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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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灌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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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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1 灌南县概况 

1.1.1 自然地理概况 

（1）区位条件 

灌南县地处江苏省的东北部，是连云港市的南大门，同时也是位

于长江和沿海两大经济带交汇处的一座水绿新城，地处北纬 33°59′

-34°27′、东经 119°08′-119°48′，濒临黄海，西与宿迁市的沭

阳县接壤，东、南与盐城市的响水县和淮安市的涟水县相连，北隔新

沂河与灌云县相望，位于四市交界之处，属徐淮盐连农业区。 

   

图 1-1  灌南县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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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地貌 

灌南县属黄泛平原区，地势平坦，地面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最低

处在堆沟港镇东游引河，高程 1.6 米，最高处在新集以西，高程 6.5

米，高低差 4.9 米，高程一般在 3.1—4.5 之间。全县坡降为 1/20000

—1/15000，属平原缓坡地带。县境内无山岗、丘陵。 

（3）气候 

灌南县位于北温带南缘，是温暖带向亚热带过渡地区，属暖湿性

季风气候。全县气候资源较为丰富，光照充足，属高光照县。冬季多

偏北风，气候寒冷干燥，正常年景少雨雪，春季雨量偏少。夏季时有

冰雹，7、8、9 三个月盛行东南季风，雨量充沛。 

（4）水资源 

灌南县地处淮、沂、沭、泗诸水下游，河流水质清澈，达到或优

于国家Ⅲ类标准。境内河网纵横交错，涵闸星罗棋布，现有流域性河

道两条：新沂河、灌河。 

1.1.2 社会经济概况 

“十三五”以来，灌南县以“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为主题主线，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开拓创新、砥砺前

行，较好地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经济社会

持续稳定发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2020 年预计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408 亿元、人均 GDP6.4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0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280 元，分别是 2015 年的 1.38 倍、

1.36 倍、1.41 倍、1.52 倍。累计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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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固定资产投资 668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 469 亿元，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 1576 亿元，工业应税销售收入、工业用电量年均分别增长 14%、

8.3%。实际利用外资 3.23 亿美元，是“十二五”时期的 3.65 倍。 

灌南历史悠久，向来车水马龙，商贸云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灌南是二郎神文化与南国汤沟酒的发源地，著名的魔术之乡，国家卫

生县城、省级文明城市、省级生态县。素有桐杨木之乡、淮山药之乡、

浅水藕之乡、二郎神故里的美称。 

1.1.3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全县土地总面积 102841.05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72654.68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70.65%；

建设用地面积 17330.90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6.85%；其他土

地面积 12855.47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2.50%。 

 

图 1-2  土地利用结构图 

（1）农用地 

耕地面积 58731.02 公顷，占农用地的 80.84%；园地面积 342.35

公顷，占农用地的 0.47%；林地面积 0.07 公顷，占农用地的 0.01%；

其他农用地面积 13581.24 公顷，占农用地的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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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农用地内部结构图 

（2）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16243.8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93.73%；交通水利

用地 940.90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5.43%；其他建设用地 146.16 公顷，

占建设用地的 0.84%。 

 

图 1-4  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图 

（3）其他土地 

水域面积 11851.88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92.19%，自然保留

地 1003.59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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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单位：公顷 

土地总面积 102841.05  100.00  

农用地 

合计 72654.68  70.65  

耕地 58731.02  57.11  

园地 342.35  0.33  

林地 0.07  0.00  

其他农用地 13581.24  13.21  

建设用地 

合计 17330.90  16.85  

城乡建设用

地 

小计 16243.84  15.80  

城市 1067.68  1.04  

城镇用地 2517.07  2.45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431.79  12.09  

采矿用地 227.30  0.22  

交通水利用

地 

小计 940.90  0.91  

交通运输用地 596.28  0.58  

水利设施用地 344.62  0.34  

其他建设用地 146.16  0.14  

其他土地 

合计 12855.47  12.50  

水域 

小计 11851.88  11.52  

河流水面 6020.23  5.85  

滩涂 5831.64  5.67  

自然保留地 1003.59  0.98  

1.1.4 总体空间格局 

根据正在编制的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未

来灌南县将构建“中心城区-重点中心镇-一般镇”三级城镇体系结构，

形成“两区引领、多点协同” 产业发展格局。 

（一）优化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灌南县“十四五”

规划提出构建“中心城区-重点中心镇-一般镇”三级城镇体系结构。

（1）中心城区，推进中心城区“西扩东控、南优北延”，以发展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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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和提升城市综合品质为主要目的，强化区域服务职能建设，提

升城市能级，着力发展都市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2）重点中心镇，

田楼镇、堆沟港镇作为化工园区和临港产业园区的生产性配套服务基

地，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居民

和产业工人所需的生活性服务业；汤沟镇大力发展传统酿酒产业，加

快发展旅游产业。（3）一般镇，包括百禄镇、新集镇、张店镇、孟兴

庄镇、北陈集镇、三口镇和李集镇，重点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发展成为服务农村、带动周边的宜居型小城镇。 

（二）以产业为载体，坚持“两区引领、多点协同” 产业发展

格局。（1）县经济开发区，规划形成东、西两大片区，整体形成“一

区多园”协同发展，以装备制造、光电产业为主导，改造提升酿酒食

品、板材加工等传统产业，打造工业邻里中心，大力发展商务、商业、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2）化工园区，锚定“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拓展

区”发展定位，突出转型升级和提质发展，重点向精细化工、生物医

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3）多点，分别依托田楼镇、三口镇等镇级

工业集聚区，以满足“家门口”就业为目标，努力推动小微企业由分

散走向集聚，打造独具特色的“小而精”产业。 

根据灌南县城镇体系结构及产业发展格局安排，综合研判未来灌

南将形成“三轴两片”的县域空间结构。（1）三轴：新港大道发展轴，

依托新港大道（345 省道），自西向东串联县城各镇和园区，是县域

内部空间发展的主要轴线。宁连交通发展轴，依托宁连高速公路、连

淮扬镇城际铁路，连接连云港主城区、连云港新机场，强化与省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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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南京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联系。沿海交通发展轴，依托沿海高速、国

道、连盐铁路，强化与江苏沿海城市和上海、苏南地区的联系，是灌

河半岛城镇向外发展的主要通道。（2）两片：县域西部综合发展片区，

范围包括新安镇、李集镇、新集镇、百禄镇、三口镇、汤沟镇、孟兴

庄镇、张店镇、北陈集镇。在空间上围绕县城呈扇形分布，以中心城

区为重点。中心城区建设成为灌南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综合型

公共服务中心。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城市生活

品质；周边乡镇根据自身产业现状特色集约发展，以现代高效农业、

农产品加工、农业休闲旅游为主，加强区域生态涵养。灌河半岛临港

产业片区，范围包括田楼镇和堆沟港镇。该片区在既有的化工、钢铁

等产业基础上，逐步发展临港产业的基础生产生活服务、区域商贸流

通、综合物流等低污染产业。逐步提高企业门槛，降低发展中的环境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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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灌南县总体空间格局示意图 

1.2 实施期限 

本实施方案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批准时日止。 

1.3 近期规划空间需求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及自贸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淮海经济区等国家战略在连云港叠加交汇，为灌南对内对外高质量开

放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是灌南“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

灌南作为连云港市的南大门，“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建设为构建

开放型经济、加快外资引进、推动企业向外走出提供了可能；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省内全域一体化”决策部署的全面实施，为灌南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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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上海、浙江等先进地区产业转移指明了路径；淮海经济区纳入

国家战略后，为推动省际边缘城市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灌南县认真

落实省市和县委的决策部署，抓重点、保民生，促发展，围绕发展目

标，围绕建设“实力灌南、美丽灌南、幸福灌南”总体目标，着力打

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水秀宜居文明城、民生幸福示范区”。 

基于正在编制的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灌南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分析近期

规划空间需求及总体空间格局安排。 

（1）重大民生项目 

灌南县始终坚持把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将服务民生作为灌南高水平治理的突出特点，统筹城乡发

展，完善城市建设，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次近期

实施方案涉及的民生项目包括刘园村新型农村社区、灌南体育公园、

滨湖花园停车场、下窑村民俗公园、龙沟农贸市场等。加强民生工程

建设，不仅能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还有利于补齐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短板，促进生产要素双向自

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2）生态环保项目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促发展、保红线、惠民

生”的重要抓手和基础平台，也是“美丽灌南”建设的重要手段。根

据《灌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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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目标》，近期将建设尾水生态净化处理项目、富寿康禽畜粪便综

合利用（有机肥生产）技改提升项目、城东和城西生活污水处理厂提

升改造工程及提升泵站建设项目等重点生态环保项目。 

（3）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灌南县交通、水利、电力等部门“十四五”规划，近期将开

工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有 345 省道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段、灌

河港区疏港铁路支线建设工程、白皂大桥撤渡建桥工程、孙湾岛码头、

灌南县渔船避风锚地工程、南偏泓与盐河立交工程等，为保障重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需增加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4）重大产业项目 

“十四五”期间，灌南县将坚持“工业立县、产业强县”核心战

略不动摇，从培育工业新经济，激发工业新效能，构建工业新布局等

方面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继续推进钢铁冶金、化工医药、酿酒食品、

板材家具、机械电子等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近期要开工建设的重大产

业项目主要有东浦管桩、亿鹏五金工具三期、启凇食品添加剂、酷美

包装、汤沟酒厂 2 万吨原酒基地、灌南县食用菌装备产业园、灌南牧

原肉食品加工项目等，近期实施方案将精准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的用地

需求。 

综上所述，本次近期实施方案为落实灌南县未来发展战略，有效

推动近期重大民生、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及产业等项目落地建设，

解决以上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在优化布局存量空间规模基础上，落实

上级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和追加流量指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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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重大项目用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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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2.1 指标安排 

2.1.1 上级下达指标情况 

根据《灌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规划期末灌

南 县 建 设 用 地 总 规 模 不 得 突 破 17673.2300 公 顷 。 依 据

HT-320000-2019-04-10 、 HT-320000-2019-05-09 和

HT-320000-2020-03-11 挂钩节余指标流转合同（见附件），灌南县流

转卖出规划建设用地空间指标 53.3333 公顷（800 亩），需在本次近期

实施方案中扣除流转的建设用地规模，扣减后灌南县建设用地总规模

调整为 17619.8967 公顷。 

表 2-1 灌南县节余指标流转情况统计表 

序号 合同编号 节余指标流出规模（公顷） 日期 

1 HT-320000-2019-04-10 20.0000 2020年 1月 3日 

2 HT-320000-2019-05-09 20.0000 2020年 5月 19日 

3 HT-320000-2020-03-11 13.3333 2020年 12月 1日 

合计 53.3333  

《连云港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分配

方案》预支灌南县空间规模指标 86.6667 公顷（1300 亩），因此，本

次近期实施方案将灌南县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为 17706.5634 公顷。 

2.1.2 指标分解与布局 

方案围绕从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

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集中居住，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协调。

在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建设用地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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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突破的基础上，增加规划流量指标并与规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

图规模相衔接，确保规划流量指标归还到位，调整划定建设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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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下达灌南县

近期实施方案流量指标 233.3333 公顷（3500 亩），下达村庄规划专项

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1000 亩）。 

本实施方案根据省厅追加流量指标及连云港市预支灌南县的空

间规模指标，结合节余指标流转相关情况，确定灌南县国土空间规划

近期实施方案规划目标。调整后灌南县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

规模、规划流量指标及建设控制区规模等主要指标均有变化。本次实

施方案主要控制指标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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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80.0000 57080.0000 0 

耕地面积 57080.0000 57080.0000 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0300.0000 50300.0000 0 

园地面积 452.2000 452.2000 0 

林地面积 50.5000 50.5000 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7673.2300 17706.5634 33.333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499.7606 16533.0940 33.3334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545.1539 4781.8191 236.6652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173.4694 1173.4694 0 

新增建设用地 743.5000 830.1667 8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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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规划

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量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682.6000 762.1700 79.57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34.6000 596.9200 62.320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34.6000 596.9200 62.320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24.0000 124.0000 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1184.6639 1451.5314 266.8675
1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666.6666 899.9999 233.3333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 66.6667 66.6667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

模 

145.4994 145.4994 0 

建设控制区规模 939.3393 1448.3406 509.0013 

2.1.3 约束性指标管控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划至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批准时，全县耕地保有量 57080.00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0300.0000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控制在 596.9200 公顷以内，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不少于 596.9200 公顷。 

（2）建设用地保障目标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增长规模与时序。

规划至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时，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7706.5634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6533.0940 公

顷以内。 

                                                        
1 266.8675 公顷包含本次实际可上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含流量）为 266.6667 公顷，以及灌南县 2020 年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中预留已批未变更地块因涉及调整前的生态保护红线不上图指标 0.200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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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目标 

围绕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目标，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规划至灌南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批准时日，全县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控制在 124.00

平方米以内。 

2.1.4 各镇指标安排 

在全县规划指标控制下，根据各镇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土地

资源利用现状和利用潜力、经济发展方向，合理调整各镇耕地、永久

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等指标（详见附表 2），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优先保障全县重大项目用地，统筹安排其他用地，确保完成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和国家

重大战略的实施，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强富美高新灌南”

提供基础保障。 

至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时，各镇主要指标安排情况如下： 

（1）新安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6203.90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5495.0827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253.9593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3893.8493 公顷以内。 

（2）堆沟港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438.37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4817.1244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662.9252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2628.0358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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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楼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655.80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5008.7357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522.1945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364.1245 公顷以内。 

（4）汤沟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936.63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1715.2957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52.3363 公顷以内，城乡

建设用地控制在 538.2363 公顷以内。 

（5）孟兴庄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104.29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4521.0151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110.1050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033.0050 公顷以内。 

（6）北陈集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524.09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3121.3852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26.1949 公顷以内，城乡

建设用地控制在 515.1949 公顷以内。 

（7）张店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903.34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3458.8082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671.7829 公顷以内，城乡

建设用地控制在 656.7829 公顷以内。 

（8）百禄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941.65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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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262.6136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596.8242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431.7742 公顷以内。 

（9）李集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942.58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4376.9715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014.1346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840.1346 公顷以内。 

（10）新集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8545.34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7568.7976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698.5159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588.4659 公顷以内。 

（11）三口镇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884.01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

于 5211.5891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097.5906 公顷以内，城

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043.4906 公顷以内。 

2.2 建设用地布局 

2.2.1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本次近期实施方案，连云港市下达灌南县预支空间规模指标

86.6667 公顷、省厅下达用于近期实施方案流量指标 233.3333 公顷，

下达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近期实施方案不上图，专

项用于村庄规划编制），省内挂钩指标交易流出 53.3333 公顷，因此

灌南县实际可上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含流量）为 266.666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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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方案在节约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前提下，统筹安排新

增建设指标（含流量）落实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优先

保障市县重大项目、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其次为方便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需求，最后围绕节约集约

用地的要求，推进城镇化、产业化以及产业转型发展安排剩余的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含流量）。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进行了充分衔接，在优化布局空间规模基础上，精准配置空

间要素资源。各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安排情况如下表。 

表 2-3 各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安排情况表 

行政区名称 新增规模（公顷） 占比 

新安镇 126.1813 47.32% 

汤沟镇 41.5828 15.59% 

堆沟港镇 28.8335 10.81% 

李集镇 18.5240 6.95% 

百禄镇 17.1773 6.44% 

北陈集镇 1.7933 0.67% 

孟兴庄镇 4.4118 1.65% 

三口镇 3.9434 1.48% 

田楼镇 11.4774 4.30% 

新集镇 4.9287 1.85% 

张店镇 7.8132 2.93% 

合计 266.66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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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各镇新增建设用地分布示意图 

2.2.2 建设用地管制区 

根据灌南县近期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和“三条控制线”试划成果，

将近期新增建设用地进行上图，布局建设用地管制区。根据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的需要，将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

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四类建设用地管制区域。 

（1）允许建设区 

全县允许建设区面积 16321.7805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5.87%。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新安镇、堆沟港镇和李集镇等规模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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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条件建设区 

全县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845.1649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82%。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新安镇、堆沟港镇和李集镇等规模

较大。 

（3）限制建设区 

全县限制建设区面积 85487.9007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83.13%。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新集镇、堆沟港镇、田楼镇和新安

镇等规模较大。 

（4）禁止建设区 

全县禁止建设区面积 186.2039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18%。

位于李集镇、孟兴庄镇、汤沟镇和新安镇四个镇。 

表 2-4 灌南县建设用地管制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近期实施方案 变化量 

允许建设区 16715.4041 16321.7805 -393.6236 

有条件建设区 845.1649 845.1649 0 

限制建设区 85094.2771 85487.9007 393.6236 

禁止建设区 186.2039 186.2039 0 

合计 102841.0500 102841.0500 0 

2.2.3 土地用途区 

土地用途分区是对土地利用进行分区管制和引导的依据。以土地

资源现状及利用的适宜性和差异性为基础，划定土地用途分区，并制

定相应管制规则，控制和引导各用途分区内土地利用方向。 

（1）基本农田保护区 

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51308.803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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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9.89%。全县各镇均有分布，其中新集镇、新安镇、百禄镇和三

口镇等规模较大。 

（2）一般农地区 

全县一般农地区面积 21591.408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0.99%。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新安镇、堆沟港镇、新安镇和百禄

镇等规模较大。 

（3）城镇建设用地区 

全县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5224.8811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08%。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新安镇、李集镇和堆沟港镇等规模

较大。 

（4）村镇建设用地区 

全县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10991.1393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的 10.69%。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堆沟港镇、新安镇、新集镇和

百禄镇等规模较大。 

（5）独立工矿区 

全县独立工矿区面积 105.7601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10%。

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百禄镇、张店镇、李集镇和新集镇等规模较

大。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全县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 186.2039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

积的 0.18%。主要分布在李集镇、孟兴庄镇、汤沟镇和新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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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用地区 

全县其他用地区面积 13432.8542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3.06%。全县各镇都有分布，其中堆沟港镇和田楼镇等规模较大。 

表 2-5 灌南县土地用途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近期实施方案 变化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51308.8032 51308.8032 0 

一般农地区 21190.0447 21591.4082 401.3635 

城镇建设用地区 4988.2159 5224.8811 236.6652 

村镇建设用地区 11621.4281 10991.1393 -630.2888 

独立工矿区 105.7601 105.7601 0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186.2039 186.2039 0 

其他用地区 13440.5941 13432.8542 -7.7399 

合计 102841.0500 102841.0500 0 

2.3 建设控制区布局 

2.3.1 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根据《灌南县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在综合分析村庄发展

条件和潜力基础上，将现状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

庄、城郊融合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和其它一般村庄五类，其中规

划搬迁撤并类村庄 223 个，其它一般村庄 806 个。规划近期搬迁撤并

村庄 96 个，总搬迁户数 9528 户，总人口 39369 人，搬迁村庄总面积

801.81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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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灌南县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近期规划示意图 

结合灌南县镇村布局规划，全县建设用地复垦潜力能够满足规划

流量指标归还的需要。 

2.3.2 建设控制区布局 

按照不少于剩余未归还流量指标与新下达流量指标的规模划定

建设控制区，作为流量指标归还的复垦区域。灌南县充分分析了影响

复垦的各类因素，合理确定多划入一定数量的建设控制区，确保流量

及时足额归还。 

本次近期实施方案共划入建设控制区面积为 1448.3406 公顷，主

要位于北陈集镇、堆沟港镇、三口镇和孟兴庄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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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灌南县各镇建设控制区划定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划定规模 占比 

百禄镇 112.4416 7.76% 

北陈集镇 210.5095 14.53% 

堆沟港镇 210.4601 14.53% 

李集镇 72.1878 4.98% 

孟兴庄镇 174.0820 12.02% 

三口镇 202.8480 14.01% 

汤沟镇 90.5492 6.25% 

田楼镇 70.3112 4.85% 

新安镇 44.7523 3.09% 

新集镇 135.0252 9.32% 

张店镇 125.1737 8.64% 

总计 1448.3406 100.00% 

 

图 2-3  各镇建设控制区分布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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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 

根据省厅规划计划管理系统，灌南县已归还流量指标 321.8849

公顷。经梳理统计，目前灌南县已复垦验收新增农用地 199.4744 公

顷暂未计入省厅流量归还统计台账，其中增减挂钩复垦项目新增农用

地 170.1995 公顷（验收文号分别为连自然资发〔2019〕327 号、连自

然资发〔2019〕49 号、连自然资发〔2019〕542 号、连自然资发〔2021〕

38 号）、工矿废弃地复垦验收新增农用地 29.2749 公顷（验收文号为

苏自然资函〔2019〕317 号），灌南县流量指标归还规模实际已达

521.3593 公顷。 

灌南县共计下达规划流量指标 966.6666 公顷，其中调整完善下

达流量指标 333.3333 公顷，2019 年规划修改下达流量指标 333.3333

公顷，本次实施方案新下达规划流量指标 233.3333 公顷、村庄规划

专项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因此，灌南县近期仍需归还流量指标

445.307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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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灌南县流量指标下达与归还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流量指标下达 流量指标归还 

近期仍

需归还 合计 

已下达 近期实施方案下达 

合计 
省厅台

账归还 

未计入台账规模 

小计 
调整完

善 

2019 年

评估修

改 

小计 
流量指

标 

村庄规

划专项

流量 

小计 
增减挂

钩 

工矿废

弃地 

灌南县 966.6666 666.6666 333.3333 333.3333 300.0000 233.3333 66.6667 521.3593 321.8849 199.4744 170.1995 29.2749 445.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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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灌南县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通过前期走访调查，

明确了全县各镇未来两年年度流量指标的归还规模。结合近年建设用

地复垦工作的经验，在村庄搬迁工作开展前，县政府将组织发改、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召开灌南县村庄搬迁工作部署会

议，做好各项宣传发动工作，在维护广大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对农村

居民点占地面积大，村庄分散，土地闲置浪费严重，集约利用程度较

低的农村居民点进行复垦，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确保下达流量指标

的足额归还，具体流量指标的归还计划如下。 

表 2-8  流量归还计划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归还 

百禄镇 14.4829 10.4876 24.9705 

北陈集镇 43.6315 31.5953 75.2268 

堆沟港镇 36.0436 26.1006 62.1442 

李集镇 13.4981 9.7744 23.2725 

孟兴庄镇 32.0716 23.2242 55.2958 

三口镇 34.2527 24.8036 59.0563 

汤沟镇 16.7455 12.1261 28.8716 

田楼镇 10.1111 7.3218 17.4329 

新安镇 9.0962 6.5869 15.6831 

新集镇 22.3150 16.1591 38.4741 

张店镇 26.0301 18.8494 44.8795 

合计 258.2783 187.0290 445.3073 

2.4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为保障规划近期全县重点建设项目需求，本实施方案结合“十四

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部门专项规划对重点建设项目清

单进行调整，并将“十三五”期间尚未实施完的重点建设项目纳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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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项目清单。通过梳理过渡期确需实施的、暂时无法落地上图的

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项目等各级重点建设项目，纳入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 

本实施方案共安排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145.4994 公顷，项

目类型主要包括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共计 185 个，其中交通

类项目 94 个，水利类项目 35 个，电力能源项目 31 个，其他民生类

项目 16 个，环保项目 9 个。方案实施期间在不突破建设用地总规模

的前提下，按照相关项目的用地报批时序，核减相应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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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本方案编制过程严格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布

局的新增建设用地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进行了衔接，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不涉及调整前的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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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新增建设用地与调整前的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示意图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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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已完成生态保护红

线评估调整工作，本次近期实施方案与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

衔接，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不涉及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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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新增建设用地与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示意图  

（2）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 

根据部、省相关要求，灌南县已于 2017 年 6 月完成全域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此次划定上级下达灌南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50300

公顷，全县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50557.4188 公顷，其中城市周边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3138.0170 公顷。本实施方案用地布局严格遵守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相关规定，新增建设用地均不占用 2017 年划定的永

久基本农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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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新增建设用地与现有永久基本农田衔接示意图 

此外，为有效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统筹划定“三条

控制线”，灌南县结合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工作安排，对全县永久

基本农田进行了试划。试划后，全县永久基本农田 50557.4507 公顷，

不低于试划前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规模。本次近期实施方案用地布局与

试划后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充分衔接，新增建设用地均不涉及试划

的永久基本农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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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新增建设用地与试划永久基本农田衔接示意图 

（3）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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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城镇开发边界试划以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

为基础，充分考虑全县的空间发展格局，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

评价、空间开发适应性评价结果，立足全县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空间

战略要求进行划定。试划的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 111.82 平方公里，

其中城镇集中建设区 95.83 平方公里，弹性发展区 13.92 平方公里，

特别用途区 2.07 平方公里。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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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 号），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布局在报

批的城镇开发边界内。本次近期实施方案调入允许建设区共计 265 个

地块，面积 266.6667 公顷。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有 220 个地块，

面积 234.8595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外有 45 个地块，面积 31.8072 公

顷，主要项目类型为农房改善、农村公益事业、公共设施和乡村旅游

等用地，用于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保障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

符合《灌南县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和相关村庄规划。 

 

图 2-8 新增建设用地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示意图 

2.5.2 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灌南县近期实施方案编制紧紧围绕“多规合一”总体思路，在现

行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上，结合城镇发展定位和城市（镇）总体规划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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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根据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区范围，将规划集

中连片、规模较大、形态规整的地域划定为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近期

实施方案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布局的重要依据。 

 

图 2-9 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成果与城镇总体规划衔接示意图 

本方案城镇开发边界内共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220 个地块，面积

234.8595 公顷。其中 216 个地块、总规模 199.2806 公顷新增建设用

地布局在灌南县城市（镇）总体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城镇建

设用地范围内；4 个地块（项目涉及临港产业区尾水生态净化处理项

目和灌南县食用菌装备产业园）、总面积 35.5789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暂不符合现行国土空间规划，具体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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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情况表 

单位：个，公顷 

序号 规划名称 
地块

个数 
地块面积 批文号 批复时间 

1 
《灌南县堆沟港镇总体规

划（2018-2035）》 
30 22.4046 灌政复〔2019〕21 号 2019 年 4 月 17 日 

2 

《灌南县汤沟——孟兴庄

镇总体规划（2011-2030

年）》 

32 43.6507 灌政复〔2014〕65 号 2014 年 11 月 18 日 

3 
《灌南县百禄镇总体规划

（2013-2030）》 
10 11.8504 灌政复〔2014〕64 号 2014 年 11 月 18 日 

4 
《灌南县三口镇总体规划

（2014-2030）》 
9 3.9434 灌政复〔2017〕43 号 2017 年 7 月 27 日 

5 
《灌南县张店——北陈集

镇总体规划（2014-2030）》 
4 9.6065 灌政复〔2017〕45 号 2017 年 7 月 27 日 

6 
《灌南县田楼镇总体规划

（2015-2030）》 
7 10.7156 灌政复〔2017〕12 号 2017 年 2 月 13 日 

7 
《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城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 5.3993 灌政复〔2015〕23 号 2015 年 5 月 22 日 

8 
《连云港市灌南县盐河以

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0 31.0036 灌政复〔2008〕29 号 2008 年 11 月 20 日 

9 
《灌南县县城周口河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18 5.7261 灌政复〔2008〕29 号 2008 年 11 月 20 日 

10 
《灌南县县城新港大道以

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 3.8117 灌政复〔2015〕34 号 2015 年 6 月 30 日 

11 
《太仓灌南高新技术产业

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5 9.3192 灌政复〔2016〕58 号 2016 年 11 月 4 日 

12 
《灌南县城硕项湖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 
7 0.6976 灌政复〔2016〕25 号 2016 年 4 月 14 日 

13 
《江苏灌南经济开发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 
28 37.8622 灌政复〔2019〕12 号 2019 年 2 月 27 日 

14 
《灌南县新集镇工业集中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 3.2897 灌政复〔2017〕59 号 2017 年 11 月 14 日 

合计 216 199.2806 / / 

表 2-10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不符合现行国土空间规划项目情况表 

单位：个，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块个数 地块面积 备注 

1 临港产业区尾水生态净化处理项目 2 5.2921 
详见附件 

2 灌南县食用菌装备产业园 2 30.2868 

合计 4 35.5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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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 

（1）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 

本次方案编制以《灌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为依据，围绕“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

康社会”和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灌

南”的总体要求，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淮海经济区、自贸区深入推进

等重大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产业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城镇化

发展、人居生活改善等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完善灌南县城乡空间发展

格局，落实“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 

（2）与交通、水利等相关规划衔接 

在与交通、水利等专项规划协调时，邀请相关部门参加论证会、

协调会，结合国家土地利用政策、用地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明确规

划期内行业发展目标、空间格局、建设发展安排、项目用地规模及布

局，全面掌握规划期间行业用地需求，统筹区域用地布局，保障重点

项目近期用地需求，增强了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 

（3）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衔接 

本方案编制过程中，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

进行了衔接，除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

域外，其余新增建设用地均不涉及。本方案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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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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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21〕3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管控。 

 

图 2-10 新增建设用地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示意图 

（4）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衔接 

本次近期实施方案编制，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将“三线一单”确定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用

地布局调整的重要依据，推动灌南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在高水平保护

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



灌南县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 

38 

三、实施保障措施 

3.1 控增量盘存量，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1）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和结构 

规划实施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按照“调高、调轻、

调优、调强”原则，突出对高投入、高产出等项目的支持，优先安排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新产

业、新业态健康发展，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按照“重保优供地，

分级保障”路径，重点保障省市确定的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服务

支撑全县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2）加快转变土地利用发展方式，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实施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

行动。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充分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潜力，健全存量和低效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有效机制，推

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和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建立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倒逼机制，把集约节约用地作为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城镇集中、农

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城区要引导和规范开展城中村、闲散居民点等城

镇低效存量土地的整体搬迁和再开发，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稳步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3）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控制耕地、林

地、草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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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近期方案实施管理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协调城乡结构和空间布局，继续加快实施国

土综合整治，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宜荒则荒的原则，全面做好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

系统安全稳定。 

3.2 多举措强力推进建设用地复垦 

一是成立组织，有力推进项目实施。建立由政府主导、自然资源

部门搭台、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组织保障体制，促进项目有效实施，

各镇政府成立以党委书记、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村领导、

纪委、自然资源、建设、财政、审计、农办、综治等相关部门的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用地复垦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

解决建设用地复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村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层

层落实责任，确保建设用地复垦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是立足富民强村，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切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给予补

偿，在补偿标准上，就高不就低，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对贫困群众

进行兜底安置。探索农村建设用地盘活与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等

工作相结合，更大范围总结推广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成功经验，

引导农民集中居住。鼓励农业生产和村庄建设等用地复合利用，发展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业教育、农业科普、农事体验等，拓展土地

使用功能，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产出水平。 

三是建立健全管护制度，明确各村管护责任。加强日常监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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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强化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考核力度，将复垦及新增耕地项目后期管

护工作与各村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相挂钩，定期对辖区内复垦及新

增耕地项目后期管护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此外，灌南县人民政府积极探索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制，

采用土地储备、市场运作、联动开发等模式，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确保挂钩流量指标能够按时归还。 

3.3 加强基础保障，强化督导落实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了

“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规划工作不仅包括编制，还包括实施”、“把全生

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成果是国土空间规划

现状的基础性依据，因此，近期实施方案编制时应与“三调”工作充

分对接、有机衔接，为后续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及其实施管理夯实基

础保障。 

3.4 加强近远发展衔接 

为保障近期方案有序实施，灌南县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保障，

并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及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衔接，从城市更新、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开展近期行动计划，落实灌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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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引导城市近期建设有序推进，实施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

督全过程管理，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3.5 公众参与，确保规划公开透明 

为提高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近期实施方案初步成

果编制完成后，灌南县充分征询了县发改、环保、农业农村、交通、

水利等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部门意见反馈情况对方案进行了及

时修改和完善。同时采取有效方式进行方案成果公示，公开征询社会

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公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并由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组织，省厅参与，对方案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方案

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认知程度，增

强近期实施方案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进一步强化在近期实施方案编制与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思

想层面营造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文化形态，激励公民意识与公民本位的

价值取向；在技术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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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项目设计与工程建设中

广泛征询当地农民的意见，举行规划公示、听证制度，通过媒体宣传、

公开宣讲、社会调查和投票等方式，依托政务信息公开等网络平台，

形成与参与者的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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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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80.0000 57080.0000 0 

耕地面积 57080.0000 57080.0000 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0300.0000 50300.0000 0 

园地面积 452.2000 452.2000 0 

林地面积 50.5000 50.5000 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7673.2300 17706.5634 33.333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499.7606 16533.0940 33.3334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545.1539 4781.8191 236.6652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173.4694 1173.4694 0 

新增建设用地 743.5000 830.1667 86.6667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682.6000 762.1700 79.57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34.6000 596.9200 62.320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34.6000 596.9200 62.3200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24.0000 124.0000 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1184.6639 1451.5314 266.8675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666.6666 899.9999 233.3333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 66.6667 66.6667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145.4994 145.4994 0 

建设控制区规模 939.3393 1448.3406 509.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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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落实表修改后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乡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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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镇 6203.9000 6203.9000 5495.0827 5495.0827 4253.9593 3893.8493 2134.5225 360.1100 439.5356 402.0545 37.4811 295.5200 154.5400 441.5388 44.7523 295.5200 

堆沟港镇 5438.3700 5438.3700 4817.1244 4817.1244 2662.9252 2628.0358 650.2092 34.8894 206.1807 183.6415 22.5392 134.5400 152.9000 210.0093 210.4601 134.5400 

北陈集镇 3524.0900 3524.0900 3121.3852 3121.3852 526.1949 515.1949 94.4933 11.0000 1.8358 1.6337 0.2021 3.7700 18.3900 22.1291 210.5095 3.7700 

张店镇 3903.3400 3903.3400 3458.8082 3458.8082 671.7829 656.7829 86.3032 15.0000 16.3902 3.7618 12.6284 3.3900 16.5200 22.8865 125.1737 3.3900 

汤沟镇 1936.6300 1936.6300 1715.2957 1715.2957 552.3363 538.2363 182.6062 14.1000 14.8941 14.7441 0.1500 18.2200 47.2300 44.3049 90.5492 18.2200 

百禄镇 5941.6500 5941.6500 5262.6136 5262.6136 1596.8242 1431.7742 235.2704 165.0500 8.7150 8.3109 0.4041 13.7100 31.3400 37.2501 112.4416 13.7100 

孟兴庄镇 5104.2900 5104.2900 4521.0151 4521.0151 1110.1050 1033.0050 70.9716 77.1000 2.9902 2.1416 0.8486 5.7800 12.6000 10.3503 174.0820 5.7800 

三口镇 5884.0100 5884.0100 5211.5891 5211.5891 1097.5906 1043.4906 92.5434 54.1000 19.3986 4.9517 14.4469 13.3100 13.6500 17.8605 202.8480 13.3100 

田楼镇 5655.8000 5655.8000 5008.7357 5008.7357 1522.1945 1364.1245 312.9756 158.0700 25.2975 16.7895 8.5080 23.0300 80.5400 27.4127 70.3112 23.0300 

李集镇 4942.5800 4942.5800 4376.9715 4376.9715 2014.1346 1840.1346 742.2040 174.0000 72.9132 39.8773 33.0359 65.0800 145.6000 36.0385 72.1878 65.0800 

新集镇 8545.3400 8545.3400 7568.7976 7568.7976 1698.5159 1588.4659 179.7197 110.0500 22.0158 6.7607 15.2551 20.5700 85.5500 30.2192 135.0252 20.5700 

合计 57080.0000 57080.0000 50557.4188 50557.4188 17706.5634 16533.0940 4781.8191 1173.4694 830.1667 684.6673 145.4994 596.9200 124.0000 899.9999 1448.3406 59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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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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通 

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 5万吨级公用码头 新建   堆沟港镇 

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二期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一期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河港区液体化工码头 新建   堆沟港镇 

灌南县堆沟港镇客运站 新建   堆沟港镇 

连淮扬镇铁路灌南站综合客运枢纽 新建   李集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海河联运区场站 新建   堆沟港镇 

南环线公路 新建   新安镇 

上航局 新建   堆沟港镇 

新港大道三期西段 新建   新安镇 

204 国道连云港新浦至灌南段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   三口镇、新安镇 

沿海高速公路灌南东收费站站区改扩建工程 新建   田楼镇 

226省道连云港主港区至徐圩港区段 新建   堆沟港镇 

233国道灌云段（G204-S236) 新建   孟兴庄镇、李集镇 

235省道续建 新建   新安镇、李集镇 

264省道灌云至灌南段 新建   
张店镇、北陈集镇、

新安镇、新集镇 

326 省道灌南段 新建   新安镇、新集镇 

345省道灌南新港大道 新建   新安镇 

连淮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   孟兴庄镇、李集镇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连云港段） 新建   
张店镇、新安镇、李

集镇 

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连云港段 新建   田楼镇、张店镇 

509 省道 新建   孟新庒镇 

灌河港区填海区 新建   田楼镇 

临海高等级公路 新建   堆沟港镇 

236省道东海至灌南段 改扩建   孟兴庄镇 

长深高速灌南南互通项目用地 新建   李集镇 

灌南汤沟镇公路至三口镇公路 新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张店镇、三口镇 

S345改线 新建   新安镇 

S326改线 新建   新安镇 

疏港公路专用线一期工程 新建   田楼镇、堆沟港镇 

临盐高速灌南段 新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张店镇、新安镇、三

口镇、新集镇、百禄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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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新增用地

规模 
位置（到乡镇） 

345省道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段 改扩建   堆沟港镇 

X207拓宽工程 
改建   

新安镇、张店镇、新

集镇 

X251北延工程 新建   新安镇、北陈集镇 

X303拓宽工程 改扩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X308东延工程 新建   新安镇、新集镇 

沿海高铁灌南段 新建   田楼镇 

灌河港区疏港铁路支线建设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田楼镇 

柴米河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孟兴庄镇、张店镇 

南六塘河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李集镇、新安镇 

张店通用码头 新建   张店镇 

长茂东区码头工程 新建   田楼镇 

长茂港区老码头升级工程 改扩建   田楼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和港建材码头

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堆沟港镇货运码头 新建   堆沟港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灌通码头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散货泊位一期

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南县张店镇客运站 新建   张店镇 

灌南县李集镇客运站 新建   李集镇 

灌南县新集镇客运站 新建   新集镇 

灌南县内河港闽航有限公司码头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南县内河港亚新钢铁码头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南县白皂大桥撤渡建桥工程 新建   孟兴庄镇 

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 改扩建   孟兴庄镇、李集镇 

灌南临港产业园至 228国道连接线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长茂作业区东区码头工程 新建   田楼镇 

连云港港灌河港区堆沟作业区散货泊位二期

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X205拓宽工程 改扩建   百禄镇 

337省道灌南段路面改造工程 改扩建   新集镇、百禄镇 

大丰渡口撤渡建桥工程 新建   孟兴庄镇、新安镇 

204国道跨新沂河防洪影响补偿工程 新建   田楼镇 

城南客运站 新建   新安镇 

城东客运站 新建   新安镇 

城北客运站 新建   新安镇 

刘庄路 新建   李集镇 

同兴路 新建   李集镇 

珠海路 新建   李集镇 

富汤南路 新建   汤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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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新增用地

规模 
位置（到乡镇） 

两相和大道 新建   汤沟镇 

汤葛线 新建   汤沟镇 

汤沟大道 新建   汤沟镇 

兴业路 新建   汤沟镇 

北环路 新建   新安镇 

福清路 新建   新安镇 

富阳路 新建   新安镇 

灌河路 新建   新安镇 

淮河路 新建   新安镇 

健康南路 新建   新安镇 

明辉路 新建   新安镇 

鹏程西路 新建   新安镇 

鹏程东路 新建   新安镇 

秦皇岛路 新建   新安镇 

青岛路 新建   新安镇 

瑞安路 新建   新安镇 

硕项路 新建   新安镇 

威海北路 新建   新安镇 

湘江西路 新建   新安镇 

新东南路 新建   新安镇 

新莞南路 新建   新安镇 

新民东路 新建   新安镇 

新民西路 新建   新安镇 

沂河路 新建   新安镇 

英雄南路 新建   新安镇 

湛江路 新建   新安镇 

2、水利 

灌河治理工程 新建   
三口镇、田楼镇、新

安镇 

新沂河尾水通道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田楼镇、

北陈集镇 

连云港内河港灌南港区城北作业区宏达循环

经济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码头工程 
新建   新安镇 

连云港内河港灌南港区海河联运区内河配套

码头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灌河港区九队作业区码头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淮河治理工程新沂河百年一遇扩大工程 改扩建   

孟兴庄镇、张店镇、

北陈集镇、田楼镇、

堆沟港镇 

灌南县盐东控制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   新安镇 

灌南县海堤达标巩固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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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新增用地

规模 
位置（到乡镇） 

灌南县盐东控制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新建   新安镇、三口镇 

灌南县盐东干河治理工程 新建   新安镇、新集镇 

灌南县盐西干河治理及除涝工程 新建   新安镇 

北六塘河至老六塘河水系连通工程 新建   李集镇 

南偏泓与盐河立交工程 新建   张店镇 

沂南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北陈集镇、张店镇 

柴沂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孟兴庄镇、汤沟镇、

张店镇 

柴塘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孟兴庄镇、汤沟镇 

淮涟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李集镇、新安镇 

涟西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李集镇、新安镇 

涟中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百禄镇、三口镇、新

安镇、新集镇 

灌北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田楼镇 

新沂河治理提标工程 改扩建   
孟兴庄镇、张店镇、

北陈集镇、堆沟港等 

灌河沿线涵闸拆除重建 改扩建   
堆沟港镇、田楼镇、

三口镇、北陈集镇等 

北六塘河治理工程 新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李集镇、新安镇 

柴米河治理工程 新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张店镇 

柴南河治理工程 新建   汤沟镇、孟兴庄镇 

一帆河治理二期工程 新建   
百禄镇、新集镇、三

口镇 

唐响河治理二期工程 新建   百禄镇 

甸响河治理工程 新建   百禄镇 

古屯河治理工程 新建   汤沟镇 

伏河治理工程 新建   李集镇 

花王河治理工程 新建   新安镇 

硕项河治理工程 新建   新安镇 

改扩建武障河闸 改扩建   新安镇 

改扩建六塘河闸 改扩建   新安镇 

改扩建龙沟河闸 改扩建   张店镇 

3、电力、能源 

110KV公兴（张店）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110KV九队（化工）输变电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110KV李集输变电工程 新建   李集镇 

110KV硕湖（新凤）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110KV新安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汤沟（兴庄）110 千伏变电站 新建   孟兴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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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新增用地

规模 
位置（到乡镇） 

田楼 220kV输变电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新集镇花园村 110千伏变电站 新建   新集镇 

杨罗(百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百禄镇 

110 千伏复兴变电站 新建   三口镇 

吴圩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110 千伏兴隆变电站 新建   堆沟港镇 

余营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一帆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百禄镇 

园区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丰苑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堆沟港镇 

孙湾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集镇 

雄龙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李集镇 

果林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久安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李集镇 

相庄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郑西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新安镇 

大唐开关站 新建   堆沟港镇 

张店 110千伏变电站 新建   张店镇 

东方大唐风电场 新建   堆沟港镇 

青宁输气管道江苏段 新建   
北陈集镇、三口镇、

新集镇 

日照-仪征原油管道及配套工程 新建   
北陈集镇、三口镇、

新集镇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江苏段） 新建   
北陈集镇、三口镇、

新集镇 

新集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新建   新集镇 

浙源风力发电 新建   堆沟港镇 

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 新建   
田楼镇、三口镇、新

安镇、新集镇 

4、其他 

灌南县硕项湖自来水厂工程项目用地 新建   新安镇 

灌南县田楼水厂工程项目用地 新建   田楼镇 

硕项湖水质监测中心项目建设用地 新建   新安镇 

灌南县消防指挥中心 新建   新集镇 

灌南县城西消防站 新建   新安镇 

百禄镇百禄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百禄镇 

北陈集镇陈集村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北陈集镇 

汤沟镇汤沟村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汤沟镇 

新集镇周庄村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新集镇 

堆沟港镇六队村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堆沟港镇 

堆沟港镇兴港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   堆沟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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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新增用地

规模 
位置（到乡镇） 

田楼水厂扩建 改扩建   田楼镇 

化工园水厂扩建 改扩建   堆沟港镇 

汤沟供水增压泵站扩建 改扩建   汤沟镇 

陈集供水增压泵站扩建 改扩建   北陈集镇 

港区联运区及化工园区消防中心 新建   堆沟港镇 

5、环保 

城东污水处理厂 新建   新安镇 

灌南县孟兴庄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用

地 
新建   孟兴庄镇 

灌南县三口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新建   三口镇 

灌南县田楼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新建   田楼镇 

灌南县新集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新建   新集镇 

灌南县张店镇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新建   张店镇 

污水处理厂生态浅流湿地项目 新建   堆沟港镇 

灌南县城东生活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及

提升泵站建设 
改扩建   新安镇 

灌南县城西生活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及

提升泵站建设 
改扩建   新安镇 

合计  145.4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