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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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矛盾图斑一致性处理、

优化布局存量空间规模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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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苏州市相城区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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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城区概况 

1.1.1 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 

苏州市相城区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大市市

域中心，东邻苏州工业园区，西接苏州高新区和无锡市，南依苏州姑

苏区，北与常熟市接壤。地理坐标北纬 31°20′15.88″～31°33′

09.96″，东经 120°15′34.94″～120°49′20.24″，全区土地总面

积 490 平方公里，占苏州市土地面积的 5.84%。 

 
图 1-1 相城区在苏州市的位置示意图 

（2）地形地貌 

相城区地处太湖为中心的浅碟形平原的底部，属堆积平原，可分

为冲湖积高亢平原、湖沼积低洼平原 2 个亚区，存在两条地面沉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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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地势低平，一般海拔为 3.5 至 5 米。 

（3）气候 

相城区地处北亚热带南缘，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温和干燥。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

长，春夏之交多梅雨，夏末秋初多台风。 

（4）水文 

相城区湖荡密布，河港纵横，水域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40%左右，

拥有阳澄湖、太湖、漕湖等生态自然资源，享有“水相城”之称。 

（5）土壤 

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相城区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由于地

貌类型不同，成土母质的差异和水分条件的变化，因而发育着不同的

土壤。相城区湖滨滩地因常年受湖水涨落和近代湖相沉积母质的影

响，发育成小粉沙土，呈中性或微酸性反应；平原地区和围垦的滩地

发育成典型的水稻土。湖荡洼地由于受江河泛滥物的影响，一般发育

为粉质或壤质黄泥土。 

1.1.2 经济社会概况 

（1）行政区划 

相城区下辖 4 个镇、7 个街道、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省级高新区、1 个高铁新城和 1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4 个镇：渭塘

镇、阳澄湖镇、黄埭镇和望亭镇；7 个街道：元和街道、黄桥街道、

太平街道、北桥街道、漕湖街道、北河泾街道和澄阳街道。其中相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澄阳街道、北桥街道、漕湖街道，高铁新城管委

会管辖太平街道和北河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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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经济 

至 2020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98.87 万人，户籍人口 47.23 万人。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3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36.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54.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规上工业总产值 134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1.1.3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相城区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全区土地总面积

49000.8764 公顷，其中：农用地 16529.0177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 33.73%；建设用地 18078.9407 公顷，占 36.90%；未利用地

14392.9180 公顷，占 29.37%。 

农用地中，耕地面积 8751.0015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52.94%；

园地 1637.8798 公顷，占 9.91%；林地 7.0388 公顷，占 0.04%；其他

农用地 6133.0976 公顷，占 37.11%。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15352.8907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

积的 84.92%（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10542.1961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

地 4810.6946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2726.0499 公顷，占 15.08%。 

其他土地中，水域 14090.4563 公顷，占其他土地总面积的

97.90%；滩涂 228.3365 公顷，占 1.58%，自然保留地 74.1252 公顷，

占 0.52%。 

表 1-1 相城区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49000.8764 100% 

农用地 
耕地 8751.0015 17.86% 

园地 1637.8798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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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 面积 比重 

林地 7.0388 0.01% 

牧草地 / / 

其他农用地 6133.0976 12.52% 

合计 16529.0177 33.73%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 10542.1961 21.51% 

农村居民点用地 4810.6946 9.82% 

小计 15352.8907 31.33% 

交通水利及其他

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2644.4057 5.40% 

其他建设用地 81.6442 0.17% 

小计 2726.0499 5.57% 

合计 18078.9407 36.90% 

其他土地 

水域 14090.4563 28.76% 

滩涂 228.3365 0.47% 

自然保留地 74.1252 0.15% 

合计 14392.9180 29.37% 

 
图 1-2 相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 

1.2 实施期限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城分区规划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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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时日止。 

 

1.3 近期规划空间需求与布局 

1.3.1 近期规划空间需求 

2017-2020 年相城区供地 1506.8490 公顷，年均供地 376.7123 公

顷，征地 908.2510 公顷，年均 227.0627 公顷。综合考虑重大产业项

目、黄桥全域综合整治、中日手作村等乡村振兴项目以及苏州市第五

人民医院扩建、卫星小学等民生工程建设，共需规划空间 400.0000

公顷，结合 2020 年 12 月底已批准的 266.6667 公顷存量空间，仍需

新增空间 133.3333 公顷。  

1.4 相城区总体空间格局 

围绕全面建设“创新引领、生态绿色的市域新中心”的总体目标，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枢纽中心、未来活力

中心”，构建“高铁强心、五区组团、蓝绿交织、花园水城”的总体

空间格局。以高铁枢纽为相城新中心，打造国家级的枢纽，形成苏州

“创新、绿色”的枢纽经济区。基于组团化空间布局的创新模式，构

建创新导向、功能协作、生态有机、和谐共生的五大功能片区。其中： 

阳澄生态新区（高铁新城）片区，打造为相城区主中心，实施“科

创强区”战略，培育大研发、大文化、大健康三大产业，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漕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片区，为相城区副中心，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引领区。 

黄埭高新区片区，打造为相城区副中心，高新产业和现代城市融

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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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高新区片区，打造为相城区副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功能区。 

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片区，以打造国际旅游品牌区和世界级

“生态湾区、艺术之湖”为战略目标，加快向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阵

列迈进，打造国际旅游品牌区。 

 
图 1-3 苏州市相城区总体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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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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支空间规模指标 

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同意，预支相城区近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73.3333 公顷。 

（2）规划流量指标下达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规

划流量指标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1 号），下达苏州市相

城区规划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 

2.1.2 指标分解与布局 

按照优先保障省、市、区重点项目、重点保障民生基础设施、统

筹考虑各镇（街道）社会经济发展和项目用地需求的原则，将国土空

间规划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和追加流量指标分解至各镇（街道）。 

表 2-1 相城区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指标分解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新增建设用地上图指标 

经济开发区 3.8687 
元和街道 22.793 
太平街道 0.1318 
渭塘镇 16.0406 

北桥街道 7.0683 
阳澄湖镇 29.1696 
黄桥街道 29.2767 
黄埭镇 31.29 
望亭镇 0.3613 
小计 140.0000 

2.1.3 约束性指标管控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全面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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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至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城分区规

划批准前，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1428.11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 8869.0400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526.2212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控制在 353.0243 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

务不低于 353.0243 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66 平方米/人。 

表 2-2  苏州市相城区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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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8.1100  11428.1100  / 

耕地面积 8493.1000  8493.1000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8869.0400  8869.0400  / 

园地面积 1751.0100  1751.0100  / 

林地面积 7.1400  7.1400  / 

牧草地面积 / / / 

建设用地总规模 18452.8879  18526.2212  73.3333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5812.8879  15886.2212  73.3333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1947.4346  12087.4346  140.000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640.0000  2640.0000  0.0000  

新增建设用地 851.5179  924.8512  73.333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26.7752  789.3656  62.5904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325.0323  353.0243  27.992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325.0323  353.0243  27.992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人） 166 166 /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1987.7846  2127.7846  140.0000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1238.6067  1305.2734  66.6667  

乡村振兴专项指标 / / /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102.3400  102.3400  / 

建设控制区规模 1665.9125 813.2286 -852.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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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各乡镇（街道）指标安排 

综合考虑各镇（街道）近几年土地征收、土地供应、土地综合整

治、流量归还情况，结合“十四五”期间内经济发展的建设用地需求、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能力、规划建设占用耕地及各地实际情况等其他因

素后，落实建设用地总规模、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

约束性和刚性管控要求，在优化存量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落实苏州市

下达的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和规划流量指标，将各项指标分解到个镇

（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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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相城区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行政区名称 

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人均

城镇

工矿

用地 

规划

流量

指标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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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开发区 135.6500 101.2700 111.3800 51.6600 1234.9351  1046.4251  1066.1417  188.5100  31.3625  30.3325  1.0300  7.2074    151.8432  2.9254 7.2074  

元和街道 484.4200 369.3900 407.5600 182.9300 3908.5812  3471.6812  2963.8791  436.9000  323.1858  310.8258  12.3600  103.4507    122.1705  4.0044 103.4507  

太平街道 917.7600 835.0300 839.7300 599.9200 1292.7206  1070.9606  843.6347  221.7600  33.2505  9.4405  23.8100  41.3053    118.6684  191.2538 41.3053  

渭塘镇 854.5700 698.5500 589.6100 356.2100 1926.1559  1690.7959  1166.6923  235.3600  166.8191  142.7291  24.0900  60.5065    108.0842  56.9110 60.5065  

北桥街道 2309.0300 1898.9900 1346.4100 1100.4900 2482.4183  2126.0783  1354.7749  356.3400  114.7442  104.3442  10.4000  69.4345    188.6782  211.2437 69.4345  

阳澄湖镇 3312.1400 1671.4000 2957.7700 1213.6400 1815.5650  1476.5750  1058.4764  338.9900  11.7006  10.6206  1.0800  12.4146    181.9441  145.1866 12.4146  

黄桥街道 626.2900 203.3800 623.0400 146.3500 1031.8060  909.2860  397.8709  122.5200  65.8276  63.4876  2.3400  17.2107    151.8248  33.4452 17.2107  

黄埭镇 1507.6200 1371.0200 1211.1200 950.6600 2914.7132  2441.9432  2139.6406  472.7700  139.7465  129.7965  9.9500  34.5259    221.3111  109.6590 34.5259  

望亭镇 1280.6200 1344.0500 1026.4300 904.4000 1919.3258  1652.4758  1096.3241  266.8500  38.2044  20.9344  17.2700  6.9685    60.7489  58.5995 6.9685  

合计 11428.1100 8493.1000 9113.0600 5506.2400 18526.2212  15886.2210  12087.4347  2640.0000  924.8512  822.5112  102.3400  353.0241  166  1305.2734  813.2286 35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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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用地布局 

2.2.1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相城区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中重点保障中日地方（苏州）

发展合作示范区（中枢服务核）、苏相合作区、阳澄湖镇工业园等

重点发展区域，兼顾各镇（区、街道）的用地需求的同时，支持交

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近期实施方案新增

建设用地充分衔接了相城区国土空间格局。 

 

        图 2-1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图 

（1）合理安排重点产业园区、城镇发展用地空间 

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重大战略为指引，结合苏州市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

重点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科技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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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项目用地。近期实施方案对中日地方（苏州）发展合作示范区

（中枢服务核）、苏相合作区、阳澄湖镇工业园等工业区内工业用

地和生产性研发用地提供用地保障，主要位于北桥街道、阳澄湖、

黄埭镇、黄桥街道等；扎实推进各类产业项目落地，努力实现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创新、社会事业等各项

建设水平，安排空间指标 84.6222 公顷。 

 

        图 2-2 阳澄湖镇工业园产业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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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苏相合作区产业项目用地 

（2）激活乡村土地资源资产，保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围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优化乡村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夯实

乡村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产业的发展，结合各镇特色，打造

特色田园乡村，重点保障社区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用地，推动黄桥

全域综合整治、中日手作村等项目，安排空间指标 29.733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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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中日手作村（消泾村）乡村振兴项目 

（3）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用地 

为完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对内对外服务能力，改善

人居环境，本次近期实施方案通过新增城乡上图和纳入重点项目清

单两种方式，重点保障相城区近期准备实施的 S230 扩建工程、望

虞河拓浚工程等交通水利类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扩建、漕湖文体中心、卫星小学等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用地，安

排空间指标 25.6445 公顷。 
 



 

15 
 

 

图 2-5 近期实施方案落实卫星小学（含幼儿园）项目 

 

图 2-6 近期实施方案落实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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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建设用地管制区 

根据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衔接“三条控制线”划定成果，

将相城区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3 类建设用地管制区。允许建设区严格遵循集中布局，集聚建设的

原则，充分衔接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落实预支的 73.3333 公顷空间

规模指标和下达的 66.6667 公顷规划流量指标，全区共划定允许建

设区 18111.688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6.96%；划定有条件建设

区面积共计 1392.0378 公顷，占 2.84%；划定限制建设区面积共计

29497.1501 公顷，占 60.20%。 

2.2.3 土地用途区 

根据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全区共划分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一

般农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在乡镇级规划中区分为城镇建设用

地区和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和其他用地区等 5 类土地用

途区，并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 

全区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9278.4794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 18.94%；一般农地区面积共计 7417.8082 公顷，占 15.14%；城

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共计 18095.9045 公顷，占 36.93%；独立工矿

区 15.7840 公顷，占 0.03%；其他用地区面积 14192.9003 公顷，占

28.96 %。 



 

17 
 

2.3 建设控制区布局 

2.3.1 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结合相城区镇村布局规划、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三优

三保”专项规划，套合相城区试划城镇开发边界，排摸相城区内搬迁

撤并类村庄、腾退工业用地以及“三优三保”专项规划异地盘活等具

有复垦潜力的图斑。 

（1）搬迁撤并类村庄 

根据《苏州市相城区镇村布局规划》（2020 版），村庄共划分

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其它一般村

庄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五类。通过拆迁撤并类村庄的合理复垦，优

化乡村空间布局，盘活乡村建设用地资源、保障城市发展用地需求。

全区开发边界外搬迁撤并类总规模 428.0413 公顷，主要分布于黄埭

镇、阳澄湖镇、北桥街道等。 

表 2-4 相城区可复垦潜力（搬迁撤并类村庄）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面积 比例 

北桥街道 100.9859 23.59% 

黄埭镇 91.6093 21.40% 

黄桥街道 12.1870 2.85% 

太平街道 57.1205 13.34% 

望亭镇 38.9246 9.09% 

渭塘镇 27.3112 6.38% 

阳澄湖镇 99.1049 23.15% 

元和街道 0.7978 0.19% 

合计 428.0413 100.00% 

（2）“退二还一”工业用地 

依据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高新区划定了工业和生产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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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地保障线，从全域角度统筹规划，做到“宜农则农、宜居则居、

宜工则工”。按照分类处置原则，保障线内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实现

产业集聚发展和资源高效配置；保障线外，完善倒逼机制，推动低效

工业用地的逐步有序退出。全区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线外可用

于建设用地复垦（退二还一）的现状工业用地总规模 551.0517 公顷，

主要分布于望亭镇、阳澄湖镇、太平街道。 

表 2-5 相城区可复垦潜力（退二还一）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面积（公顷） 比例 

北桥街道 55.2497 10.02% 

黄埭镇 27.0412 4.91% 

黄桥街道 17.4014 3.16% 

经济开发区 5.1370 0.93% 

太平街道 94.3365 17.12% 

望亭镇 159.9051 29.02% 

渭塘镇 64.2903 11.66% 

阳澄湖镇 121.7569 22.10% 

元和街道 5.9336 1.08% 

总计 551.0517 100.00% 

（3） “三优三保”复垦潜力 

苏州市相城区各镇（街道）积极开展“三优三保”行动，有效盘

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通过零散农村居民点、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等，促进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连片

保护，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引导农民适度集中

居住，为生态国土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全区“三优三保”异地盘

活总规模 255.2852 公顷，扣除已复垦项目剩余 167.3666 公顷。主要

分布于渭塘镇和阳澄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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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苏州市相城区可用于归还流量指标“三优三保”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三优三保”异地盘活面积（公顷） 比例

渭塘镇 59.1197 35.32% 

阳澄湖镇 108.2469 64.68% 

合计 167.3666 100.00% 

2.3.2 建设控制区布局 

《苏州市相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的规划

流量指标为 1238.6067 公顷，其中：调整完善下达 666.6667 公顷，“三

优三保”专项规划流量规模 305.2667 公顷，2020 年实施评估后下达

266.6667 公顷。根据“江苏省规划管理台账汇总表”显示，相城区流

量指标归还规模为 747.5664 公顷，剩余未归还流量指标规模 491.0403

公顷，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追加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因此，

相城区需归还流量指标总规模为 557.7070 公顷。 

根据前期复垦潜力排摸情况，并遵循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般农地

区集中连片、便于整治的原则，将工业和生产性研发性用地保护线外 

“退二还一”现状工业用地、搬迁撤并类村庄以及“三优三保”专项

规划中剩余异地盘活地块近期具备实施可行性的划入建设控制区，主

要位于北桥街道、阳澄湖镇、太平街道等。考虑到复垦入库的相关要

求和规划期内不确定因素，实际划定建设控制区 813.2286 公顷，为

剩余未归还流量指标与新下达流量指标规模之和的 1.46 倍，符合划

定要求。

表 2-7 各镇（街道）建设控制区划定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建设控制区 比例

经济开发区 2.9254 0.36% 
元和街道 4.0044 0.49% 
太平街道 191.253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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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名称 建设控制区 比例 
渭塘镇 56.9110  7.00% 
北桥街道 211.2437  25.98% 
阳澄湖镇 145.1866  17.85% 
黄桥街道 33.4452  4.11% 
黄埭镇 109.6590  13.48% 
望亭镇 58.5995  7.21% 
合计 813.2286  100.00% 

2.3.3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 

在总结相城区历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三优三保”和工矿

废弃地复垦等实践经验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和“三优三保”为抓手实施存量建设用地复垦，加大土地复垦力

度和耕地质量建设，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用地复垦和流量指标的归还，

加强存量建设用地挖潜，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

模。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工作，确保耕

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保障粮食安全 

表 2-8 各镇（街道）流量指标归还计划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2021 年度归还计划 2022 年度归还计划 合计 

元和街道 3.3118 1.6559 4.9677 

太平街道 70.7784 35.3892 106.1676 

渭塘镇 29.2528 14.6264 43.8792 

北桥街道 104.5564 52.2782 156.8346 

阳澄湖镇 53.5776 26.7888 80.3664 

黄桥街道 17.2556 8.6278 25.8834 

黄埭镇 56.5624 28.2846 84.8470 

望亭镇 36.5074 18.2537 54.7611 

总计 371.8024 185.9046 557.7070 

2.4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根据“十四五”发展规划，结合交通、水利、轨道交通等专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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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相城区梳理了“十三五”期间尚未实施完的重点建设项目，将“十

四五”期间确需实施的、因线型不稳定暂时无法落地上图的重大基础

设施包括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重点建设项目，纳入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 

2.4.1 能源项目 

加快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推进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系统建设，衔接

区域能源网路建设区。将新增建设苏州——无锡天然气管道联络线工

程项目（相城段）、白鹤滩-江苏±800kV 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

热力管线位（太阳路-永昌泾）等重大能源管线廊道工程、江苏苏州

相城东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江苏苏州骑河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变

电站工程。近期实施方案中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共 39 个。 

2.4.2 交通工程 

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优化运输结构，积极推进高铁、公

路、轨交、航道建设，将全面提高综合运输体系的运输能力，以适应

相城区建设国家级综合枢纽的目标。重点保障苏州轨道交通 2 号、4

号、7 号线延伸线建设、轨道交通 12 号、14 号线建设；推动区内公

路体系建设，重点推进 X203 澄阳路改扩建工程、阳澄湖路改扩建工

程、高铁连接线渭塘互通新增匝道工程、通苏嘉甬铁路相交道路预建

工程、G312 住电路互通、京沪高速新增黄埭南出入口互通、阳澄湖

第三通道等重点交通设施项目；加快推荐高速铁路建设，加快落实通

苏嘉甬铁路、苏锡常城际铁路项目，落实相城区城际高铁“双十字”

布局。近期实施方案中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共 346 个。 

2.4.3 水利工程 

加强水系综合治理，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将推进望虞河拓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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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河综合整治工程、聚金河新挖河道工程等河道整治项目以及朱鹮

湖、玄樱湖等新开挖湖泊工程，落实华阳水闸、界泾河闸站等新建闸

站项目。近期实施方案中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共 68 个。 

2.4.4 环保项目 

推动落实重大环保工程建设，重点落实苏州高铁新城污水处理厂

一期及配套管网工程、北桥街道庄基村污水处理厂、北桥污水处理厂、

北桥污水处理厂二期等项目。近期实施方案中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共 12 个。 

2.4.5 其他项目 

推动落实重大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重点落实虎丘湿地生态修

复项目等项目；推动乡村振兴，重点落实倪家湾田园旅游项目、冯梦

龙村农文旅项目、迎湖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等项目。近期实施方案中

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共 21 个。 

2.5 与相关规划成果的衔接 

2.5.1 与“三条控制线”划定成果的衔接 

（1）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衔接 

1）与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2018 版）的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严格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按照“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目标，严守生态保

护底线，布局的新增建设用地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外，实现了与生态保

护红线的有效衔接，对生态红线的主导功能不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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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新增建设用地与国家生态保护红线（2018 版）衔接示意图 

2）与评估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的衔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1125 号）和《江苏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的通知》（苏自然

资函）〔2020〕246 号）文件要求，相城区结合 2018 年 6 月下发的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苏政发〔2018〕74 号）开展

了辖区内生态红线评估调整工作，并与自然保护地做了充分衔接，调

整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近期实施方案布局的新增建设用地位于评估调整后生态保护红

线外，与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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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新增建设用地与评估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示意图 

（2）与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成果的衔接

根据相城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基础

上，考虑近期项目的落地等情况，充分衔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试划方案，按照“三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的原则，形成城

镇开发边界试划方案，并细分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途区。 

近期实施方案新增建设用地，位于试划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

范围内面积 138.2339 公顷，涉及图斑 458 个，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的 98.74%；位于试划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范围外面积 1.7661 公

顷，涉及图斑 11 个，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 1.26%，主要为阳澄湖

度假区旅游配套、望亭镇安息堂、黄埭镇安息堂等民生基础设施用

地，开发边界外用地需与镇村布局、村庄规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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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新增建设用地位于试划开发边界外情况表 

规划类型/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 图斑数 面积(公顷) 

望亭镇安息堂 基础设施 1 0.2341 

望亭镇泵站 基础设施 1 0.0360 

渭塘镇河道整治项目 河道整治项目 2 0.1590 

度假区旅游配套 旅游配套 4 0.4120 

黄埭镇安息堂 基础设施 2 0.8314 

通浒路（连接苏州高新区区域性道路） 基础设施 1 0.0936 

合计  11 1.7661 

 

 
图 2-9  新增建设用地与试划城镇开发边界衔接示意图 

（3）与永久基本农田的衔接 

1）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的衔接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全面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近期实施方案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现行永久基本农田（含因重大

项目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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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新增建设用地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衔接示意图 

2）与永久基本农田试划成果的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中根据《相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鹮三五远景目标纲要》对相城区“十四五”发展规划，与评

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试划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充分衔接，综

合考虑相城区土地整治规划、“三优三保”专项规划、镇村布局规划、

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等成果，完成了永久基本农田试划。近期

实施方案中新增建设用地均位于试划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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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新增建设用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试划成果衔接示意图 

2.5.2 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1）新增建设用地与城市（镇）总体规划相衔接 

严格遵循部、省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的工作原

则，按照城镇建设用地集聚发展的要求，新增建设用地充分衔接了城

市（镇）总体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 

其中试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内有 122.3884 公顷，图斑 341

个符合现行城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试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内有 15.8455 公顷，图斑 117 个图斑，不符合现行城

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不符合现行城镇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块主要为河流综合治理工程、生态廊道

景观建设工程、生田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工程、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程等项目。 

具体地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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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城（镇）总规、控规衔接清单 

类型 规划类型/项目类型 图斑数 
面积(公
顷) 

规划批复文件/备注 

开发边界

内符合现

行空间规

划 

各镇、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符合情况 

《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 04 基本控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 
3 0.1646 苏府复〔2019〕67 号 

《苏州市高铁新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 
18 4.8025 苏府复〔2018〕27 号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北桥东部、南部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27 34.3535 苏府复〔2016〕56 号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1 0.0385 苏府复〔2016〕73 号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7 1.4573 苏府复〔2016〕96 号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控制性详细规

划》 
14 28.1745 苏府复〔2017〕58 号 

《苏州市相城区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45 7.6138 苏府复〔2015〕29 号 

《苏州相城区教育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10 4.58 苏府复〔2007〕24 号 

《相城区黄埭镇黄埭东、黄埭西及东桥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36 12.0619 苏府复〔2018〕18 号 

《苏州市渭塘镇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28 7.2955 苏府复〔2016〕94 号 

《相城区黄桥街道北部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调整》 
69 11.0283 苏府复〔2019〕52 号 

《相城区黄桥街道南部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调整》 
44 1.0175 苏府复〔2019〕52 号 

小计 302 112.5878  
各镇、街道总体规划符合情况 

苏州高铁新城片区总体规划 39 9.8006 苏府复〔2013〕47 号 
合计 341 122.3884  

开发边界

内不符合

现行空间

规划 

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34 2.4291 基础设施 

生态廊道景观建设工程 24 1.4879 基础设施 
生田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工程 7 0.894 公共设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27 2.9082 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青苔中日工业设计村项目 5 3.0362 商住用地 

阳澄湖大闸蟹博物馆 5 2.0199 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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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规划类型/项目类型 图斑数 
面积(公
顷) 

规划批复文件/备注 

巧生炉博物馆 2 0.9853 公共设施 
喜溪民宿 3 0.5912 旅游配套 

国际艺术交流中心 2 1.2809 公共设施 
消泾生态园 5 0.0493 旅游配套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扩建 3 0.1635 基础设施 

合计 117 15.8455  
总计 458 138.2339  

 
图 2-13 阳澄湖镇新增建设用地与现行控规布局图 

从阳澄湖镇的用地调整可见，近期实施方案是在充分考虑了现有

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边界的基础上，谨慎调整了用地布局，可以促

进相城区近期实施方案规划期内与现行空间规划的衔接协同，促成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2）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方案与城市（镇）总体规划相衔接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的，一定时期内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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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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结合城镇发

展定位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格局，初步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与《苏

州市相城区分区规划暨城乡协调规划（2017-2035）》确定的城镇建

设区相比，新增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埭镇南部、北桥街道北部区，黄桥

街道西部，其他镇（街道）考虑未来发展，在城镇建设区基础上适当

新增一定区域划为城镇开发边界。 

 
图 2-14 试划开发边界与相城区分区规划（2035）衔接示意图 

2.5.3 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1）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 

 “十四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新态势，为空间规划体系

改革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更多挑战，空间规划的理念、要求与重

点等都将发生转变。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调控工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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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出支撑国家的转型发展的作用。 

以苏州市相城区 “十四五”规划为依据，利用指标的安排与“十

四五”规划的经济发展目标、人口规模相适应；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

布局优化与“十四五”规划中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导向保持一致；“十

四五”规划中的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安

排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地得到了充分保障。规划用地指标主要保

障了高铁新城、中日地方（苏州）发展合作示范区（中枢服务核）、

苏相合作区等“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发展战略区域。 

（2）与交通规划衔接 

衔接《苏州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35）》，推进落实苏州

轨道交通 2 号、4 号、7 号线延伸线建设、轨道交通 12 号、14 号线

建设。衔接《相城区“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重点落实

X203 澄阳路改扩建工程、阳澄湖路改扩建工程、G524 高铁连接线绕

城互通新建工程、通苏嘉甬铁路相交道路预建工程、G312 住电路互

通、京沪高速新增黄埭出入口互通、阳澄湖第三通道等重点交通设施

项目，在规划中纳入重点项目清单保障其用地需求，有利于促进区域

交通发展、市域道路网系统规划的完善。 

（3）与水利规划衔接 

充分衔接在编《相城区水利水务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重点

进行望虞河拓浚工程、中心河综合整治工程、聚金河新挖河道工程等

河道整治项目以及朱鹮湖、玄樱湖等新开挖湖泊工程。落实华阳水闸、

界泾河闸站等新建闸站项目。 

（4）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衔接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时，十分注重合理选址，尽量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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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统一。通过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间的空间布局形态调整，保证了建设用地

布局合理，高效利用，充分衔接了《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

新增项目涉及生态管控区域 5.5454 公顷，主要为太湖（相城区）重

要保护区、西塘河（相城区）清水通道维护区、阳澄湖（相城区）重

要湿地，已征求生态环境部门意见。基础设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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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1 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涉及生态管控区表 

单位：公顷 
生态保护空间 乡镇 项目名称 面积 备注 

太湖（相城区）重要保护区 望亭镇 
顾家浜灌溉站 0.0360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宅基村安息堂 0.2341 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西塘河（相城区）清水通道

维护区 

黄埭镇 
跨西塘河景观桥 0.1112 西塘河上跨桥梁 
社会停车场 0.0394 实际为镇区陆域 

黄桥街道 
青苔中日工业设

计村 
0.0479 实际为陆域 

阳澄湖（相城区）重要湿地 
阳澄湖镇 

度假区旅游配套 0.4120 度假区旅游配套 
中日手作村游客

中心 
0.7572 

支持村庄规划乡村

振兴项目 
元和街道 五众泾 3.9078 安置房回建 

合计   5.5454  

（5）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衔接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深入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

求，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落实《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苏政发〔2020〕49 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落实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苏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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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59 号）的要求，按照“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

的总体思路，苏州市编制了《苏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实施方案》，制定了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近期实施方案中严格落实底线要求，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国家级

生态保护红线；新增建设项目严控环保要求，守护环境底线；新增建

设用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守护耕地底线。 

近期实施方案新增建设用地严格落实环境管控单元的分类管控

要求，在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确保生态环境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重点管控单元推进产业布局

优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般管控单元主要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加强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区域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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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保障措施 

3.1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同时更新规划数据库，审查合格后报省自然资

源厅备案。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慧眼守土、“一张图”综

合监管平台，加强规划实施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制止违反规划的行

为，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依法查处任何违反规划的行为，切实维护规

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2 增强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规划实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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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综合效益，缓解建

设用地供需紧张矛盾。一方面将工业用地地均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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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严格执行《江苏省建设用

地指标（2018 年版）》，鼓励高标准厂房建设；对现有的工业用地

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对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给予减免相

关费用的奖励。 

3.3 增强规划管控意识，强化新增建设用地审查 

凡新增项目建设用地，除符合近期实施方案外，还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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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建立多部门协商机制，提高规划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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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规划多部门联合审查机制，在规划编制中，充分征求了区发

改、环保、农业农村、交通、水利、教育、乡镇板块等多部门意见，

充分考虑了各方的发展需求，保障了规划的科学性。在规划实施监督

中，建立发改、环保、农业农村、交通、水利、乡镇板块等多部门联

动机制，推进重大项目及时落地，同时及时发现、制止违反规划的行

为，切实推进规划的有序实施。 

3.5 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提高社会公众认知程度 

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的理念，为公众参与搭建平台，实施信息公

开与交流回馈制度，建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方式。近期实施方案编制

过程中，县乡两级政府采取了有效方式及时进行规划成果听证和公

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并

由上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方案及其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方案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

提高社会公众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3.6 增强存量挖潜意识，加强流量指标归还 

统筹协调管理，强化组织领导。拆旧、建新项目是需要通过多部

门、多机构通力协作完成的，因此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彼此衔接，协调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保证多部门制建信息互通互享，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风貌提升的总体目标，结合产业用地更新

“双百”行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三优三保”等政策，

大力推进全区具备实施条件的农村旧住宅、废弃宅基地、腾退工业用

地等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的拆旧复垦工作，提高流量指标归还率。同时

将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空间指标有偿调剂给区内重点开发地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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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做“减法”，换取生态和效益双“加法”。多管齐下确保本次下

达流量指标的足额归还。 

3.7 加强新增建设用地管理，落实生态空间管控 

方案编制中征求多方意见，符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

原则，注重了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区布局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在推进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稳步提升的同时，释放区域生态红利，促进区域绿色健康发

展。 

方案新增建设用地涉及的生态管控区将在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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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开展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工作中予以调

出。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积极与区环境部门衔接和实施主体衔接，

重大建设项目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管理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

响，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要素应，施工结束后应给予恢

复，尽量减少项目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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