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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为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高品质建设生态强县，整体谋划

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精心擘绘“幸福汤旺”的新画卷，

高效实现县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水平开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县新征程，我县编制了《汤旺县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本规划是汤旺县未来 15 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活动的总依据，是编制乡镇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总遵循。

PREFACE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 认识汤旺 -

地处兴安之巅，山环水抱，峰峦云绕，伊春母亲河汤旺河的发源地。
汤旺是典型的低山、丘陵、森林城市，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要素资源齐全，为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汤旺奠定了良好的空间基础。

注：1. 规划空间范围不包括县域外林场
2. 本公示读本为征求意见稿，所有数据和内容以

最终批复为准

规划层次：县级行政辖区、中心城区

国土空间面积：21.42 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85.1%

常住人口：33245人

地区生产总值：15.19 亿元

规划期限：规划目标年到 2035 年，
近期规划到 2025 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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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背景

1.2 愿景定位

1.3 目标战略

01使命担当
科学制定规划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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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伊春市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忠实践行“五

大安全”战略定位，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内涵式、集约式、绿

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

进县域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地域特点、文化特色、

时代特征，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实施性，实现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战略引领、科学发展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人为本、品质发展

管控落地、高效治理

全域统筹、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营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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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背景

使命与责任

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汤旺县

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安全的森林生态城

提升生态旅游功能，加快黑龙江省生态强省、旅游强省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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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愿景定位

兴安明珠·生态夏都

中国生态旅游名镇

黑龙江省森林产业基地

伊春市活力新城

新时代全面展示生态文明建设优越性重要的县域样本、
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县域窗口

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

市域层面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国品牌森林食品之乡、绿
色产业基地

大小兴安岭两山实践标杆区、生态旅游示范县 ; 
黑龙江省休闲康养目的地

伊春北部核心城镇重要组成部分；伊春市产业绿色
转型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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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标战略

发展目标

发展战略

生态先行、两山实践，打造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态城

绿色创新、动能转换，探索林区转型升级的活力城

区域协同、全域旅游，构建深度协同合作的共享城

品质提升、彰显魅力，塑造宜居宜业宜养的幸福城

2025 年

生态保护格局基本建

立，区域协同发展框

架基本形成，宜居环

境和核心设施基本建

成

生态保护和森林价值

激活路径成为全国样

板，产业绿色转型发

展成为全省标杆

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宜

居、健康幸福城市典

范

2035 年 2050 年十四五期末 规划期末 建国一百年

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共保，打造“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区域碳权交易试点

旅游引领、多产联动，重点培育休闲、度假、康养、研学、运动等旅游产品

链入区域大交通，促进资源要素流入，推动跨境边贸合作，共建伊春全域旅游

统筹城乡发展，打造安全韧性、产城融合、人本共享、宜居幸福的中央活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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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2.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2.3 全域空间格局

2.4 全域产业布局

02区域协同
优化全域国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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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规划构筑“东西两屏，一心一带、六区联动”
的县域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总体格局

高松山 - 岩泉山 -
二龙山 - 小巨山 -
汤鸿沟西部生态
屏 障 和 大 清 顶
山 - 岭 北 山 - 熊
山 - 守虎山东部
生态屏障

县域发展极核，即汤旺县中
心城区，打造中央活力区，
强化县域功能集聚发展，承
担旅游服务功能，带动乌伊
岭镇协同发展。依托汤旺河
与城镇间交通道路承载汤旺
县产业经济与生态经济

依托汤旺河源头级自然保护区和小
兴安岭天然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形
成生态涵养保护区，依托乌伊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花岗岩石林国家
地质公园形成生态保护利用区，以
及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一个生态
农业试验区

六区联动一心一带东西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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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域空间格局

保护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巩固小兴安岭生态屏障

守护蓝色生态河流廊道

构建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

加强以高松山、岩泉山、二龙山山脉为核心的西部生态屏障和大清顶山、岭北山、
熊山等为核心的东部生态屏障整体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依托以县域内汤旺河、库尔滨河和乌云河三大水系为水网体系，串联重要生态
保护空间，提升生态系统连通性。

以县域内四大自然保护地为核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严格落实自然保护
区管控，维持区域内生态系统稳定健康。

保护“两屏三水四核心”的生态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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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域空间格局

打造林区特色的农业空间

打造“一带一区，四片多点”的林区特色农业空间格局

一带：沿汤旺河谷地打造小浆果特色产业带，以蓝莓为主，形成特色产业带，延伸生  
            产到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优势与特色鲜明。

一区：县域北部现代农业综合区。

四片：北部农林木耳生态农业片、西部农业养殖生态农业片、东部农林北药生态农业
            片和南部农林苗圃生态农业片。

多点：由特色种养殖基地、森林百草园、蓝莓种植基地和北药基地等多个产业园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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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域空间格局

建设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

集聚发展
经济发展和品质

提升并重

特色发展
品质提升为主

主中心（汤旺县中心城区）：中心集聚，提升能级，增强带动作
用

副中心（乌伊岭镇）：优化发展，补足设施短板，与中心城区形成
联动
林场：精明收缩，适度减小规模，提升服务和品质

建设“一主一副”的城镇中心体系，引导空间资源有效配置

往黑河

往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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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域产业布局

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

构建“543”产业体系，深耕四大产业发展领域

以生态资源为基础，发展旅游康养龙头产业，以森林食品北药、绿色加工，互联新兴
产业为支柱，构建“旅游引领、多产联动“的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固本革新
升维提质

业态更新
绿色转型

战略育新
科技孵化

提升
生态
旅游
产业

升级
绿色
生态
产业

培育
新型
产业

观光游览

出行服务

商旅接待

文化体验

特色商贸

旅游+康养

旅游+研学

旅游+度假

旅游+运动

旅游+文创

绿色矿产

特色种植养殖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

林木深加工

电子商务

智慧物流

林业碳汇

北红玛瑙

森林食品

北药制造

木工艺制品

旅游康养
龙头产业

森林食品北药
优势产业

绿色加工
特色产业

互联网
新兴产业

提质+扩容+育新

其他服务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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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全域生态要素保护利用

3.2 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

3.3 探索“两山”转化实施路径

3.4 实施生态空间整治修复

03生态优先
强化底线管控，推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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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全域生态要素保护利用

森林资源保护

水资源保护

湿地资源保护

矿产资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点保护小兴安岭山脉及其支脉上自然山
体，保护山体形态，修复山地植被；推进
天宝工程，加强公益林建设，改善森林结
构，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划定重要河湖水系和饮用水水源地控制
线，保护河道、水库、湖泊、饮用水源地、
行蓄洪区等空间，强化水资源生态管理保
护。

积极推进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恢复
等综合治理措施，扩大湿地面积，提高湿
地质量。

优化矿业结构和布局，合理划分开采区，
发展规模矿业、效益矿业和环保矿业，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全市矿业健康发展，
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保护为先，构筑生物多样性家园。不断提
高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力度，维护小兴安
岭生态链的自然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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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

3.3 探索“两山”转化实施路径

自然保护地名称 级别 保护内容

黑龙江伊春花岗岩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红松阔叶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
及天然花岗岩石

黑龙江省乌伊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温带森林沼泽湿地生态系统

汤旺河源头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水源涵养林

黑龙江小兴安岭天然樟子松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红松林、樟子松林

加强对 4 个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以自然恢复为主，分区分类开展自然生态系统修复，适
度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提高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

以“两山”为媒，把“生态 + 产业、生态 + 生活、生态 + 消费”作为生态产品化发展方
向，探索两山价值转换的新机制，畅通城乡共富的大通道，将汤旺县建设成为两山转化
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先行先试区。

全域大景区 全域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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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施生态空间整治修复

山林生态保护修复

湿地和水域生态保护修复

零星农地农户退出

实施零星破碎耕地生态退耕

引导零星分散居民点搬迁

小巨山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高松 - 岩泉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大清顶 - 熊山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森林功能修复

二龙山水土流失综合整治
高松山水土流失综合整治
大清顶山水土流失综合整治
岭北山水土流失综合整治

水土流失治理

汤旺河矿山环境综合整治
汤鸿沟北部矿山环境综合整治
大清顶山北部矿山环境综合整治

绿色矿山修复

汤鸿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

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治理

石林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汤旺河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乌伊河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通江河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汤旺河源头生态综合保护提升

湿地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

汤旺河源头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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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落实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4.2 突出农林特色供给

4.3 促进乡村（林场）振兴

4.4 实施乡村土地综合整治

创新驱动
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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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落实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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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突出农林特色供给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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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进乡村（林场）振兴

4.4 实施乡村土地综合整治

· 明确乡村地区规划指引

· 引导村庄（林场）分类有序布局

· 打造汤旺林区特色村区

· 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 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网络

· 保障三产融合发展空间

· 赋能乡村空间数智治理

以城带乡

提升品质

· 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继续推进农用地整理

·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

· 高效开展废弃土地复垦，适度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



5.1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5.2 打造幸福活力生活圈

5.3 营造优质居住空间

5.4 提升蓝绿空间品质

05以人为本
打造幸福宜居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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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打造幸福活力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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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短板、保基本、倡共建、提品质、惠城乡”为总体目标，构建多层级城乡生活圈体系。
将社区生活圈作为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5.3 营造优质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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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升蓝绿空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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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6.2 城乡特色风貌管控

6.3 冰雪特色空间塑造

06彰显魅力
塑造林都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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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重塑汤旺县文化价值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是目前
我国发现唯一一处类型最
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
最丰富的印支期花岗岩石
林地质遗迹。

保护历史文化核心资源

汤旺县历史文化景观资源
已经形成以汤旺石林及自
然资源为主，以东北康联
遗址、生物景观及地文景
观为主。

构建多样文化保护体系

构建多样的文化保护体
系，保护与宣传并存。其
中保护主要针对自然资
源、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
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吸引
游客，对外传承。

加强历史文管控与传承

划定城市紫线范围，按照
城市紫线管理规定严格管
控，保护文物古迹，保护
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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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乡特色风貌管控

构建城在山中、河在城中，城望山、山瞰城，林木文化
多元融合的山水城市特色风貌

加强特色风貌 加强对旧城特色风貌区、特色门户风貌区、核心公建风貌区、生态
宜居风貌区、都市产业风貌区五类特色风貌区的设计引导。

加强特色风貌 主城区中高强度开发建设，以多层和小高层建筑为主，其他组团以
低层和多层建筑为主。

开发强度控制 按照Ⅰ级低强度、Ⅱ级中低强度、Ⅲ级中强度建设分区进行控制，
推进县城绿色低碳建设。

加强特色风貌
重点对山边、水边、路边区域的建筑高度、建筑形态、城市天际线
等的引导控制。塑造与自然山水相融合，与道路尺度相协调，舒朗
平缓宜人的城市形象。

加强特色风貌
结合城市绿道、河道、城市主干路构建 5 条通风廊道，控制主要入
风口建设强度和建筑高度，形成利于通风与清洁空气流通的空间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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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冰雪特色空间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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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汤旺县冰雪品牌知名度

完善冰雪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

优先以汤旺河
石林为核心建
设 冰 雪 特 色
旅 游 景 区，
推动特色场地
建设，打造顶
级冰雪赛事平
台，以高端雪
场承办高端赛
事为龙头，进
一步提高汤旺
县冰雪品牌的
影响力和代表
性。

提高中心城区旅游接待能力，建设一批星级酒店、特色酒店和冰雪旅游集散
中心。打造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重点培育冰雪旅游特色节点，挖掘
本地特色冰雪旅游资源，打造一批冰雪旅游小镇、冰雪特色民宿、冰雪旅游
景区。



7.1 完善内外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7.2 建立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

7.3 健全绿色智能的市政设施体系

7.4 提升高效有力的防灾减灾体系

07安全韧性
完善基础设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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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完善内外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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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8.2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8.3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08精准传导
健全规划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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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8.2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8.3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35-



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规划》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7 日 - 2月 15 日，为期 

30 天。

社会各界可通过邮寄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邮寄地址：汤旺县汤旺河镇东风大街 102 号  汤旺县人民政府 汤旺县

自然资源局（邮编：153037）

电子邮箱：

（邮箱标题或信封封面请注明“汤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 

字样）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与汤旺县自然资源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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