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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按照“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结

合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切实统筹城乡发展，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构建结构协调、

布局合理、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型原则。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把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作为各项建设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通过落实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量逐级控制，固化城乡建设、产

业开发的集中布局扩展边界，显化产业用地布局引导空间等方式，促

进建设用地利用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

变，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促进建设用地

管理实现严控总量、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集约高效的目标。 

2、坚持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发挥农用地综合效益的

原则。按照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要求，立足推进绿色农业产

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目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坚持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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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以保障具有水乡特色的农产品供应，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板块

构建和标准化农业基地建设为抓手，加强土地综合整治，确保耕地数

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以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到图斑的方式，将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明确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按照发挥农用地

生态保护功能的要求，以保护为先，建设助力的思路，结合进一步改

善农村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需要，开展设施粮田、菜地、

农业示范区等建设，提高基本农田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规模化经营水

平，显化农用地综合效益。  

3、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原则。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实统

筹城乡发展，协调用地结构的方针。在推进青浦新城建设，保障产城

融合发展空间，加强城镇体系构建的同时，维持农民社区、农村服务

设施用地布局稳定，扶持农村观光旅游业发展，充分考虑农民建房等

用地需求，维护农民生产生活习惯，改善农村环境，让城乡居民共享

区域发展成果。加强对土地利用方向、结构、布局和时序的控制，引

导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协调发展。 

4、协调土地利用、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原

则。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协调土地利用、资源保护和生

态建设关系，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多业态利用特征，突出环淀山湖地区

的天然优势，通过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合理安排生态用地、点面结合

加强生态保护等方式，构建青浦区独具特色的江南水乡生态文明，创

建绿色、生态的城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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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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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 年）； 

4、《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 年）； 

5、《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6、《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结构规划》（2010 年）； 

7、《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8、《青浦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9、《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 

10、其它相关规划和文件。 

四、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为本区行政辖区内所有土地，总面积 66852 公顷。 

规划编制基期年为 2009 年，规划期限为 2010 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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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背景 

一、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青浦区位于东经 120°53’至 121°17’，北纬 30°59’至 31°16’

之间，地处上海市西郊，是连接江浙沪的重要门户通道，东与闵行区

毗邻，南与松江区、金山区及浙江省嘉善县接壤，西连江苏省的吴江、

昆山两市，北与嘉定区相接。青浦城区距上海市中心约 40 公里，距

虹桥国际机场约 25 公里。全区土地总面积为 66852 公顷。2009 年，

全区下辖朱家角、练塘、金泽、白鹤、华新、徐泾、赵巷、重固共 8

个镇和香花桥、夏阳、盈浦共 3 个街道。 

2010 年全区常住人口 108.1 万人。 

2、自然条件 

（1）气候：青浦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常年全区平均气温 17.6℃左右，月

平均气温以 1 月最低约 5.6℃，8 月最高约 29.8℃。全年无霜期 230

天，降水日 121 天，年降水量 990.2 毫米，全年日照总时数 1756 小

时。 

（2）地貌：青浦区腹地东西两翼宽阔，中心区域狭长，犹如展

翅彩蝶。境内地势平坦，海拔高度在 2.8 到 3.5 米之间。 

（3）土壤：青浦区北部是湖滨高田，南部是低洼泖田，中部湖

泖低田与高平田交错镶嵌，以青紫泥、青黄泥、黄潮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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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经济条件 

青浦区坚持“绿色青浦”的战略定位，支柱产业主要有现代纺织、

精密机械、信息电子和印刷传媒四大产业。2009 年青浦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5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9%，比 2000 年增加约 3 倍，第一、

第二、第三产协调稳步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的三产占比为

1.6:58.6:39.8。第一产业增加值 8 亿元,与上年持平,第二产业增加值

3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其中，工业增加值 296 亿元，增长 5%，第

三产业增加值 2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四大支柱产业全年实现规

模产值 557 亿元，占全区规模产值的 51%。 

2009 年青浦区户籍人口 46 万人，其中，非农人口 29 万人，农

村人口约 17 万人，城镇化率达 6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848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1594 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8%和 9%。2009 年

实现财政收入 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区级财政收入 4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 

二、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09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青浦区土

地总面积 66852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3411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51.04%，建设用地面积 207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1.04%，未

利用地面积 1198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93%。 

1、农用地 

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养殖水面、坑塘水面、设施农业用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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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业用地。 

耕地面积为 23711 公顷（35.57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9.49%； 

园地面积为 339 公顷（0.51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0.99%； 

林地面积为 1554 公顷（2.33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4.55%； 

养殖水面面积为 5327 公顷（7.99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15.61%； 

坑塘水面面积为 623 公顷（0.93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1.83%；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为 462 公顷（0.69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1.35%； 

其他农业用地（除坑塘水面、设施农业用地之外的其他农用地）

面积为 2103 公顷（3.15 万亩），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16%。 

2、建设用地 

包括城镇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及其他建设

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4344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69.13%；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4195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0.22%；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 1779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8.57%；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429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07%。 

3、未利用地 

包括河湖水面、滩涂苇地和其他未利用地。 

河湖水面面积为 11789 公顷，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98.36%； 

滩涂苇地面积为 1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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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利用地面积为 186 公顷，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 1.55%。 

三、上轮规划实施评价 

（一）规划实施成效 

上轮规划的实施，在引导城乡建设和保护区域土地资源等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 

1、引导区域有序建设，构建区域功能骨架，形成城镇体系框架 

围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在上轮

规划指导下，青浦区加强推进重点区块的开发建设，三次产业不断优

化，区域功能日益完备，形成青浦新城、青东地区和青西地区功能独

具的区域发展骨架，城市服务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型新兴产业和环

淀山湖湖区经济效应初步显现。全区城乡结构持续优化，城镇等级层

次日趋清晰，基本形成中片（含香花桥街道、盈浦街道、夏阳街道）、

东片（含徐泾镇、赵巷镇、华新镇等）、西片（含朱家角镇、金泽镇、

练塘镇）特征鲜明的城镇发展格局。截止到 2009 年底，全区城镇化

率达 64%。借助上海办博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横二纵”高

速公路网、“七横七纵”对外交通和区域公路网基本形成，融入长三

角地区交通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2、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维护区

域可持续发展 

规划实施以来，青浦区兼顾土地资源利用保护和城乡统筹发展，

通过推进计划调控、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估、“批项目，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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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合同监管等措施，促进建设用地效益不断提高，全区建设用

地地均 GDP从 1996年的 6484万元/平方公里，提高到 2009年的 25135

万元/平方公里。通过实施农业结构调整、设施粮田设施菜地建设、

基本农田管护和田水路林沟区域的土地整治，农业用地产出率显著提

高。 

3、增强依法依规用地意识，提高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规范规划预审、严格贯彻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实施建设用地管理等手段，加大了规划实施管理和土地执法监察力

度，加强土地资源跟踪管理，引导和规范土地利用，使全社会特别是

各级政府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意识不断加深，依法依规用地的

意识明显增强，土地利用规划的地位明显提高。青浦区抓住上轮规划

实施的机遇，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积极配合上级规土管理部门维护

土地管理业务信息系统平台，加强辖区内各级规土管理部门的信息网

络建设和再造土地管理信息化流程，全面实现网上建设用地审批、合

同监管、“三级网络巡查”、土地整治上报立项等。 

（二）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 

在上轮规划实施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区域发展内外部环境变化，上轮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不

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从 1996 年到 2009 年，随着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总体部署明确，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时机日趋成熟，同时，上海市筹办举办世博会和

推进虹桥交通枢纽建设，为青浦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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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在努力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前提下，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

需求量仍然很大。2009 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522 亿元，较 1996 年增

长约 8 倍，2009 年末全区建设用地总量约 208 平方公里，较 1996年

增长约 1.1 倍。经济增长速度为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 7.5 倍。经济增

长激活了用地需求，以至于上轮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已经突破。 

2、上轮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有待加强落实 

上轮规划实施早期，规划管理尚停留在查图管地和先建后管、重

建轻管阶段，建设用地审批和监管、计划制定和执行机制尚未完善，

规划实施刚性不足弹性有余，违法用地、建设侵占基本农田等现象偶

有发生，特别是在青东地区，借助交通便捷和中心城经济辐射的优势，

建设用地利用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大量工业用地散布于产业区块

外，截止到 2009 年，产业区块内工业用地集中度仅为 43%，城镇建

设用地集中度为 74%，规划实现“产业向园区集中，城镇向城区集中，

住宅向社区集中”的原则未得到充分落实。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布

局稳定性受到一定冲击，根据 2009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基本农田

上图情况来看，截止到 2009 年底，上轮规划保留的基本农田占保护

指标总量的 80%，调整补划的基本农田占 7%，尚有约 13%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未落实。 

3、规划实施的机制和政策研究有待深化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城镇功能定位转变等原因，导致规划实

施措施的操作性研究不够深入，规划实施中被动调整的频率加大，降

低了规划实施的效率，使得规划实施效果出现一定偏差。这为本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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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积累了经验教训，加强规划实施机制和政策研究是保障规划实

施的先决条件。 

四、土地利用面临的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 

1、区位优势日益突出，发展环境得天独厚 

青浦区是上海市连接浙江、江苏两省的地理纽带，具备天然的共

享资源，是长三角“一核九带”空间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沿沪宁和沪杭甬线发展带的关键节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

青浦区在长三角地区中的区位优势日渐凸显，为青浦区发展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网聚了人、财资源。同时，青浦区毗邻虹桥商务区，

规划期内，虹桥商务区发展实现集聚辐射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其强

大触媒作用将为青浦区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带来新的机遇。 

2、区域发展备受瞩目，城镇跨越式发展时机成熟 

青浦区被定位为上海市西翼城市发展核心区域，肩负服务和创新

引领长三角地区的职能。青浦新城已经被列入上海“十二五”重点建

设的郊区新城,是承接中心城区人口转移和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区，大

力推进新城建设将有助于青浦集聚优势资源，拓展现代服务业，进一

步提升城镇综合实力。金泽镇和练塘镇已经列入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

试点，相关规划编制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全国和全市层面与其他发达

地区共享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互相分享和学习发展经验，有助于率

先实现地区发展定位。在这些区域的带动下，有利于带动全区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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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3、自身积累充分，主观条件完备 

 “十一五”期间，面对国际经济环境转变和自身发展转型的双重

挑战，青浦区抓住上海办博的重要机遇期，积极参与世博、服务世博，

始终坚持“绿色青浦”的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营造了“生态优先、生产助力、生活

受益”的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环境。通过发

展特色旅游业、生态居住业、都市农业以及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不

仅促进湖区经济效应初步显现，还提升了区域发展综合实力，形成了

绿色、环保、现代的地区特质。 

（二）土地利用面临的挑战 

当前，青浦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经济

发展和资源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利用和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是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东西部显著分异的用地格局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 

青浦区青东地区受中心城、虹桥交通枢纽和市域发展轴线辐射，

刺激了土地资源价值的突显，现状建设用地呈现连绵散漫的分布现

状。按照生态空间体系规划和产业区块管控规则，加强青东地区用地

布局调整，特别是产业用地布局调整是保障青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但青东地区是青浦区主要重镇分布区域，为保障经济发展需

提供足够的腾挪空间，青东地区资源紧约束限制越来越突出。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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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功能，挖掘建设用地潜力，

是对青东地区土地利用提出的新难题。青西地区以农业发展为主，肩

负青浦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同时，规划期内城市化进程和特

色旅游业发展将对相对较合理的现状布局产生冲击，既要兼顾自身发

展，又要肩负全区占补平衡、耕地保护任务，挖掘农用地潜力，是土

地管理的重要内容。 

（2）在用地结构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

出了新要求 

截止到 2009 年底，青浦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地类构

成比例为 5：3：2，用地结构呈现五分田三分城两分水的局势。总体

上与青浦区坚持绿色环保型发展思路契合，但是，建设用地呈现城镇、

产业和其他建设用地三类均分天下的格局，与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青浦区休闲旅游业、特色居住区和现代商贸区发展部署存在一定

差距。特别是徐泾、赵巷等区域，工业用地占比过高，尚需在规划期

内加大用地结构调整力度，充分发挥承接中心城区繁华商贸业和虹桥

交通枢纽便捷交通辐射的优势，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使这类区域的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

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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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 

基于青浦区土地利用特点和面临的形势，规划期青浦区发展的总

体目标是：充分发挥青浦区土地利用优势，统筹区域发展，落实“四

个率先”的要求，加快推进“三个集中”，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推动青浦区持续、稳定、健康、全面发展。 

到规划期末，形成以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为目

标，农用地农业生产职能和生态保护功能兼具为特征的城乡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体系，把青浦建设成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合理、生活生产生

态功能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国际大都市现代化郊区城镇，具有

江南历史文化和环境特色的生态型水乡都市。 

二、土地利用调控指标 

围绕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

营造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目标，以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全区经济

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地 

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化利用水平。规

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2800 公顷以内，集中建设区规

模控制在 19098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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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守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稳定耕地与基本农田面积，加大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投

入，促进现代农业、优质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至 2020 年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23711 公顷（35.57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

25233 公顷（37.85 万亩）。 

（三）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义务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节奏和数量，有序推进土地整治。规

划期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3864公顷（5.80万亩）以内，落实

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义务量为 4024公顷（6.03万亩）。 

三、土地利用空间战略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目标和调控指标，在土地利用呈现区域不平

衡、条件不均衡、任务不相等的前提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土地

管理，立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情况，落实以下土地

利用战略： 

 （一）土地利用方式多样化战略 

在当前土地利用条件不均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规划期内区域发

展形式多样化战略。在用地安排上，加强华新、徐泾、赵巷、重固等

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满足居住、商贸、服务业发展的合理用地

需求，以建设用地新增规模的控制促进区域发展实现转型升级；落实

青浦新城地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引导区域经济、文化、商业支撑作

用的发挥，探索土地利用的新机制，通过利用方式调整促进大都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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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设步伐和城市化进度；营造白鹤、金泽、练塘等镇注重耕地特别

是基本农田保护的良好氛围，走生态农业、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以资源保护促区域发展。 

（二）土地利用任务差异化战略 

东部地区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通过引导高耗低效用地退出、

加强违法用地处置、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等手段促进工业用地

转型，为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腾挪空间。中部地区注重科学安排

六类经营性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配比，努力构建宜居宜商的都

市环境。西部地区突出江南水乡、绿色青浦、都市后花园的地区特质，

加强土地综合整治、标准化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的建设和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保护。 

（三）土地资源保护效益显著化战略 

通过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带动农业规模化、特色农产品精品

化，显化农业经济的效益。通过环淀山湖、沿黄浦江上游等区域的生

态保护带动生态旅游业、休闲农业发展。探索农用地保护和生态保护

的经济补偿机制，真正实现城市反哺农村，体现资源保护的价值，力

争建立特大型城市资源保护的典范。 

四、土地利用主要任务 

为落实土地利用空间战略，规划期内青浦区土地利用的主要任务

是： 

（一）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强化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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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内涵挖潜为主、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积极探索节约集约用地的途径和方法，形成合理的用地规模、结构和

布局，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强化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青浦新城、徐泾镇区、华新镇区、白

鹤镇区、赵巷镇区、朱家角镇区、金泽镇区、练塘镇区、主要农村社

区（如：小蒸、蒸淀、商榻、凤溪等社区）、西部旅游度假区（如：

环湖旅游度假区、梦上海主题公园等区域）划定集中建设区边界，明

确建设用地扩张的极限界线，阻止建设用地无序蔓延。 

（二）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把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作为土地管理的首要目标，维持耕地

特别是基本农田布局和面积的稳定，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义务。 

加大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在集中建设区以外，划定基本农

田保护区，通过加强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落实，确保基本

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促进基本农田集中布局，

落实基本农田严格保护制度。以青西片为重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范

围，引导基本农田布局集中连片，实现农业生产功能总体提升。 

有序推进土地整治，确保农用地结构调整向有利于耕地增加的方

向进行，合理归并农村居民点，落实耕地补充义务。 

（三）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遵循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统筹土地开发利用

与生态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土地的生态环境效益，促进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 



青浦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文本 

17 

 

以现代农业园区、环淀山湖区域生态保护和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

区域生态保护为典范，通过撤退北部零散工业用地，实施大型土地整

治项目，推进金泽镇、练塘镇小城镇改革试点，以及开展局部区域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有效保护和改善地区土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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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 

一、土地利用空间结构 

根据青浦区“一城两翼”的空间发展战略，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合理安排各类用地空间，严格贯彻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围绕培育形成“一轴四片

区”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分类指导各区域土地利用。“一轴”是指

沪渝发展轴。具体走向为东起上海中心城，途径徐泾镇、赵巷镇，横

跨青浦新城，西止于金泽镇。“四片区”是指青浦新城片区、东片区、

北片区和西南片区。其中，青浦新城片区、东片区和西南片区是“一

城两翼”战略的主战场。 

1、青浦新城片区：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具有 70

万人口规模、功能完善的滨水城区，是青浦区商业、房地产居住业、

城市服务业等用地的主要布局区域。 

2、东片区（由徐泾镇、赵巷镇镇域组成）：是青浦区接受上海中

心城辐射，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促进商贸、商务为核心的现

代服务业合理布局，加大工业用地转型力度，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的重点区域。 

3、北片区（由华新镇、白鹤镇、重固镇镇域组成）：以节约集约

用地为核心，稳步提高工业用地地均产出率，发挥市级工业园区的综

合优势，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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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南片区（由朱家角镇、金泽镇、练塘镇镇域组成）：充分依

托淀山湖地区的生态资源和朱家角古镇的品牌效应，重点发展休闲旅

游业、生态居住业和现代都市型生态农业，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二、农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2009 年，全区农用地规模为 34119 公顷（51.18 万亩），占土地

总面积的 51.04%。至 2020 年调整为 32264 公顷（4.84 万亩），占全

区土地总面积的 48.26%，面积减少 1856 公顷（2.78 万亩）。 

主要布局在青浦西南片区和北片区，突出农用地的农业生产功能

和生态保护职能，通过划定生产型和生态型基本农田保护区，加强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推动现代规模化农业发展。 

1、耕地 

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为 23711 公顷（35.57 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 35.47%。与 2009 年 23711 公顷（35.57 万亩）相比保持平衡。 

按照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推进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的原则，

规划耕地主要布局在朱家角、金泽、练塘、白鹤、重固等镇。 

2、园地 

规划至 2020 年园地面积调整为 283 公顷（0.42 万亩）。与 2009

年 339 公顷（0.51 万亩）相比，净减少 57 公顷（0.09 万亩）。 

3、林地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1578 公顷（2.37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2.36%。与 2009 年 1554 公顷（2.33 万亩）相比，净增加 24 公顷（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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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以调整林地结构，优化林地布局为手段，维护生态安全为重点，

保障道路防护林、河道防护林、水源涵养林带等用地。 

4、养殖水面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4421 公顷（6.63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6.61%。与 2009 年 5327 公顷（7.99 万亩）相比，净减少 906 公顷（1.34

万亩）。 

依托淀山湖水系，以稳定金泽、练塘等镇特色水产品产量，提高

水产品品质为目标，合理安排布局，适度调整规模，推进水产养殖业

结构优化，促生特色农业的集聚效应。 

5、坑塘水面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452 公顷（0.68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0.68%。与 2009 年 623 公顷（0.94 万亩）相比，净减少 171 公顷（0.26

万亩）。 

6、设施农业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422 公顷（0.63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0.63%。与 2009 年 462 公顷（0.69 万亩）相比，净减少 40 公顷（0.06

万亩）。 

7、其他农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1398 公顷（2.10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2.09%。与 2009 年 2103 公顷（3.15 万亩）相比，净减少 705 公顷（1.06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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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2009 年，全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207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1.04%。至 2020 年调整为 2280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4.11%，面

积增加 2052 公顷。 

1、城镇工矿用地 

（1）用地规模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179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6.92%。与

2009 年 14344 公顷相比，增加 3649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内调整为 15684 公顷，与 2009 年 10729 公顷相

比，增加 4955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外调整为 2310 公顷，与 2009 年 3615 公顷相比，

减少了 1305 公顷。 

（2）用地布局 

在规划期内，城镇用地重点主要围绕“1870”城乡体系结构布局，

包括青浦新城区、8 个新市镇地区和 70 个左右的中心村地区，具体

为： 

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新城区下辖的盈浦街道 、夏阳街道和香花

桥街道，形成商业、房地产业和城市服务业集聚的综合经济功能区。 

城镇住宅用地主要分布在新城区各规划住宅区块，以及朱家角、

华新、练塘、金泽、徐泾、赵巷、重固和白鹤等镇的居住社区，如：

沈巷、凤溪、蒸淀、小蒸、商榻、西岑、莲盛、赵屯等，社区人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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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3000 人左右。此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新增了 3 个大型居住

社区，总占地面积为 1381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1198 公顷，河

湖水面用地 183 公顷。 

科研、教育和文体用地主要包括各级中小学校和东方绿洲青少年

教育基地等体育休闲设施。 

工业仓储用地主要布局在青浦工业园区、西郊经济开发区（华新

绿色工业园）、西郊经济开发区（徐泾绿色工业园区）、松江工业园区

（练塘绿色工业园）。同时，还保留了白鹤、朱家角、金泽等城镇工

业地块。 

2、农村居民点用地 

（1）用地规模 

规划至 2020年调整为 157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36%。与 2009

年 4195 公顷相比，减少 2618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内不规划农村居民点，现状 1148 公顷农村居民

点将随建设项目实施动迁安置。 

规划集中建设区外调整为 1577 公顷， 与 2009 年 3047 公顷相比，

减少 1470 公顷。 

（2）用地布局 

本轮规划针对全区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且用地规模偏大的现状，

坚持农民居住向镇区集中的原则，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有序推进农

村居民点整理，降低人均用地水平，提高土地节约利用程度。 

3、交通运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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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地规模 

规划至 2020年调整为 284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25%。与 2009

年 1779 公顷相比，增加 1063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内调整为 1542 公顷，与 2009 年 952 公顷相比，

增加 590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外调整为 1300 公顷，与 2009 年 827 公顷相比，

增加 473 公顷。 

（2）用地布局 

建立青浦连接中心城区及江浙快速通道。 

规划轨道交通线路包括轨道交通 20 号线。 

规划高速公路包括沪常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上海绕城高

速，沪宁高速，申嘉湖高速。 

4、其他建设用地 

主要有水利用地和特殊用地。 

（1）用地规模 

规划至 2020 年调整为 38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8%。与 2009

年 429 公顷相比，减少 42 公顷。 

规划集中建设区内 159 公顷不变。 

规划集中建设区外调整为 228 公顷，与 2009 年 270 公顷相比，

减少 42 公顷。 

（2）用地布局 

维持现状布局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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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利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2020 年，全区河湖水面 1178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63%。

规划期内，河湖水面总面积与基期年保持一致。 

集中建设区内河湖水面为 1535 公顷，集中建设区外河湖水面为

1025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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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利用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与管制 

土地用途分区是指为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按土地区位、功能、

利用和保护的特征，划定土地的用途引导区域。本区划定了城镇工矿

用地区、生态农地区、其他建设用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农地

区。为进一步加强集中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的刚性管控，将城镇工矿用

地区、生态农地区统一纳入集中建设区，并划定集中建设区边界。 

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在集中建设区内、外框架下逐渐继承和深化。 

（一）集中建设区 

集中建设区规划总面积为 19098 公顷，包含城镇工矿用地区和生

态农地区。 

本区域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应按照城乡总体规划要求，进行土地开发建设； 

——土地供应严格执行国家或本市制定的相关行业用地定额标

准，安排各项建设； 

——开发建设涉及现状农用地的，应按照国家规定程序开展农转

用审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照现状用途使用，不荒弃。 

（二）城镇工矿用地区 

集中建设区内用于城镇建设和产业建设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青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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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徐泾镇、赵巷镇等新市镇镇区和凤溪、商榻、蒸淀等农村社区

以及青浦工业园区、西郊经济开发区（徐泾绿色工业园）、西郊经济

开发区（华新绿色工业园）、松江工业园区（练塘绿色工业园）、朱家

角城镇工业地块、金泽城镇工业地块、白鹤城镇工业地块、商榻城镇

工业地块。规划总面积为 18909 公顷。 

本用途分区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城镇建设注重与产业开发联动发展，促进产城融合； 

——城镇建设应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

用地、闲置土地； 

——鼓励现状工业用地调整转型。 

（三）生态农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内特定用于美化城市环境，维护城市生态平衡，

以林地形态为主，开展城市景观、城市公园、城市森林等实施的区域，

规划面积为 189 公顷。 

本用途分区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区内主导用途为以林地形态开展城市景观、城市公园、城市

森林建设； 

——禁止开展商业、居住等经营性用地开发，控制管护设施建设

规模。 

    （四）其他建设用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外能源、交通、水利、军事、旅游、墓葬、农居

等独立项目建设的区域，规划总面积为 135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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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途分区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独立建设项目，如：交通、市政、军事、旅游等可纳入本用

途分区，并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管制。 

——区内现状工业用地应结合相关产业、环境保护政策进行管

控。 

（五）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外为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义务，引导各项投入集

中，提升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主要区域，是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

任的核心，区内耕地布局集中，质量相对较优，规划总面积为 40240

公顷。区内基本农田实行义务量与任务量分离的管理方法。规划编制

中，将 25233公顷（37.85万亩）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逐级落实到镇（乡）、

村。在完成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基础上，多划定基本农田 200公顷（0.30

万亩）作为机动额度，用于规划期内不易确定具体范围的项目建设。 

本用途分区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鼓励开展基本农田建设，可按相关要求进行为基本农田保护

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以及其他农业设施建设。 

——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优先整治为耕地，提

高区内耕地集中度；规划期内确实不能开展土地整治的，可保留现状

用途，但不得扩大范围； 

——基本农田保护资金和土地整治资金应当优先投入基本农田

保护区； 

——能源、交通、水利、军事等重点建设项目和规划期内难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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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农村建设项目，如：农民个人建房、农村服务设施建设等，应尽

量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确实无法避开的，经批准，使用预留的基本

农田机动指标或在补划相等数据和质量的基本农田后，可在该区域开

展建设。    

    （六）其他农地区 

是指除城镇建设用地区、产业用地区、生态农地区、其他建设用

地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区域内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补充潜力相对

密集的区域，规划总面积为 1739公顷。 

本用途分区的主要管控规则如下： 

——土地利用以农业生产服务为主，在充分开展沿海沿江地区环

境保护评估的基础上，鼓励适度开展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现有的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治为耕

地，规划期内确实不能整治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是指为引导土地利用方向，管制城乡建设

活动所划定的空间区域，按照许可的建设活动强度，在区域内划定允

许建设区和管制建设区，并实施分类的建设用地管控规则。 

（一）允许建设区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划期内允许优先作为建设用地的区

域，可开展城镇建设、产业开发、独立项目建设、交通市政水利等基

础设施建设活动。该管制区除河湖水面外全量纳入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青浦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文本 

29 

 

统计，规划实施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总量和新增量控制。 

允许建设区管控规则有：  

——主导用途为城镇建设、产业开发和已明确的农村独立项目建

设等； 

——规划编制中，区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受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

划指标控制；规划实施中，严格执行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占用耕地计

划，落实占补平衡义务后可实施建设； 

——区内新增城镇或产业用地应分别按区内土地用途管制规则，

纳入城镇工矿用地区布局； 

——区内鼓励优先开展存量土地利用； 

——区内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保障城乡建设安

全、稳定推进。 

（二）管制建设区 

是指允许建设区以外，禁止大规模城镇建设和产业开发，限制村

庄和其他独立建设，控制市政、交通、水利、特殊用地建设，以农业

生产和生态保护为主，规划期内对建设活动进行类别限制和总量控制

的区域。 

管制建设区管控规则有：  

——区内主导用途为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是发展农业、开展土

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构建生态空间体系的主要区域； 

——区内总体实现农用地布局趋于稳定，规模适度增加；建设用

地规模总体减量，坐落向集中布局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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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可开展农民建房，农村居委会办公室、农村文化活动室、

农村老年康体活动室、农民健身点、农技站、兽医站等农村服务设施

等建设，这类建设活动经规划和国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可使用建

设用地和基本农田机动额度。 

——区内通过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

后，可开展能源、军事、水利、交通、墓葬等项目建设。 

——区内鼓励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手段

推进生态建设，在符合相关专项规划的前提下，按照建设用地减量化

原则，可布置度假村、文化体育设施、郊野公园附属设施等旅游休闲

配套的旷地型公共设施项目。 

——在不增加用地规模，并符合产业导向、环境保护要求等前提

下，现状工业用地可实施技术改造。 

三、基本农田空间管制 

基本农田空间管制是为贯彻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国策，对具备培育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功能的优质土地，按照其功能定位的差异，

因地制宜发挥农用地多业态利用特征，体现农用地主导功能差异性，

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分为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生态型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以稳定农作物种植规模为主导功能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

面积为 27381 公顷，包含白鹤、重固、朱家角、金泽、练塘共计 5 个

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区内耕地占区域总面积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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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管控规则如下： 

——区内主导用途为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和培育，保障特色农

产品种植面积； 

——区内加大基本农田保护经费的投入，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增

加基本农田集中度，促进基本农田数量占比和质量不断提高。 

——鼓励开展土地整治，挖掘区内土地农用潜力，提高土地资源

农业生产能力。 

（二）生态型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以农用地形态维护区域生态空间结构，发挥农用地生态价

值，兼顾农作物生产培育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面积为 12859 公顷，

主要分布在沿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地区和白鹤镇、华新镇接嘉定区界

地区，区内耕地占区域总面积的 43%。 

生态型基本农田保护区管控规则有： 

——区内结合生态建设，加强土地综合整治，恢复土地培育农作

物或经济作物的功能； 

——区内适度增加林地、园地数量，构建上海市沿黄浦江上游、

环淀山湖地区的特色生态保护区域。 

四、生态空间类型 

按照土地资源生态职能的差异性，引导土地利用向有利于最大限

度发挥土地资源生态功能和有利于形成全市生态空间体系结构的方

向发展，形成的结构规范、体系完整、类型多样的生态功能空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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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生态空间类型包括环城绿带、生态间隔带、生态走廊和生态保

育区。 

环城绿带是指环绕中心城区（约 800 平方公里）的，以主要交通

干道为依托的防护林带和景观林带，主要由沿沈海高速，途径华新镇、

徐泾镇的 H7 主城区环城绿带组成。 

生态间隔带是指天然地限制城区蔓延发展的穿插式间隔性林带，

主要有青东地区与闵行区交界的 G7、G8 间隔带和沿新通波塘、油墩

港、上达河、淀浦河等主干河道交错布局，穿插于新城和主要镇区的

间隔带。 

生态走廊是指区域内放射状、畅通性的生态空间，是生态间隔带

在城区以外的开敞空间内的延伸和拓展，主要有位于青浦区和嘉定区

区界，延伸到江苏省界的 L2 生态走廊和新城南部，连通淀山湖和闵

行区界的 L3 生态走廊。 

生态保育区是指农村地区，具备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维持生物

多样性等功能的广大区域，突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规模化

的生态保育效应和生态价值，主要包括青浦区西北部的 B3 生态保育

区和 B4 生态保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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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利用重点任务 

一、落实四线管控的土地管理政策 

（一）依托集中建设区边界线，加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布局引

导 

根据规划确定的集中建设区边界，对区域内城镇和产业建设项目

落地实施严格的布局和规模控制，避免城镇建设和产业开发超出集中

建设区边界线实施。 

（二）依托基本农田控制线，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对规划划定的基本农田实施永久保护，建设活动确需占用基本农

田的，应启动报国务院审批程序或申请使用各级基本农田保护机动额

度。基本农田保护图斑纳入规划成果汇总范畴，分别报国土资源部录

入“一张图”系统管理和土地督察局备案。规划期内不断完善基本农

田保护考核机制，定期开展基本农田保护成果检查，加大基本农田保

护情况监管。 

（三）依托生态控制线，细化生态空间的土地利用引导措施 

根据规划划定的生态控制线，通过生态空间专项规划，细化生态

空间内的土地利用引导措施，一方面，加强生态控制线内土地整治，

减少现状建设用地总量，实施奖励和鼓励土地整治的措施；另一方面，

引导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有益于生态空间功能提升的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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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向生态控制线内布局。 

二、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一）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

引导，建设项目选址必须贯彻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确需占用耕地

的，应尽量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规划期内，全区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控制在 3864 公顷（5.80 万亩）以内。加强对农用地结构调整的引导。

通过经济补偿、市场调节等手段，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增加耕

地的方向进行。在集中建设区内，鼓励开展景观林地和生态林地建设，

力争林地实施不降低耕地保有量。 

（二）加大补充耕地力度 

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推进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按照

建设占用耕地需占补平衡的要求，落实补充耕地义务。 

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应细化全区土地整治安排，指导土地整治工作

有序推进。重点开展生态型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设用地复垦，增加耕

地面积；开展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农用地整理，增加基本农田集

中度，提高土壤肥力和排灌条件，提升土地生产能力。规划期内，土

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 4024 公顷（6.03 万亩），与规划期内占用耕地

相平衡。其中，通过坑塘水面整理补充耕地 702 公顷（1.05 万亩）；

通过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3227 公顷（4.84 万亩），通过河滩苇地开

发补充耕地 95 公顷（0.14 万亩）。在完成本区占补平衡义务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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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土地整治，努力增加耕地

面积，并鼓励通过土地要素有形市场，为完成全市耕地保有量或占补

平衡义务做贡献。 

（三）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鼓励开展基本农田建设。以建设标准化生态农业区、环淀山湖水

产优势带、设施农业加工区和农业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推进基本农田

保护区内现状建设用地和零散其他农用地整理、复垦，并参照基本农

田管理。基本农田保护资金和土地整治资金应优先投入基本农田保护

区。 

加强对基本农田调整划定的管理。以优先保护集中成片的高产稳

产的粮田和菜地为原则，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耕地地力调查和基本

农田环境质量普查成果，将 25233 公顷（37.85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逐级落实到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基本农田精细化管理。 

开展生态型基本农田建设。围绕沿淀山湖区域生态走廊、嘉青生

态走廊和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区域等，加大土地整治力度，提高农用

地特别是耕地数量，降低现状建设用地特别是闲置建设用地规模，发

挥土地资源的生态保护功能。 

（四）推进基本农田动态监测与评价 

利用现有土地监测巡查网络平台，建设基本农田监测系统，推进

基本农田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基本农田闲置、荒芜和

土地质量降低的现象，补充土地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的操作细则，完

善基本农田保护监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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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建设用地管控 

（一）注重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通过制定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严格实施“批项目，核土

地”制度、完善土地利用绩效考核制度等，探索建设用地利用新机制，

真正实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用好建设用地增量的目标。同时，在符

合法规和规划的前提下，着力盘活批而未用存量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处置力度，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紧张的局面。 

（二）有序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有序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统

筹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布局。率先在小城镇改革试点确定的金泽镇和练

塘镇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积累操作经验，探索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农民更满意，村貌有改善的新模式，为全区推广

做好准备。 

（三）推进集中建设区外重点建设项目实施 

规划期内，推进集中建设区外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主要有：复

兴公路延伸、盈港路东段、盈港路西段、青浦新城一站大型居住社区、

青浦新城四站大型居住社区、徐泾北大型居住社区、朱家角污水处理

厂一、二期、芦蔡变电站、平朝楼变电站、盛家变电站、二联变电站、

新团变电站、久业变电站、新城 T01变电站、崧煌变电站、方家窑变

电站等。 

四、基本生态网络建设 

（一）落实生态空间布局 

 依托现有的生态资源，充分衔接全市生态体系空间布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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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走廊、生态绿环、生态间隔带等生态空间用地，形成既自成体系，

又与周边区域相辅相成的生态空间结构。重点是完成环城绿带、生态

间隔带、生态走廊、生态保育区边界落地。 

（二）贯彻生态空间土地利用引导措施 

坚持生态空间职能定位，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倾斜和指标优惠等

手段，鼓励开展生态建设，促进形成与“水”文化交相辉映、绿色青

浦理念契合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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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镇（乡）土地利用调控 

一、规划指标分解 

夏阳街道。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393 公顷，集中建设区

面积 1104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342 公顷（2.02 万亩）。 

盈浦街道。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166 公顷，集中建设区

面积 1221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38 公顷（0.36 万亩）。 

香花桥街道。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4096 公顷，集中建设

区面积 4142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473 公顷（2.21 万亩）。 

赵巷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2043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积 1962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134 公顷（1.70 万亩）。 

徐泾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3086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积 3113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02 公顷（0.60 万亩）。 

华新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2273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积 1649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318 公顷（1.98 万亩）。 

重固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611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积

409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281 公顷（1.92 万亩）。 

白鹤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245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积 683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115 公顷（4.67 万亩）。 

朱家角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3423 公顷，集中建设区

面积 3199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935 公顷（5.90 万亩）。 

金泽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529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积 924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460 公顷（8.19 万亩）。 

练塘镇。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1435 公顷，集中建设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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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691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746 公顷（8.62 万亩）。 

二、部分街镇土地利用规划 

青浦区盈浦街道、香花桥街道和徐泾镇城镇化水平较高，在本

规划中落实规划调控指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不单独编制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一）盈浦街道土地利用规划 

盈浦街道位于本区中部，是青浦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 1651

公顷。 

1、规划调控指标。盈浦街道集中建设区面积为 1221 公顷，建

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1166 公顷，规划编制中，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量的图斑面积不低于 238 公顷。 

2、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至 2020 年，农用地调整为 294 公顷，

其中，耕地调整为 211 公顷。建设用地调整为 1166 公顷（含建设用

地机动额度 25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调整为 1011 公顷，农村

居民点调整为 20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调整为 129 公顷，其他建设用

地调整为 7 公顷。未利用地调整为 192 公顷，全为河湖水面。 

（二）香花桥街道土地利用规划 

香花桥街道位于本区中北部，是青浦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

积 6806 公顷。 

1、规划调控指标。香花桥街道集中建设区面积为 4142 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4096 公顷，规划编制中，落实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量的图斑面积不低于 147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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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至 2020 年，农用地调整为 2142 公顷，

其中，耕地调整为 1737 公顷。建设用地调整为 4096 公顷（含建设

用地机动额度 98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调整为 3614 公顷，农

村居民点调整为 74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调整为 390 公顷，其他建设

用地调整为 19 公顷。未利用地调整为 568 公顷，全为河湖水面。 

（三）徐泾镇土地利用规划 

徐泾镇位于本区东部，是虹桥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 3853

公顷。 

1、规划调控指标。徐泾镇集中建设区面积为 3113 公顷，建设

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3086 公顷，规划编制中，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量的图斑面积不低于 402 公顷。 

2、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至 2020 年，农用地调整为 553 公顷，

其中，耕地调整为 425 公顷。建设用地调整为 3086 公顷（含建设用

地机动额度 5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调整为 2726 公顷，农村

居民点调整为 5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调整为 316 公顷，其他建设用

地调整为 39 公顷。未利用地调整为 214 公顷，全为河湖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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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建立规划实施评估与考核机制 

（一）建立政府目标考核责任制。各级政府要加强规划实施的

组织领导，把规划实施情况列为政府任期考核目标的重要内容。 

（二）建立健全土地集约利用绩效评估考核制度。将土地供应

与用地绩效情况挂钩，特别是将增量用地计划指标和存量土地消化

利用情况挂钩，建立长效的评估激励机制。对土地集约利用度较高

的地区，倾斜安排下一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优先办理农用地转用、

土地征用审批手续。 

（三）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动态评估和滚动修编机制。

依据土地利用年度变更数据,分析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情况，通过对规

划目标、效益、空间布局等情况等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找出规划

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在动态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需

要适时对规划进行滚动修编，从而把静态的土地规划编制与动态的

实施管理相结合，保持规划的现势性与合理性。 

二、加强土地利用计划调控 

实施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合理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统筹安排阶段性建设用地和

土地整治规模，推进规划有序实施。 

三、探索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一）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进一步衔接城乡总体规划，探

索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有效保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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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食品安全，避让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 

（二）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和完善对基

本农田和耕地保护的财政投入和补贴机制，加大对承担保护任务方

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

分调动镇乡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加强土地执法监督机制 

（一）健全土地执法监管联动体制。在横向上，健全监察、规

土等部门协调联动的执法管理体制；在纵向上，健全区（县）、镇（乡）

两级土地管理体系，实行土地执法动态巡查，对土地进行实时监管。 

（二）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

督检查，对违法用地行为坚决查处，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

性。 

五、加强土地管理基础工作 

（一）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动态监测制度。通过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遥感监测、公众监督等手段，开展规划执行情况的动态监

测，及时收集规划执行情况信息，掌握规划实施动态和存在的突出

问题，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管理决策，实现对规划实施的有效

调控。 

（二）加强对土地用途管制的宣传教育，增强各级政府和土地

使用者的法制观念，逐步形成按规划用地的自觉意识，强化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在用地管理中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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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 则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和规划说明组成。其中，规划文本具备法律

效力。 

本规划自市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本规划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变更。如需修订，须

由青浦区人民政府提出修改申请并经市政府同意后方可开展，修改

后的规划经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审查通过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本规划由上海市青浦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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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术语和定义 

1、集中建设区 

是指规划期内引导城镇集中建设和产业集聚发展的建设区域，

主要包括中心城、新城、新市镇镇区、集镇社区、产业园区、特定

大型公共设施等。按照不同用途可分为城镇工矿用地区和生态农地

区。 

2、城镇工矿用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内用于城镇建设和产业项目发展的区域。 

3、生态农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内，主要以林地形态，开展城市绿化、城市公

园、城市森林等林地建设的区域。 

4、其他建设用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外，规划期内基本确定建设范围和用途的，用

于开展独立项目建设的区域。 

5、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为落实耕地保护任务和维护生态安全，将基本农田分布区

域划定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6、其他农地区 

是指集中建设区外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补充潜力相对较大的区

域。 

7、允许建设区 

指规划期内可优先作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区域，主要包含城

镇工矿用地区和其他建设用地区。 

8、管制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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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规划期内以农业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禁止大规模城镇建

设和产业开发，限制村庄和其他独立建设，控制市政、交通、水利、

特殊用地建设的区域，主要包括生态农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

他农地区。 

9、生产型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以粮食和蔬菜等生产功能为主，布局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

保护区域。 

10、生态型基本农田保护区 

是指以保护区域生态空间为主，兼顾粮食生产，布局相对集中

连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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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表 1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耕地保有量（义务量）
*
 

23711 

（35.57 万亩） 

23711 

（35.57 万亩）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25233 

（37.85 万亩） 

建设用地总规模 20748 22800 

集中建设区建设用地规模 12988 17385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3864 

（5.80 万亩）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 / 
4024 

（6.03 万亩） 

（*注：根据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青浦区耕地保有量任务量为 43.74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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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基期年   规划年   规划

期间

面积

增减 

全区 比重 
集中建

设区内 
比重 全区 比重 

集中建

设区内 
比重 

土地总面积   66852  100.00

% 

19098  28.56% 66852  100.00% 19098  28.56% 0  

农
用
地 

耕地 23711  35.47% 3325  4.97% 23711  35.47% 0  0.00% 0  

园地 339  0.51% 51  0.08% 283  0.42% 0  0.00% -57  

林地 1554  2.32% 108  0.16% 1578  2.36% 179  0.27% 24  

养殖水面 5327  7.97% 514  0.77% 4421  6.61% 0  0.00% -906  

坑塘水面 623  0.93% 140  0.21% 452  0.68% 0  0.00% -171  

设施农业用地 462  0.69% 33  0.05% 422  0.63% 0  0.00% -40  

其他农业用地 2103  3.15% 311  0.47% 1398  2.09% 0  0.00% -705  

小计   34119  51.04% 4482  6.70% 32264  48.26% 179  0.27% -1856  

建
设
用
地 

城镇工矿用地 
1434

4 
21.46% 10729 16.04% 17994 26.92% 15684 23.45% 3650 

农村居民点 
用地 

4195  6.28% 1148  1.72% 1577  2.36% 0  0.00% -2618  

交通运输用地   1779  2.66% 952  1.42% 2842  4.25% 1542  2.31% 1063  

其他建设用地   429  0.64% 159  0.24% 387  0.58% 159  0.24% -42  

小计   20748  31.04% 12988  19.42% 22800  34.11% 17385  26.00% 2052  

未
利
用
地 

  

河湖水面   11789  17.63% 1535  2.30% 11789  17.63% 1535  2.30% 0  

滩涂苇地   10  0.02% 1  0.00% 0  0.00% 0  0.00% -10  

其他未利用地   186  0.28% 92  0.14% 0  0.00% 0  0.00% -186  

小计   11985  17.93% 1628  2.44% 11789  17.63% 1535  2.3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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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名称 片区 编号 面积 

生产型基本

农田保护区 

白鹤基本农田保护区 PQ1 5992 

重固基本农田保护区 PQ2 3134 

朱家角基本农田保护区 PQ4 4507  

金泽基本农田保护区 PQ3 6955 

练塘基本农田保护区 PQ5 6793 

小计 -- 27381 

生态型基本

农田保护区 
-- -- 12859 

合计 -- -- 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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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规划调控指标分解表 

单位：公顷  

名称 
建设用地

总规模 

集中建设

区建设用

地规模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量 耕地保有量 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 

补充耕地

义务 公顷 万亩 公顷 万亩 

合计 22800  17385 25433  38.15  23711  35.57  3864 4024  

赵巷镇 2043  1768  1134  1.70  1256  1.88  471 471  

徐泾镇 3086  2964  402  0.60  720  1.08  411  414  

华新镇 2273  1557 1318  1.98  1637  2.45  324  333  

重固镇 611  385  1281  1.92  1217  1.83  99 99  

白鹤镇 1245  657  3115  4.67  3225  4.84  200  218  

朱家角镇 3423  2772  3935  5.90  3170  4.76  512 542  

金泽镇 1529  764  5460  8.19  3915  5.87  330  349  

练塘镇 1435  657  5746  8.62  4681  7.02  301  305  

夏阳街道 1393  1012  1331 2.00 1086  1.63  77  84  

香花桥 

街道 
4096  3761  1473  2.21  2353  3.53  867  939  

盈浦街道 1166  1088  238  0.36  450  0.67  270  271  

机动量 500  -- 200  0.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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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镇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镇、街道名称 
城镇工矿 

用地区 

生态 

农地区 

其他建设 

用地区 

基本农田 

保护区 
其他农地区 

赵巷镇 1962 0 79 2008 0 

徐泾镇 3113 0 50 689 0 

华新镇 1649 0 73 2235 806 

重固镇 409 0 42 1843 105 

白鹤镇 683 0 268 4771 153 

朱家角镇 3114 85 124 5922 11 

金泽镇 924 0 223 9498 204 

练塘镇 691 0 257 8277 164 

夏阳街道 1104 0 111 2202 118 

香花桥街道 4038 104 86 2403 174 

盈浦街道 1221 
 

36 391 3 

合计 18909 189 1350 40240 1739 

表 6 耕地保有量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净

增(+)减(-) 
增加 

合计 

土地 

整理 

土地 

复垦 

土地 

开发 

其

他 

减少合

计 

建设 

占用 

农业结

构调整 
其他 

规划期 4024 702 3227 95 0 4024 3864 0 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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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镇 

总规模 
新增 

建设用地 

占用 

耕地 

1、交

通 

外青松公路 改建 2010-2015 10  5  1  夏阳街道 

徐乐路 新建 2010-2015 14  7  6  华新镇 

凤徐路 新建 2010-2015 5  1  1  华新镇 

复兴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9  5  2  朱家角镇 

复兴路南延伸 新建 2010-2015 14  8  5  
朱家角镇、练塘

镇、金泽镇 

沈砖公路 改建 2010-2015 6  5  2  朱家角镇 

蒸俞公路 改建 2010-2015 11  5  4  练塘镇 

青赵公路 改建 2010-2015 1  0  0  盈浦街道 

漕盈路北段 新建 2010-2015 17  6  4  香花桥街道 

秀横公路 新建 2010-2015 34  19  14  重固镇、华新镇 

盈港路东段 新建 2010-2015 22  1  1  赵巷镇 

盈港路西段 新建 2010-2015 30  23  12  
盈浦街道、朱家

角镇 

天山路西延伸 新建 2010-2015 9  3  2  徐泾镇 

山周公路 新建 2010-2015 68  42  31  
白鹤镇、重固镇、

赵巷镇 

纪鹤公路 改建 2010-2015 6  3  2  白鹤镇、华新镇 

蟠龙路 改建 2010-2015 0  0  0  徐泾镇 

诸光路 改建 2010-2015 0  0  0  徐泾镇 

胜利路 改建 2010-2015 0  0  0  
盈浦街道、香花

桥街道 

城中北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5  3  3  
盈浦街道、香花

桥街道 

淀山湖大道延

伸 
新建 2010-2015 4  4  3  朱家角镇 

珠溪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3  3  1  朱家角镇 

港周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3  3  2  朱家角镇 

西洋淀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4  2  1  朱家角镇 

海盈路 新建 2010-2015 3  0  0  盈浦街道 

油墩港一路 新建 2010-2015 10  7  5  
香花桥街道、赵

巷镇 

青湖路延伸 新建 2010-2015 6  5  3  赵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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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镇 

总规模 
新增 

建设用地 

占用 

耕地 

西十三路 新建 2010-2015 8  5  2  朱家角镇 

规划六路 新建 2010-2015 4  4  3  朱家角镇 

2、民

生 

新城一站大型

居住社区 
新建 2010-2020 658  368  204  

夏阳街道、香花

桥街道、赵巷镇 

新城四站大型

居住社区 
新建 2010-2020 528  349  245  

盈浦街道、朱家

角镇 

徐泾北大型居

住社区 
新建 2010-2020 195  139  95  徐泾镇 

3、市

政 

青浦原水厂 
新建或扩

建 
2010-2015 20  9  2  练塘镇 

青浦第二污水

厂 
新建 2010-2015 12  12  11  盈浦街道 

朱家角污水处

理厂一、二期 

新建或扩

建 
2010-2015 3  0  0  朱家角镇 

徐泾污水厂 
新建或扩

建 
2010-2015 8  5  3  徐泾镇 

华新污水厂 
新建或扩

建 
2010-2015 5  0  0  华新镇 

白鹤污水处理

厂 

新建或扩

建 
2010-2015 8  3  3  白鹤镇 

华新变电站 新建 2010-2015 12  2  2  华新镇 

练塘变电站 新建 2010-2015 17  0  0  练塘镇 

4、其

他 
新谊河 新开 2010-2015 79  49  41  

白鹤镇、重固镇、

华新镇、香花桥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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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1    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年） 

图 2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3    基本农田保护图 

图 4    建设用地管控图 

图 5    土地整治规划示意图 

图 6    生态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 7    重点建设项目分布图 

图 8    盈浦街道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年) 

图 9    盈浦街道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10   盈浦街道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管制图 

图 11   香花桥街道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年) 

图 12   香花桥街道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13   香花桥街道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管制图 

图 14   徐泾镇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年) 

图 15   徐泾镇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16   徐泾镇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管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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