

黄桥殡仪馆 新建   黄桥镇 

姚王镇消防中队 新建   姚王镇 

合计   254.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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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泰兴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