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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指导思想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统筹协

调和合理安排各区域、各业、各类用地，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宏观调控，依法实

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合理供给的关

系，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松柏瑶族乡实际，

充分体现和落实“五个统筹”基本要求。 

2.严格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确保

土地开发利用实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环境”的目标。严格保护耕地特

别是基本农田，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土地利用

结构和布局，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需要与可能、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之

间的关系，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 

3.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国际化与资源友好型和环境节约型”发展战略，结合本乡土地利用实际，着眼

于丘岗地的开发利用，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步伐。 

4.充实规划指标控制内容，改进规划编制方法。规划指标既要符合国家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又要结合本地土地开发利用实际。加强

县、乡两级规划的协调衔接，增强规划的针对性、控制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节 原则依据 

一、规划原则 

1.依法编制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制规划。 

2.统筹兼顾原则 

统筹考虑耕地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用地需求，为全县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的土地利用保障。 

3.相互协调原则 

注重与相关规划在发展目标、用地规模、用地布局等方面的相互协调。 

4.因地制宜原则 

正确判断乡域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制订切

合实际的土地利用规划目标、规划方案、实施措施，突出解决规划期内土地利

用的主要问题。 

5.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土地利用重大问题的决策，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

的意见。 

6.注重实施原则 

明确规划实施所必需的条件，充分考虑规划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使规划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规划修改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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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6）《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 

2.政策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

通知》（国土资厅函 〔2014〕1237 号） 

（2）国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土资厅函〔2013〕25 号） 

（3）国土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4〕128 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3〕2 号） 

（5）《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6）《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计划管理的通知》

（湘政发〔2011〕29 号） 

（7）《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与修改工作的

通知》（湘国土资发〔2012〕10 号）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定期评估和适时修改试点工作指南》（试行） 

（9）《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

18 号） 

（10）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方案的通知》（湘国土资发〔2014〕47 号） 

（11）《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江永县乡镇区划调整方案的批复》（湘民

行发〔2015〕21 号） 

（12）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6〕129 号） 

（13）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指标分解表的通知》（湘国土资发〔2016〕60 号） 

3.技术规范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3）《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TD/T1027-2010）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4.相关规划 

（1）《永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江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 

（3）《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4）《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5）江永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第三节 修改思路 

为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指标，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土地用途区，加强建设用地管制，重点安排

好城镇建设、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利设施等十三五重点项目用地，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合松柏瑶族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完善松

柏瑶族乡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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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范围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06-2020 年，以 2005 年为规划基期年，2014 年为规划修改

年，2020 年为规划目标年。 

本规划以松柏瑶族乡域 22846.01 公顷土地作为规划范围。下辖南峰山村、

大同村、秀甲村、富素村、水美塘村、西栎尾村、松柏村、枇杷所村、棠景村、

梳山村、花楼村、潮水村、建新村、水尾村、黄甲岭村、龙母寺村、宅井村、

龙洋村、白马村、仁下井村、谷母溪村、四面干村、三脉下村、凤田村、黄泥

铺村、莲花洞村、石岭村、高峰村 23 个行政区和 1 个万亩林场与 1 个乡供销

社。 

 

 

 

 

 

 

 

 

 

 

 

 

 

 

 

第二章  规划修改背景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一、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新要求 

近年来，国家对耕地保护与建设工作越来越重视，要求严守 18 亿亩耕地

保护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先后出台了《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

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8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 号）和《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等文件，要求

全面落实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战略任务、严格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

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湖南省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的一系列要求，并相应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6〕129 号）

文件，明确本次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工作任务重点是调整耕地和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要求对于二次调查数据显示耕地有所增加的市（县），其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指标，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要求予以调整；对

于实有耕地面积已小于现行规划目标的，原则上不减少耕地保护目标，并适当

提高基本农田保护比例；依据二次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按照布局基

本稳定、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要求，科学、慎重、规范地调整基本农田

布局。 

松柏瑶族乡在国家、省、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背景、新要求下，

生态建设将进一步加强，生态用地规模也将逐步增加，这也对松柏瑶族乡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提出新要求，因此，急需对生态用地进行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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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任务,统筹城乡发展 

今年，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 年）》，对全省城镇体系建设、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等提出了明确

要求。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有

关要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着力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

突出保障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用地需求，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

程。 

《湖南省城镇体系规划》提出“新型城镇化”更要求加快构建以长、株、潭

为中心的城市群，全面规划发展“五区”（即长株潭都市区、环洞庭湖区、湘南

城镇发展区、湘中娄邵冷区和湘西城镇发展区），通过产业对接、资源共享、

环境同治、制度接轨，增强各个城镇群的综合承载和辐射带动能力。湘南城市

群处于湖南省“南大门”，与长株潭城市群毗邻，具有较优越的区位条件，面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机遇。沿轴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

旅游开发有较大的潜力。随着黄甲岭至松柏瑶族乡道路等交通走廊的建成，松

柏瑶族乡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将大有可为，用地需求也将更大，因此，调

整完善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各类规划用地布局是松柏瑶族乡亟待

落实的工作。 

三、交通区位条件带来的变化 

松柏瑶族乡位于永州市江永县县境东南端，各村之间均有乡道相连，交通

便利。全乡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为松柏瑶族乡开放开发、

招商引资创造了极大的优势。松柏瑶族乡用地布局也需进一步优化，应当对现

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四、撤乡并镇进一步优化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和推动经济发展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江永县乡镇区划调整方案的批复》〈湘民行

发〔2015〕21 号〉文中批复将原黄甲岭乡的龙洋、凤田、黄泥铺、白马、谷母

溪、宅锦、仁下井、龙母致、黄甲岭、石岭、高峰、三脉下、四面岗、莲花洞

14 个建制村划归松柏瑶族乡管辖。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优化了松柏瑶族乡

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推动江永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节 现行规划实施情况 

规划实施以来，松柏瑶族乡各项规划控制指标实施进展情况见表 2-1。 

表2-1                      松柏瑶族乡现行规划指标实施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20 年（修改前） 2014 年 实施进度 指标结余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4656.86  4638.31 99.60% 18.55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2886.17  1817.92 62.99% 1068.25  

建设用地总规模 536.24  671.14 125.16% -134.9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66.20  335.43 126.01% -69.23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7.98  59.62 102.83% -1.64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8.17  7.55 19.78% 30.62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28.09  6.29 22.39% 21.8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3.31  3.66 27.50% 9.65  

补充耕地任务量 219.94  178.14 80.99% 41.80  

第三节 规划修改必要性 

一、保障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强化规划管控，严格用途管制，维护群众合法土地权益各

项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2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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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的政策要求，确保松柏瑶族乡实有耕

地面积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数量和质量逐步提高，同时按照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的要求，坚持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基本原则，初步解决建设用地

利用粗放、布局失衡、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合理发展用地。 

三、服务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 

落实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有关要求，合理安排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着力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突出保障中心城镇、小城

镇、新农村建设用地需求，推动形成主要城区和小城镇布局合理。功能互补、

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四、行政区划发生调整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江永县乡镇区划调整案的批复》〈湘民行发

〔2015〕21 号〉文中批复将原黄甲岭乡的龙洋、凤田、黄泥铺、白马、谷母溪、

宅锦、仁下井、龙母致、黄甲岭、石岭、高峰、三脉下、四面岗、莲花洞 14

个建制村划归松柏瑶族乡管辖。全县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对松柏瑶族乡

多少有些许人口搬迁或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影响。 

第四节 规划修改下达目标 

一、总量指标 

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目标不低于 4647.57 公顷； 

规划期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2994.72 公顷； 

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38.41 公顷以内； 

到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68.43 公顷以内； 

到 2020 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60.21 公顷以内。 

二、增量指标 

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0.33 公顷以内； 

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控制在 30.06 公顷以内； 

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14.33 公顷以内； 

到 2020 年，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面积 219.3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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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编制过程 

第一节 前期工作阶段 

2015 年 8 月，江永县人民政府成立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规划相关工作，对工作中出现的不确定性

问 及时协调处理，协助技术单位收集有关资料，参与规划方案的编制与协调

等。 

2016 年 2 月 25 日，《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通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评审委员会审查，并形成规委会会议纪要 

2016 年 8 月 19 日，《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2016

年修订版）通过厅局会审查，并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取得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批复。县级规划对各乡镇的指标进行了下达。 

第二节 编制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编制阶段的时间为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工作内容为：

在《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及《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2016 年修订版）的基础上，落实上级下达的规划目标与空

间布局、编制规划方案等。具体过程： 

一、指标落实和初步方案的编制 

根据各项控制指标，对规划草案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技术单位湖南省资源

规划勘测院按照调整和优化后的规划草案编制完成规划初步方案。 

二、规划方案听证 

初步方案编制完成后，2016 年 5 月 20 日，规划修改领导小组对初步方案

举行了县级听证，广泛征集了意见。 

 

三、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 

技术单位按照听证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编制松柏瑶

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形成《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6 年修订版）评审稿。包括规划文本、说明和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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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相关数据资料来源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人口状况等采用统计部门的统计年鉴数据，部分采用相关

部门的统计年报及专业数据。地质地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民生、基

础设施等采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农业区划报告等。 

第二节 乡镇区划调整数据 

乡镇区划调整数据采用江永县行政区划图并结合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

江永县乡镇区划调整案的批复》〈湘民行发（2015 年）21 号〉文件和 2014 年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变更库中的乡镇村行政界线确定全镇总面积及相关指标。 

第三节 土地利用数据 

（1）规划基础数据。规划基期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现行规划中的 2005 年

基期数据。 

（2）2014 年基数采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变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006-2009 年变更流量是采用现行规划中批复的流量数。 

（3）2020 年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采用县级指标分解数；其他 2020

年规划目标数来源于 2014 年 8 月在省国土资源厅备案的《乡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数据库》，具体现行规划相关指标数据来源见表 4-1。 

（4）图件现状图年份为 2014 年，来源于 2014 年土地现状变更数据库；

土地规划图件以 2014 年土地变更数据为底图。 

 

 

 

表 4-1                            规划目标数采用情况表 

指标名称 采用说明 指标名称 采用说明 

总

量

指

标 

耕地保

有量 县级指标分解数 

增

量

指

标  

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

规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含建设用地内部转换） 

基本农

田保护

目标 
县级指标分解数 

新增城乡

建设占用

农用地规

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建设用

地总规

模 
规划数据库落实数 

新增城乡

建设占用

耕地规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城乡建

设用地

规模 
规划数据库落实数 

新增交通

水利用地

规模 

MDB 表数+数据库中未编制乡

镇规划部分量算数（含建设用地

内部转换） 

城镇工

矿用地

规模 
规划数据库落实数 

新增交通

水利占用

农用地规

模 

MDB 表数+数据库中未编制乡

镇规划部分量算数 

交通水

利用地

规模 
数据库 MDB 表数 

新增交通

水利占用

耕地规模 

MDB 表数+数据库中未编制乡

镇规划部分量算数 

增

量

指

标 

新增建

设用地

规模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交

通水利用地规模+新增其他建设

用地规模（均不含建设内部转换

数） 

新增其他

建设用地

规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含建设用地内部转换） 

新增建

设占用

农用地

规模 

新增城乡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新增交通水利占用农用地规模+
新增其他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新增其他

建设占用

农用地规

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新增建

设占用

耕地规

模 

新增城乡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新
增交通水利占用耕地规模+新增

其他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新增其他

建设占用

耕地规模 

2006~2009 变更流量+规划数据

库与 2009 年现状库套合量算数 

土地整

治补充

耕地规

模 

规划数据库目标数 

效

率

指

标 

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

规模 
文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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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主要内容 

第一节 规划控制目标修改 

规划修改前后主要控制目标变化情况见表 5-1。 

表 5-1                  规划修改前后主要控制目标变化情况表 

指标名称 现行规划 2020 年 
目标（1） 

修改后 2020 年规划 
目标（2） 

修改后-修改前 
（2）-（1）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4656.86  4647.57 -9.29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2886.17  2994.72  108.55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536.24  538.40  2.16  约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66.20  268.43  2.2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7.98  60.21  2.23  预期性 

增量指标（单位：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8.17  40.33  2.16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28.09  30.06  1.9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3.31  14.33  1.02  约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219.94  219.34  -0.60  约束性 

第二节 规划修改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一、农用地调整 

（1）耕地面积由 4656.86 公顷修改为 4647.57 公顷。 

（2）园地面积 1025.59 公顷保持不变。 

（3）林地面积由 13904.71 公顷修改为 14017.03 公顷。 

（4）其他农用地面积 647.81 公顷保持不变。 

二、建设用地调整 

1.城乡建设用地 

（1）城镇用地规模由 38.61 公顷修改为 39.97 公顷。 

（2）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保持 208.22 公顷不变。 

（3）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由 19.37 公顷修改为 20.24 公顷。 

2.交通水利用地 

（1）交通用地规模由 101.07 公顷修改为 101.10 公顷。 

（2）水利设施用地规模 156.19 公顷修改为 156.09 公顷。 

3.其他建设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保持 12.78 公顷不变。 

相关变化情况详见表 5-2。 

表 5-2                    规划修改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 修改后-修改前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土 地 总 面 积 22846.01  100.00% 22846.01  100.00% 0.00  0.00% 

农用地 

耕    地 4656.86  20.38% 4647.57  19.88% -9.29  -0.50% 

园    地 1025.59  4.49% 1025.59  4.49% 0.00  0.00% 

林    地 13904.71  60.86% 13912.02  61.35% 7.31  0.49% 

其他农用地 647.81  2.84% 647.81  2.84% 0.00  0.00% 

合   计 20234.97  88.57% 20232.99  88.56% -1.98  -0.01%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38.61  0.17% 39.97  0.17% 1.36  0.01% 

农村居民点 208.22  0.91% 208.22  0.91% 0.00  0.00%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

用地 
19.37  0.08% 20.24  0.09% 0.87  0.00% 

小  计 266.20 1.17% 268.43  1.17% 2.23  0.01% 

交通水利用地 

交通用地 101.07  0.44% 101.10  0.44% 0.03  0.00% 

水利设施用地 156.19  0.68% 156.09  0.68% -0.10  0.00% 

小计 257.26  1.13% 257.19  1.13% -0.07  0.00% 

其他建设用地 12.78  0.06% 12.78  0.06% 0.00  0.00% 

合   计 536.24  2.35% 538.40  2.36% 2.16  0.01% 

其他土地 

水  域 147.94  0.65% 147.94  0.65% 0.00  0.00% 

滩涂沼泽 3.94  0.02% 3.94  0.02% 0.00  0.00% 

自然保留地 1922.93  8.42% 1922.74  8.42% -0.19  0.00% 

合   计 2074.80  9.08% 2074.62  9.08% -0.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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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用地布局调整 

1.城镇用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城镇用地规模为 38.61 公顷，规划修改

后调整为 39.97 公顷，较现行规划增加 1.36 公顷。松柏瑶族乡净增加城镇用地

规模 1.36 公顷。主要是用于县城发展的建设。 

表 5-3                 松柏瑶族乡城镇用地规模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修改前 增加① 减少② 净增减①-② 修改后 

城镇用地 38.61 1.36 0.00 1.36 39.97 

2.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为

19.37 公顷，规划修改后调整为 20.24 公顷，较现行规划增加 0.87 公顷。调入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 0.87 公顷，松柏瑶族乡净增加采矿及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规模 0.87 公顷，主要是用于光伏发电场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 

表 5-4              松柏瑶族乡采矿及其它独立建设用地规模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修改前 增加① 减少② 净增减①-② 修改后 

采矿及其他独

立建设用地 
19.37 0.87 0.00 0.87 20.24 

3.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 208.22 公顷，

规划修改后调整为 208.22 公顷，较现行规划保持不变。 

表 5-5                  松柏瑶族乡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修改前 增加① 减少② 净增减①-② 修改后 

农村居民点 208.22 0.00 0.00 0.00 208.22 

 

4.交通水利用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交通水利建设用地规模为 257.26 公

顷，规划修改后调整为 257.19 公顷，较现行规划减少 0.07 公顷。调入交通水

利用地规模 0.03 公顷，调减交通水利用地规模 0.10 公顷，松柏瑶族乡净减少

交通水利用地规模 0.07 公顷。主要是用于公路与水利设施的建设。 

表 5-6                 松柏瑶族乡交通水利建设用地规模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修改前 增加① 减少② 净增减①-② 修改后 

交通水利建设

用地 
257.26 0.03 0.10 -0.07 257.19 

5.其他建设用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12.78 公顷，规

划修改后调整为 12.78 公顷，较现行规划保持不变。 

表 5-7                    松柏瑶族乡其他建设用地规模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修改前 增加① 减少② 净增减①-② 修改后 

其他建设用地 12.78 0.00 0.00 0.00 12.78 

第四节 其他修改 

一、耕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为 4656.86 公顷，

规划修改后调整为 4647.57 公顷，较规划调整前减少 9.29 公顷。 

表 5-8                 规划修改前后耕地总规模调整变化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2020 年修改前

耕地面积 
补充耕地面积① 减少耕地面积② 净增减①-② 

2020 年修改后

耕地面积 

耕地 4656.86 0.00 9.29 -9.29 46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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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农田规模调整 

现行规划确定到 2020 年，松柏瑶族乡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2886.17

公顷，规划修改后，至 2020 年松柏瑶族乡拟划定的基本农田调整为 2994.72

公顷，较规划调整前增加 108.55 公顷。 

表 5-9                  规划修改前后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修改情况 
2020 年修改前基

本农田落实面积 
补充面积① 减少面积② 净增减①-② 

2020 年修改后

基本农田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2886.17 119.52 10.97 108.55 2994.72 

三、土地用途分区 

根据最新的土地规划地类以及江永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成果，松柏瑶族乡的土地用途分区调整结果如下： 

表 5-10                       规划修改后土地用途分区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分区 
修改后 

面积 比例 

辖区面积 22846.01 100.00% 

基本农田保护区 3103.78 13.59% 

一般农地区 5237.22 22.92% 

城镇建设用地区 39.97 0.17% 

村镇建设用地区 208.22 0.91% 

独立工矿区 20.24 0.09% 

林业用地区 14236.58 62.32% 

 

 

 

 

 

四、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根据调整后最新的土地规划地类以及江永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本农田

划定成果，松柏瑶族乡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结果如下： 

表 5-11                     规划修改后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单位：公顷 

分区名称 
修改后 

面积 比例 

合计 22846.01 100% 

允许建设区 382.27 1.67% 

限制建设区 22463.74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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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方案的衔接与协调 

第一节  与上级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按县级规划下达的指标落实，规划修改后，耕地保有量、

城乡建设用地等指标均符合县级规划下达指标要求。 

第二节 与相关规划的协调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与交通、水利、林业、旅游等相关规划进行了有效对接。 

第三节 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江永县乡镇区划调整方案的批复》（湘民行

发〔2015〕21 号）文件精神，调整完善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一按照新的乡

镇区划进行命名。本次规划修改采用的 2005 年基期数据、2014 年现状数据、

2020 年规划目标数据均为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最终数据。 

第四节 公众参与情况的协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关系到地方政府、各政府相关部门、各用地单位、当地

群众等各方利益，本次规划修改充分按照公众参与的原则开展工作。在编制规

划修改方案阶段，通过座谈、听证会议、政府网上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了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采纳。 

 

 

 

 

第七章 规划修改方案风险评估 

第一节 风险识别 

松柏瑶族乡规划修改中的风险，主要是来源于指标调整、用地布局、项目

建设、土地开发、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一系列事件，按其表现形式或产生原因，

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六种类

型。 

一、自然风险 

松柏瑶族乡属丘陵地形，不合理开发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人为地质灾害，

不合理的用地布局易遭受洪涝灾害损失。 

二、社会风险 

重大项目的实施中，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是引起社会风险的主要因素。当

征地会导致当地群众土地面积减少并危及其生存时，群众可能会对征地拆迁项

目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抵触情绪，这种负面情绪一经积累有可能演变为激烈的抵

制行动，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经济风险 

本次规划修改在引进重大项目和解决项目建设开发融资问题的同时，还应

考虑项目建成投产的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另外、能否确保补充耕地与所占耕

地的地力平衡，也存在一定风险。 

四、环境风险 

调入地块中项目的建设，不可避免对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地质环境带

来一定干扰与破坏，处理不当，将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五、政策风险 

调入地块中项目的实施，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土地

利用法规、制度变革对项目建设的影响。同时，项目的实施，对规划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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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保护耕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用地、维护群众土地合法权益、

加强土地行政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六、技术风险 

受到规划指标的控制，本次规划修改采用了调整建设用地布局、转换现行

规划部分建设用地规划用途的办法，以确保规划用地各项指标符合要求，特别

是核减其他乡镇建设用地指标，是否会直接制约其他乡镇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节 风险评估 

一、自然风险评估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依据《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新增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松柏瑶

族乡新增规划用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和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其

中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作为基本适宜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作为规划用地

适宜区，综合评估本次松柏瑶族乡新增规划用地总体上基本适宜。 

2.建设用地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查询 

根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调整

完善建设用地项目未压覆重要矿产的证明》湘矿压覆〔2016〕254 号文，本次

规划修改新增规划建设用地未压覆具有工业价值的重要矿床。若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和运营后发现有压覆其他矿业权或矿产地，应依法及时与矿业权人或矿产

地管理机关签订并履行好压覆补偿协议，妥善处理好与矿业权人或矿产地管理

机关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风险评估 

规划修改需占用农村居民点，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规定标准落实征地补

偿，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缩并农村居民点，严禁强行拆迁，加强土地规划及征地

拆迁政策的宣传，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机制，加强对村集体资金使用的监管，探

索具有针对性的安置补偿措施，保障农村居民不因征地拆迁而降低生活水平。

通过完善政策机制，改进工作方式，规划修改以及所涉及项目建设引发社会风

险可能性较小。 

三、经济风险评估 

积极利用探索投资倾斜政策的支持，盘活农村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投融

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加大争项争

资和支农资金整合力度，保障耕地质量建设资金，提高新增耕地地力。由此可

以有效化解规划修改方案的经济风险。 

四、环境风险评估 

本次修改涉及的重大项目立项和实施前要求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以及水土保持方案。严格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合理安排生态用地，

找好重点工程的生态建设和管理，可有效化解环境风险。可见，通过开发前期

的技术咨询，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土地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规划修改方

案的实施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影响。 

五、政策风险评估 

防范与化解规划修改对松柏瑶族乡带来的政策风险，必须落实耕地保护共

同责任机制，切实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

管控作用，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时序，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

源的过度消耗，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要切实维

护群众土地合法权益，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加大土地执法力度，维护被征地农

民合法权益，加强土地行政管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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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风险评估 

在编制本修改方案前，已对现行规划实施开展科学合理的评估工作，结合

近年来全乡用地情况布局，对全乡剩余指标进行评估，既可保障用地需求和本

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实现建设用地指标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最大化。 

第三节 评估结论 

本次规划修改形成的规划修改方案，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自然、社会、经济、

环境、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风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谋划，积极防

范，主动应对，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政策改革，勇于探索实践创新，这些风险

是可以有效化解的。 

 

 

 

 

 

 

 

 

 

 

 

 

 

 

 

 

 

第八章 其他问题说明 

第一节 文字成果 

1.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6 年修订版） 

2.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6 年修订版）说明 

第二节 图件成果 

一、文本图件 

1.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 年） 

2.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3.松柏瑶族乡建设用地管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图 

4.松柏瑶族乡土地整治规划图 

二、说明图件 

1.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修改前） 

2.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布局调整图 

3.松柏瑶族乡耕地占用与补充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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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松柏瑶族乡主要规划控制指标修改方案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现行规划 2020 年目标（1） 修改后 2020 年规划目标（2） 修改后-修改前（2）-（1）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4656.86  4647.57 -9.29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2886.17  2994.72  108.55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536.24  538.40  2.16  约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66.20  268.43  2.2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7.98  60.21  2.23  预期性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8.17  40.33  2.16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28.09  30.06  1.97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3.31  14.33  1.02  约束性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219.94  219.34  -0.60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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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松柏瑶族乡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 修改后-修改后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土 地 总 面 积 22846.01  100.00% 22846.01  100.00% 0.00  0.00% 

农用地 

耕    地 4656.86  20.38% 4647.57  19.88% -9.29  -0.50% 

园    地 1025.59  4.49% 1025.59  4.49% 0.00  0.00% 

林    地 13904.71  60.86% 13912.02  61.35% 7.31  0.49% 

其他农用地 647.81  2.84% 647.81  2.84% 0.00  0.00% 

合   计 20234.97  88.57% 20232.99  88.56% -1.98  -0.01%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38.61  0.17% 39.97  0.17% 1.36  0.01% 

农村居民点 208.22  0.91% 208.22  0.91% 0.00  0.00%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9.37  0.08% 20.24  0.09% 0.87  0.00% 

小  计 266.20  1.17% 268.43  1.17% 2.23  0.01% 

交通水利用地 

交通用地 101.07  0.44% 101.10  0.44% 0.03  0.00% 

水利设施用地 156.19  0.68% 156.09  0.68% -0.10  0.00% 

小计 257.26  1.13% 257.19  1.13% -0.07  0.00% 

其他建设用地 12.78  0.06% 12.78  0.06% 0.00  0.00% 

合   计 536.24  2.35% 538.40  2.36% 2.16  0.01% 

其他土地 

水  域 147.94  0.65% 147.94  0.65% 0.00  0.00% 

滩涂沼泽 3.94  0.02% 3.94  0.02% 0.00  0.00% 

自然保留地 1922.93  8.42% 1922.74  8.42% -0.19  0.00% 

合   计 2074.80  9.08% 2074.62  9.08% -0.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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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松柏瑶族乡新增建设用地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别 调入规模（1） 调出规模（2） 变化（1）-（2）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 

城镇用地 1.36  0.00  1.36  

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87  0.00  0.87  

小计 2.23  0.00  2.23  

农村居民点 0.00  0.00  0.00  

小计 2.23  0.00  2.23  

交通水利用地 0.03  0.00  0.03  

其他建设用地 0.00  0.10  -0.10  

合计 2.26  0.1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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