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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山川形胜、资源富存，生

态秀美、环境宜人，是右玉精神发源地，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6次对右玉精神作出重要指示。

《朔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遵循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

融合发展，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数字驱动、创新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等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

土空间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对朔州市国土空间的保护、

开发、利用、修复作出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为实现朔

州市发展和高质量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和空间保障。

《朔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突出战

略性、综合性、约束性和协调性，是落实国家和山西省

战略部署，对朔州市国土空间做出的全局安排，是规范

市域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编制

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基本依据。

前  言



朔州概况

朔州市位于山西省北部，东经111°52'-113°35'，北纬39°06'-

40°22'，南临忻州，北接大同，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东西宽约145千米

，南北长约为133千米，全市国土面积为10625.46平方公里。

p空间本底

p人口规模

p经济发展

朔州市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地处黄土高原，三面环山，地势较高。主要地貌划分

为山地、丘陵和平原三个单元。

七普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159.34万人，城镇化水平61.84%。

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1420.6亿元 ，全市人均GDP89299元，三产比重6.58：

45.37：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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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全面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朔州加快建设

现代化的塞上绿都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数字驱动，创新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发展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规划分为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市域即朔州市行政辖

区内全部陆域国土空间，包括两区一市三县：朔城区、平鲁区、怀仁市

、山阴县、应县、右玉县，规划面积10625.46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包

括朔城和平鲁两个板块，规划面积190.92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

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近期年为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期限

市域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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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引领  聚焦转型发展

2.1  战略定位

2.2  发展目标

2.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2.1  战略定位

总体定位

城市
性质

右玉精神实践高地

能源革命创新高地

转型综改示范高地

农牧融合发展高地

发展愿景

Ø 晋北城镇圈的主引擎

Ø 努力成为融入京津冀和服务雄安新区的重要走廊

Ø 立足自然地理格局、资源型经济转型、开放精神及右玉精神内涵

“现代化的塞上绿都”

四
大
高
地



2.2  发展目标

与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进程相适应，对标山西省“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确保与

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并向现代化迈进。

p 规划至2025年，实现高质量全面小康

p 规划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p 远景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

做好“六稳”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高质量转型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近期目标

城乡协调的空间开发与保护体系基本构建完善

初步建成“现代化的塞上绿都”

远期目标

形成成熟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丽朔州愿景

建国百年



2.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战略框架：1-2-5-10

p 一个重大历史使命

承担“在转型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来”历史使命

p 秉承两大精神

        秉承两大核心价值，即右玉精神与开放精神

p 五大发展战略

生态立市，不忘初心、决胜未来的“V”型战略

转型活市，创新多元的产业战略

平台兴市，谋划高质量的平台布局

交通强市，通达便捷的枢纽战略

特色富市，差异布局的专业化战略

p 十个高能级平台

高能级产业
平台

高能级城市
平台

高能级综合
枢纽

高能级县城
经济

高水平生态
样板

高水平煤矿
资源利用

高水平创新
经济

高水平营商
环境

高水平公共
服务

高能级生态
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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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蓝图  

构建国土空间新格局

3.1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3.2  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3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3.1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朔州市域主体功能区分区图

Ø 在落实国家、山西省相关要求基础上，将主体功能区细化为桑干河

河谷盆地农产品主产区、农业适度发展区、风沙源治理生态功能区

、一般生态保育区、市区重点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城镇 6 类。

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区



3.2  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脉串珠、一核两翼”

一脉串珠，即以桑干河为脉，串联深厚的人文积淀珠，打造塞北

风情的生态廊道。一核两翼，即以朔州中心城区为发展核心，以右玉

、平鲁为西部生态特色翼，以怀仁、山阴、应县为东部绿色发展翼 。

总体格局

以做强中心、做特县城为导向，构建市域“V”形发展格局。

朔州市域空间结构图



3.3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永久基本农田：全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563.08 平方公里

生态保护红线：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053.45 平方公里

城镇开发边界：全市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246.42 平方公里

朔州市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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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  

构建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

4.1“两带多区”兴农业

4.2  做精做强特色农产品

4.3  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4.4  分类优化乡村居民点布局



4.1“两带多区”兴农业

p 桑干河农牧交错发展带：覆盖朔城区东南部、山阴县、应县和怀

仁市，是优质玉米、小杂粮、油料种植、畜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

p 西部生态农业带：包括朔城区西北部、平鲁区和右玉县，在维护

生态安全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饲草饲料、种植、养殖等农业产业。

p 多区：特色杂粮产业集聚区、奶牛产业集聚区、肉羊产业集聚区、

粮菜轮作产业集聚区、经济林、中药材产业集聚区、城郊农业集聚

区、富硒谷子产业集聚区、绿豆产业集聚区。

朔州市农业生产格局图



4.2  做精做强特色农产品

7,236K

朔州市坚持“特”“优”战略，聚焦发展特色杂粮、特色畜牧产

品两大类型，重点培育右玉羊肉、平鲁红山荞麦、怀仁绿豆、山阴谷子

、平鲁药茶等地方特色优势产品，以特色农产品为基础创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打造朔州羊肉、朔州牛奶、朔州杂粮等一批地理标志产品。

奶牛产业集群 蔬菜产业集群 肉羊产业集群

牧草业产业集群 小杂粮产业集群 中药材产业集群

油料产业集群

朔州市农（牧）业空间规划图



4.3  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Ø 严格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Ø 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任务

数量
严控耕地数量

Ø 全面推进耕地提质改造、治理工程

Ø 实施耕地恢复、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质量
提升耕地质量

Ø 持续改善耕地生态条件

Ø 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

生态
维护耕地生态



4.4  分类优化乡村居民点布局

城郊融合类

Ø 重点挖掘特色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养老养生

、民俗文化等产业。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推动产品

供给特色化、品质化，增强体验性、参与性，引导

促进城镇居民到乡村休闲消费等。

特色保护类

Ø 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切实保护村庄的传统肌理

、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

与环境等。

集聚提升类

7,236K

Ø 从产业发展上予以引导，重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结合农业生产力布局和资源

禀赋特点统筹村庄布局，适当引导人口向发展潜力大

、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农村社区合理集聚等。

搬迁撤并类

Ø 对一些人口严重外流、自然灾害频发等不适宜人类

居住的村庄进行搬迁撤并，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优

化农村居民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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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右玉精神  

保护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5.1“一脉两屏”保生态

5.2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5.3  开展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



5.1“一脉两屏”保生态

 构建西部京津风沙源治理生态屏

营造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生态公益林，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

朔州市生态保护格局图

 构建桑干河水脉沿线的区域性生态廊道

实施水生生态养护，退养还湿，持续改善河流水体生态环境。

 构建东南部自然保护及植被恢复治理生态屏

开展生物多样性物种普查，推动生态林建设。



5.2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朔州市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实施重点区域名录管理

建立战略性矿产保障区名录（包括 1 个能源资源基地、3 个国家

规划矿区），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

包括国家级国家公园 9 个，省级自然公园 6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3 

个，风景名胜区 2 个，总面积 875.38 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8.24%。

自然保护地

战略性矿产保障区



5.3  开展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

围绕“生态立市”的基本思路，在桑干河上游流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修复。

有序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加强矿区土地复垦、推进全域

矿山生态修复。

以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为目标，开展以乡

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桑干河流域生态治理行动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行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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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高质量发展  

构建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

6.1  优化城镇等级结构

6.2  构建高质量发展平台



6.1  优化城镇等级结构

城市(镇)
等级 个数 城市（镇）

市域中心 1 朔州主中心（含城区、下团堡、小平易、福善庄乡）

县（区）域中心 5
怀仁副中心、右玉县城、应县县城、平鲁城区、山
阴县城

重点乡镇 15

右卫镇、凤凰城镇、神头镇、广武（含后所、张
家庄）、薛圐圙乡、古城镇、杏寨乡、南河种镇、
合盛堡乡、北周庄镇、金沙滩镇、臧寨乡、海北
头乡、毛家皂镇、新家园乡

一般乡镇 40 其他约40个左右乡镇

城镇体系规划“1-5-15-40”

朔州市空间结构图



6.2  构建高质量发展平台

产业平台空间布局图

打造“双核、两轴、六园”高质量发展平台

双核 朔州、怀仁产业综合服务核

两轴
东西轴：荣乌高速通道发展轴

南北轴：大运通道发展发展轴

六园

重点产业园区：朔州经济开发区、怀仁经济开发区、右
玉生态文旅经开区

其他产业园区：平鲁经开区、山阴经开区、应县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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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人文自然资源

彰显塞北特色的魅力空间

7.1  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7.2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7.1  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朔州市域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Ø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15个

Ø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8处；省级24处；市级58处；县级397处

历史建筑7处

Ø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5项；省级18项；市级185项

Ø 延续朔州市“山、水、长城、城池、烽燧、关隘、堡寨”
的历史格局

构建多层次历史文化保护体系，促进历史文化赓续传承。



朔州市域旅游空间结构图

7.2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一核

朔州市文旅发展核

两带
长城文化旅游发展带
桑干河生态经济带

三龙头
应县木塔、全景右玉（西口风情）景区、广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五片区
文化休闲旅游片区（朔城区）、生态观光旅游片区（右玉县）、农牧体
验旅游片区（山阴县、应县）、商贸休闲旅游片区（怀仁市）、工业体
验旅游片区（平鲁区）。

构建“1-2-3-5”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打造中国北方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北方避暑休闲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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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晋北交通物流枢纽

构建内畅外达的交通网络

8.1  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8.2  建设市域快速交通网络



8.1  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朔州市域综合交通-铁路网规划图

Ø 推进集大原高铁建设，规划呼朔高铁、京朔高铁

Ø 加快推进朔山联络线、经纬通达物流园区接北同蒲四线等铁路专用线

构建“一主五辅”航空运输格局，形成功能布局完善、结构合

理的现代铁路运输网络。

Ø 建立连接内蒙古、京津、华东、华南的民航运输网

Ø 规划建设平鲁、怀仁、山阴、应县、右玉 5 个通用机场



8.2  建设市域快速交通网络

朔州市域干线公路规划图

构成“三横两纵四联”的高速公路网络系统。

形成“六横七纵七连三游”的朔州市域干线公路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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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共建共享

构建基础设施一体化格局

9.1  增强市政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9.2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9.1  增强市政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电力设施规划

优化用能结构，推进城乡电气化发展，实
施终端用能清洁电能替代，至 2035年清
洁能源消费占比明显提升。

天然气规划

输油管网规划

给水、排水工程规划

电信设施规划

围绕“气化朔州”进行管网优化，推动管网
互联互通，形成“二横二纵”输气管道、四
座 LNG调峰设施”，完善管网输配系统。

加快朔州市成品油储备设施建设，保障
成品油供应安全，全市形成“两横三纵
”省域主干输油管线。

全面提高供水水质，建成统筹城乡、服务
均等的一网供水系统。实现污水处理稳定
达标排放，至 2035 年，全市城市污水再
生水利用率达到 50%以上。

将朔州市域分为 6类片区：高密度区、中
密度区、一般区、边缘区、限建区和禁建
区，针对各片区特点进行基站布局规划。

构建现代化市政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宜居城市。



9.2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防洪 消防

人防 抗震

海绵城市建设防疫

以“平灾结合、多灾共用、分区互助、联合保障”为原则

，健全灾害预防体系、综合应急体系，统筹协调和综合安排

各类防灾设施。



10
以人为本

建设美丽宜居幸福家园

10.1  建设塞北文化、教育、医疗中心

10.2  塑造城市总体风貌



10.1  建设塞北文化、教育、医疗中心

社区生活圈 需配置设施

15分钟

中学、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文化活动中心、卫生服
务中心、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街道办事处、社区服
务中心（街道级）、司法所、商场、餐饮设施、银行、
电信、邮政营业网点等，以及开闭所、公交车站等

10分钟 小学、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菜市场或生鲜超市、小
型商业金融、餐饮、公交首末站等

5分钟

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小型多功能运动（球类）
场地、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社区商业网点（超市、药店、洗衣店、美发店等）、
再生资源回收点、生活垃圾收集站、公共厕所等

朔州市中心城区社区15分钟生活圈规划图

构建“129”的公共中心体系，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教育基

础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



10.2  塑造城市整体风貌

Ø 塞上郡：朔州古城（崇福寺等周边）、外围古城、长城等

Ø 桑源情：七里河沿线、恢河沿线、太平湖

Ø 人文都：开发路沿线，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建，平朔生活区

Ø 宜居城：金沙植物园、各类公园周边（森林城市）、高铁新区

以自然人文资源为底，塑造城市整体风脉，打造重要城市节点



11
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

11.1  规划传导与落实

11.2  落实省市级重大项目

11.3“一张图”规划实施监督



11.1  规划传导与落实

朔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体系

通过规则传导、指标传导和控制线传导实现规划传导。

Ø 考虑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标准等，兼顾地方性法规

、政策、规章制度等内容

Ø 根据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内容，编制综合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

计划，修订地方规划实施条例



11.2  落实省市级重大项目

11.3“一张图”规划实施监督

建设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全面构建全市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科学搭建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建立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

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基本架构

根据三级三类的要求，构建市级-

县（市、区）两级上下贯通、
部门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土空
间基础信息平台。

形成覆盖朔州全域、信息全面、
深度融合、动态更新、权威统一

的全市新型智能整合的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

搭建上下贯通、横向联通、可拓展

、安全可靠的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构建智慧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
系，根据指标体系、实时采集多源
数据，对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利用
行为进行动态监测。

落实 23项省级重大项目、50项市级重点项目，统筹各类国

土空间相关实施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