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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①，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就

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确定不同

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

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

土空间②开发格局。这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有利于引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环境的空间均衡；有利于促

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制定实施有针对

性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和改善区域调控。 

本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

发〔2007〕21号）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

                                                        
 ① 功能区:是一个空间范畴，是指将一定区域确定为具有一般或特殊功能的特定地域空间单元，

如工业区、农业区、商业区、自然保护区等。主体功能区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主体功

能区规划，既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自然要素，又要考虑现有开发密度、发展潜力等经济要

素，是依托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综合评价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将特

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综合规划。 

② 国土空间：是指国家主权与主权管辖下的地区空间，是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包括陆地、

水域、内水、领海、领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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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甘政发〔2007〕86号）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战略性、基

础性和约束性的规划③，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人口规划、

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建设规

划、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以及交通、能源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等的重要依据。 

本规划范围为甘肃省行政区内全部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期限为

2020年。推进实现主体功能区是一项长期任务，实施中将根据形势

变化和评估结果适时调整修订。 

一、省域国土空间开发现状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位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

区三大自然区交汇处。省域介于东经 92°13′—108°46′和北纬 32°

11′—42°57′之间，地形呈狭长状。东与陕西毗邻，南与四川、青

海相连，西与新疆相接，北与宁夏、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并与蒙古国

接壤，处于我国蒙、维、藏、回四大少数民族地区结合部，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省现设 12个省辖市、2个自治州，86个县市

区，国土总面积为 42.58万平方公里④。2008年全省总人口 2628.12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240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9.3%。（见

附件 1：附图 1-1甘肃省行政区划图） 

                                                        
③ 战略性，指本规划是从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对未来国土空间开发做出的总体部署。 
基础性，指本规划是在对国土空间基本要素基本评价基础上综合编制的，是编制其他各类空间规

划的基本依据，是制定区域政策的基本平台。 
约束性，指本规划明确的主体功能区范围、定位、开发原则等，对各类开发活动具有约束力。 
④ 全省国土总面积 42.58万平方公里为行政勘界面积。本规划有关数据待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数据正式公布后，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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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状况 

1.地质地貌。甘肃处于众多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接带，主要大地

构造单元有北山褶皱带、阿拉善台隆、祁连山褶皱带、鄂尔多斯地

台、秦岭褶皱带和布尔汗布达褶皱带等。平均海拔高，大部分地区

地势普遍向北倾斜。最高海拔阿尔金山主峰 5798米，最低海拔文县

罐子沟白龙江谷地 550米，全省平均海拔 1000—3000米。全省大致

可分为陇南山地、陇中陇东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

山地和北山山地六大地形区。（见附件 1：附图 1-2甘肃省地形地貌

分布图） 

2.气候特征。甘肃以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为主，温差大、无霜

期短。全省分为 8 个气候区，陇南南部河谷北亚热带湿润区、陇南

北部暖温带湿润区、陇中南部冷温带半湿润区、陇中北部冷温带半

干旱区、河西走廊冷温带干旱区、河西西部暖温带干旱区、祁连山

高寒半干旱半湿润区和甘南高寒湿润区。全省平均年气温为 7.8℃，

各地年平均气温在 0—14.8℃，气温年较差在 20—34℃，日较差在 8

—16℃。气候干旱，降水量偏少，全省各地年降水量在 42-757毫米，

大致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河西为 157.9 毫米，河东为 481.9 毫

米。部分地区多大风，河西走廊年平均风速可达 2.1—4.5 米/秒，

局部地区大风日数达 30—70天。地表水份、光热等组合类型多样，

地域分异特征明显。（见附件 1：附图 1-3甘肃省气候区划分布图、

附图 1-4年甘肃省累年年均气温及降水量分布图）。 

3.水资源。甘肃地处黄河、长江和内陆河三大流域，分属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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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⑤。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89.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

源量 282.1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97.4%；纯地下水资源量 7.3

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2.6%。按流域划分，黄河流域多年平均

水资源总量为 127.8亿立方米，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44.1%；长江流

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00.4 亿立方米，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34.7%；河西内陆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61.3 亿立方米，占全省

水资源总量的 21.2%。（见附件 1：附图 1-5甘肃省水资源分布图） 

4.土地资源。甘肃是一个多山地高原、少平原川地的省份。按

地形划分，山地约占国土面积的 25.97%，高原约占 29.50%，川地约

占 29.61%，戈壁沙漠约占 14.99%。按土地类型划分，耕地约 5.4万

平方公里，约占 12.7%；森林约 6.36万平方公里，占 14.95%；草原

约 14.2万平方公里，占 33.35%；水域约 0.75万平方公里，占 1.76%。

复杂多样的地形及气候水热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土壤类型。全省由

东南向西北依次分为北亚热带森林土壤、暖温带森林土壤、森林草

原土壤、温带草原土壤、高原土壤以及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主的

高寒土壤类型区。（见附件 1：附图 1-6甘肃省土地利用现状图、附

图 1-7甘肃省森林资源分布图） 

5.矿产资源。甘肃是全国矿产资源相对富集的省区之一，河西

地区以黑色、有色金属及化工非金属矿产为主；中部地区是有色金

属及建材矿产的聚集区；陇南地区是有色金属和黄金的富集区。截

至 2008年，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78种（含亚矿种），矿产地 1123

                                                        
⑤ 三大流域 12个水系：黄河流域为黄河干流、洮河、湟水、泾河、渭河、洛河 6个水系；长
江流域为嘉陵江、汉江 2个水系；内陆河流域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哈尔腾河苏干湖 4个水
系。全省河流中年径流量大于 1亿立方米的河流有 7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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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现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110 种，其中镍、钴、铂族、硒矿、铸

型用粘土等 10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位，32 种居前五位，60 种居

前十位。（见附件 1：附图 1-8甘肃省主要矿产资源分布图） 

6.能源资源。甘肃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玉

门和长庆两个油区，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2.4亿吨；煤炭保有储

量 120 亿吨，主要集中在陇东及中部地区，少量分布于河西地区。

省内水能资源丰富，全省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 1205万千瓦，已

开发的水电总装机容量为 558万千瓦。风能资源理论储量 2.37亿千

瓦，技术可开发量 4000万千瓦。全省年日照时数 1700—3300小时，

太阳总辐射量约在 4800—6400兆焦/平方米，分布趋势自西北向东

南逐渐减弱，其中河西地区是全省太阳能最丰富地区，年太阳总辐

射量为 5800—6400 兆焦/平方米，具有开发建设大型风能、太阳能

基地的良好条件。 

7.植被分布。全省分属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中国—喜马

拉雅森林植物亚区、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和亚洲荒漠植物亚区等四个

植物亚区，受纬度、气候和地貌等自然因素影响，植被从南到北大

部分呈明显的纬度地带性分布。森林植被面积狭小，主要分布于祁

连山、陇南山地和甘南高原边缘山地的特定高度层带，林带以下为

草原或荒漠草原，林带以上为高山草甸、亚冰雪稀疏植被与高山冰

雪带。荒漠植被分布广泛，主要在河西地区、陇中北部和柴达木盆

地北部苏干湖流域。 

8.自然灾害。甘肃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灾害种类多，

区域性和季节性强，旱灾、暴洪、霜冻、冰雹、大风、沙尘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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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等自然灾害频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常有发生。气象、

地质灾害是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主要自然灾害。全

省4／5以上国土面积位于Ⅶ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区，地震活动分布广、

频度高、强度大、震害重。 

（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至 2000

年全省经济保持年均 9%以上的增长速度，提前四年实现了翻两番的

目标。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工业强

省战略，按照“四抓三支撑”总体工作思路，抢抓机遇，真抓实干。

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省实现总

体小康目标，进入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2000年至 2008年⑥，全省生产总值由 1052.9亿元增长到 3176.1

亿元，年均增长 10.8%，经济总量连续跨上 2000亿元和 3000亿元台

阶；人均生产总值由 4129元提高到 12110元，年均增长 10.6%。工

业增加值由 327.6亿元增长到 1221.7亿元，年均增长 12.7%。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441.4亿元增长到 1735.8亿元，年均增长 18.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 61.3 亿元增长到 265 亿元，年均增长

18.3%；财政支出由 188.2亿元增加到 965.4亿元，年均增长 23.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916.3元提高到 10969.4元，年均增长

                                                        
⑥ 根据国务院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本规划对省域国土空间开展综合评价采用 2008年数

据，为使相关数据相衔接，本规划中涉及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相应采用 200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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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428.7 元提高到 2723.8 元，年均增长

7.6%，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快、改革开放步伐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多的时期之一。 

（三）空间开发综合评价 

甘肃地域广阔，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版图形态，形成了极富特色

的甘肃省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区位独特，战略位置重要。甘肃毗邻蒙、维、藏、回等少

数民族聚集地区，连接新疆、内蒙、宁夏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及广

大藏区，在维护国土安全、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巩固边疆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甘肃是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和河西内陆河流域

的重要水源涵养补给区和生态屏障，对于保障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

全具有重要地位。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宝中和建设中的兰渝

等铁路干线贯穿全境，西兰、兰新、包兰、甘川、甘青等国道干线

公路交汇于我省，是连通内地、连接西北西南和通往新疆、西藏以

及中亚的交通枢纽和经济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土地广阔，适宜开发面积少。全省土地总面积和人均土地

面积，分居全国第七位⑦和第五位。根据 2008 年全省土地利用现状

变更调查，全省土地开发利用面积 26.39 万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

面积 25.4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55.90%；建设用地面

积 0.9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2.15%，全省土地利用率

58.02%。未利用土地 19.08 万平方公里中，戈壁沙漠等 15.09 万平

方公里，约占全省未利用土地面积 80%左右。受地形、气候、水资源

                                                        
⑦ 本段数据来源为 2008年甘肃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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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制约，全省可开发利用土地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可利用土

地面积小，后备土地资源有限。 

──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衡。甘肃是全国水资源缺乏和

最为干旱的省份之一。全省自产水资源量居全国第 29位，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耕地亩均水资源量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77 毫米，降水量时空分布

不均，河西内陆河流域为 130.4毫米，局部地区仅有 30—50毫米，

黄河流域为 463.0 毫米，长江流域为 599.4 毫米。黄河、长江、内

陆河三大流域水资源总量分别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44%、35%和 21%，

土地面积分别占全省的 32%、8%和 60%，人口分别占全省的 69%、13%

和 18%。全省水资源短缺和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2008

年全省需水量为 136亿立方米，供需缺口约 13亿立方米。 

──生态脆弱，系统功能退化。甘肃以高原性地质地貌为主，

自然条件严酷，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甘南高原水源涵

养功能降低，湿地面积减少，草场退化；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发

育，土地侵蚀，水土流失严重；陇南山地植被退减、自然生态修复

功能下降，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压力；河

西内陆河流域祁连山冰川萎缩、雪线上升，地下水位下降，沙漠和

沙尘源地扩大。土壤侵蚀严重，据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涉及全省 10个市州的 61个县市区，总面积达 11.80万平方公里。 

──类型多样，区域发展不平衡。甘肃自然环境类型多样、差

异大。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全省

经济布局主要在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地区，集中了全省 60%的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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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占全省总人口 60%的陇东陇南地区仅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30%左

右，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不对称，地区间发展水平和差距不断扩大。 

（四）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我省国土空间开发必须把握好以下趋势和挑战： 

一是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新挑战。我省是一个自然资源禀

赋条件较差的省份，水资源短缺、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有限、生态

环境脆弱是长期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资源原材料为

主的重型工业结构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加剧了资源“瓶颈”约束，严

峻的生态环境限制着资源的开发利用空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

资源保障支撑和生态环境约束的双重制约。 

二是面临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新要求。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不断推进，国家宏观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的继续

实施，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不

断改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同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低，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在扩大。在国家大力支持和自身努

力下，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努力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是我

省长期的重大任务。 

三是面临构建合理空间开发格局的新形势。我省正在加快推进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未来 5—10 年全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将进入快

速升级的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

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保障农产品供给、

产业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需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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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理扩大城市空间，增大生态用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用地结构，

进一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促进并形

成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 

二、全省主体功能区划分 

主体功能区划分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

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

空间开发单元。全省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

以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重要性、

自然灾害危险性、环境容量、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

达性及战略选择等综合评价为依据⑧，科学划分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 

（一）国家规划的四类主体功能区定位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

                                                        
⑧ 可利用土地资源评价。主要是通过对后备适宜建设用地的数量、质量、集中规模的分析，

评价一个地区剩余或潜在可利用土地资源对未来人口集聚、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承载能力。（见
附件 1：附图 3-1甘肃省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综合评价图） 
可利用水资源评价。主要是通过对本地及入境水资源的数量、可开发利用率、已开发利用数

量的分析，评价一个地区剩余或潜在可利用水资源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见附件 1：
附图 3-2甘肃省可利用水资源综合评价图） 
环境容量评价。主要是通过大气环境容量承载指数、水环境容量承载指数和综合环境容量现

状分析，评价一个地区在生态环境不受危害前提下可容纳污染物的能力。（见附件 1：附图 3-3
甘肃省环境容量综合评价图） 
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主要是通过对沙漠化、土壤侵蚀、土壤盐渍化等分析，评价一个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程度。（见附件 1：附图 3-4甘肃省生态系统脆弱性综合评价图） 
生态重要性评价。主要是通过水源涵养重要性、土壤保持重要性、防风固沙重要性、生物多

样性维护重要性、特殊生态系统重要性分析，评价一个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功能重要程度。（见
附件 1：附图 3-5甘肃省生态重要性综合评价图） 
自然灾害危险性。主要是通过干旱沙尘暴、洪涝灾害危险性、地质灾害危险性、地震灾害危

险性等气象地质灾害分析，评价一个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灾害损失的严重性。（见附件
1：附图 3-6甘肃省自然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价图） 
人口集聚度。主要是通过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强度的分析，评价一个地区现有人口集聚状态

的集成性。（见附件 1：附图 3-7甘肃省人口集聚度空间评价图）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主要是通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分析，评价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增长活力。（见附件 1：附图 3-8甘肃省地均生产总值水平地域分布图） 
交通优势度评价。主要是通过交通网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的分析，评价一个地

区现有通达水平的集成性。（见附件 1：附图 3-9甘肃省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图） 
战略选择评价。主要是通过综合评价，评估一个地区发展的政策背景和战略选择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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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龙头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

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

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

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

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

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关系农产品供给安全和较大范围生态安全的区

域。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

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有

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

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层面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

公园。省级层面的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

区域、基本农田以及其他省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确定的禁止开发区

域。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

素对自然生态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覆盖我省的区域 

1.进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地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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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了 18个重点开发区域，其中我省天水的部分地区划入国家关中

—天水重点开发区域范围，兰州和白银划入国家兰州—西宁重点开

发区域范围。 

2.进入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地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共

划分为“七区二十三带”农产品主产区和 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其中我省河西农产品主产区纳入甘肃新疆主产区范围；甘南黄河重

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长江

上游“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陇东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

划入国家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1）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甘肃新疆主产区。其中包括甘肃河

西绿洲农业带。 

（2）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

区。范围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玛曲县、

碌曲县、夏河县 6 个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县、和政县、康

乐县、积石山县 4个县，总面积 3.3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55.5万

人。 

（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

区。范围涉及甘肃、青海 2省，共计 14个县 1个特别区，面积 18.52

万平方公里，人口 240.7万人。其中甘肃为 10个县和 1个特别区，

包括兰州市的永登县，武威市的天祝县、古浪县、民勤县 3 个县，

金昌市的永昌县，张掖市的肃南县（不包括北部区块）、民乐县、

山丹县 3 个县和中牧山丹马场特别区，酒泉市的肃北县（不包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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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区块）、阿克塞县 2个县。 

（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范

围涉及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 5省市，共计 45个县市区和

神农架林区，面积 14万平方公里，人口 1500.4万人。其中甘肃省 7

个县（区），包括陇南市的武都区、康县、文县、宕昌县、两当县 5

个县（区），甘南州的迭部县、舟曲县 2个县。 

（5）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

功能区。范围涉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 4个省区，共计 45个县

市区，总面积 11.2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85.6 万人。其中甘肃省 9

个县，包括庆阳市的庆城县、环县、华池县、镇原县 4 个县，平凉

市的庄浪县、静宁县 2个县，天水市的张家川县，定西市的通渭县，

白银市的会宁县。 

 3.进入国家禁止开发区域的各类保护区。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

规划，我省进入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名录共计 45处，面积约 53903.7

平方公里⑨。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处，面积 47874.01平方公

里；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2 处，面积 459.7 平方公里；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3处，面积 679.3平方公里；国家森林公园 21处，面积 4344.02

平方公里；国家地质公园 4处，面积 546.6平方公里。 

（三）我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本要求 

根据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我省主体功能区划分

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依据资源环境

                                                        
⑨ 由于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相互之间有

交叉，此数据中未扣除交叉重复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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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能力综合评价，进行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分；二是国家层面

四类主体功能区不覆盖全部国土，省级层面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省

域国土空间全覆盖划分；三是与国家层面主体功能区确定的相同类

型区域数量、位置和范围相一致，给合省域实际，划分和确定省级

层面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四是通过建立并实施评价和考核机制，

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范围、数量进

行动态调整。 

按照国家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方向的定位，优化开发区域主要集

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我省依据省域国土空间综合评价结果，基

于国土空间开发现状和强度，总体上划分为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

禁止开发三类区域。全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分类关系如下： 

──按开发方式：分为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区

域。 

──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

功能区三类地区。 

──按规划层级：分为国家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

域，省级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 

──按提供产品：重点开发区域以提供工业和服务产品为主，

相应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⑩；限制开发区域的农产品主产区以提供

农产品为主，相应提供生态和服务产品及一定的工业品；限制开发

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相应

                                                        
⑩ 生态产品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护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

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等。生态产品与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一样，都是

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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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定的农产品、服务产品和工业品。 

全省主体功能区分类示意图 

（四）全省三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 

按照省域国土空间全覆盖，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相邻省

区规划确定的相同类型区域数量、位置和范围上相一致的要求，全

省 86 个县级行政区和嘉峪关市共 87 个作为基本评价单元，依据区

域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分析评价，主体功能区共

划分 6个重点开发区域、4个限制开发农产品主产区、7个限制开发

重点生态功能区、191处点状禁止开发区域。（见附件 1：附图 2-1

甘肃省三类主体功能区划分总图，表 2-1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基本情

况）

按开发方式 按开发内容 按层级 主体功能 其他功能 

重点开发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 

城市化地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国家和省级

层面 

 

国家和省级

层面 

 

国家和省级

层面 

 

提供农产品 

提供工业品和

服务产品 

提供生态产品 
提供农产品和服务

产品及工业品 

提供生态产品和服

务产品及工业品 

提供农产品和生态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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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基本情况（2008年） 

土地面积 人口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平方公里）

占全省

比重（%） 
（万人） 

占全省

比重（%）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元） 

为全省人 

均水平（%）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全省 425835.7 100 2628.12 100 3176.11 100 12110 100 1221.66 100 

一、重点开发区域 48102.76 11.30  925.13 35.20 2000.62 62.99 21625.29 178.57  867.32 71 

二、限制开发区域 377732.94 88.70  1702.99 64.8 1175.49 37.01 6902.51 57.00  354.34 29 

其中:农产品主产区 110112.99 25.86  819.81 31.19 539.76 16.99 6583.96 54.37  142.04 11.62 

     重点生态功能区 267619.95 62.84  883.18 33.61 635.73 20.02 7198.19 59.44  212.3 17.38 

三、禁止开发区域
*
 （75843.34） 17.81  （74.60） 2.84  （181.63） 5.72 （24347.18） 201.05 —— ——  

禁止开发区域* ：是指点状分布在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中的各类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

地质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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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开发区域。全省 6个重点开发区域覆盖 24个县市区。行

政区面积 4.8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1.3%；扣除基本农

田面积后为 4.0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的 9.46%。重点开发区域 2008

年人口 925.13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5.2%；经济总量 2000.62

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62.9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867.32亿元，

约占全省的 71.0%，人均生产总值 21625.29元，为全省人均水平的

1.79倍。（见表 2-2甘肃省重点开发区域范围，表 2-3甘肃省重点

开发区域基本情况） 

表 2-2    甘肃省重点开发区域范围 

区   域 范   围 数量 

1.兰州—西宁区域： 

兰白（兰州—白银）地区 

兰州市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

区、西固区、红古区、皋兰县、榆

中县，白银市的白银区、平川区 

9 

2.关中—天水区域： 

天成（天水—成县、徽县）地区 

天水市的秦州区、麦积区，陇南市

的成县、徽县 
4 

3.酒嘉（酒泉—嘉峪关）地区 酒泉市的肃州区，嘉峪关市 2 

4.张掖（甘州—临泽）地区 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 2 

5.金武（金昌—武威）地区 金昌市的金川区、武威市的凉州区 2 

6.平庆（平凉—庆阳）地区 
平凉市的崆峒区、华亭县、泾川县，

庆阳市的西峰区、宁县 
5 

 合  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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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甘肃省重点开发区域基本情况（2008年） 

  土地面积 人口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平方公里）
占全省

比重（%） 
（万人） 

占全省

比重（%）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元） 

为全省

人均水

平（%）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全省 425835.7 100 2628.12 100 3176.11 100 12110 100 1221.66 100 

1.兰白地区 10688.21 2.51 330.34 12.57 973.17 30.64 29459.65 243.27  392.82 32.16 

2.天成地区 10234.83 2.4 167.31 6.36 184.78 5.82 11044.17 91.20  60.2 4.93 

3.酒嘉地区 4577.2 1.08 57.29 2.18 221.79 6.98 38713.56 319.68  125.75 10.29 

4.张掖地区 6390.74 1.5 65.1 2.48 100.57 3.16 15448.54 127.57  27.17 2.22 

5.金武地区 7967.37 1.87 121.33 4.62 309.85 9.76 25537.79 210.88  174.29 14.27 

6.平庆地区 8244.41 1.94 183.76 6.99 210.46 6.63 11452.98 94.57  87.09 7.13 

合计 48102.76 11.3 925.13 35.2 2000.62 62.99 21625.29 178.57  867.3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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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开发区域。全省限制开发区域共划分为 4 个农产品主产

区和 7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 63个县市区，面积 37.77万平方公

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88.70%。限制开发区域 2008 年人口

1702.99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64.8%；经济总量 1175.49亿元，

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37.01%。其中: 

(1)农产品主产区划分为 4 个区域,覆盖 26 个县市区, 面积

11.01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25.86%。限制开发农产品主

产区 2008年人口 819.81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1.19%；经济总

量 539.76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16.99%；人均生产总值 6583.96

元，为全省人均水平的 54.37%；粮食产量 287.55万吨，约占全省粮

食总产量的 32.36%。(见表 2-4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

范围，表 2-5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基本情况) 

表 2-4    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范围 

类 型 区 范          围 数量 

1.沿黄农业产业带 临夏州的临夏市、永靖县，白银市的景泰县、靖远县 4 

2.河西农产品主产区 
张掖市的高台县、肃南县北部区块

*
，酒泉市的金塔县、、

玉门市、瓜州县 
4 

3.陇东农产品主产区 庆阳市的合水县、正宁县，平凉市的灵台县、崇信县 4 

4.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 

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陇西县、渭源县、漳县、

岷县，天水市的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清水县，

陇南市的西和县、礼县，临夏州的广河县、东乡县 

14 

 合   计 26 

*肃南县北部区块作为肃南县级行政单元的部分地区，不作为独立评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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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基本情况（2008年） 

土地面积 人口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粮食产量 

  
（平方 

公里） 

占全省 

比重 

（%） 

 （万人） 

占全省 

比重 

（%）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 

（元） 

为全省

人均水

平（%）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 

（万吨） 

占全省 

比重 

（%） 

全  省 425835.7 100 2628.12 100 3176.11 100 12110 100 1221.66 100 888.5 100 

1.沿黄农业产业带 13091 3.07 111.37 4.24 101.71 3.2 9132.62  75.41  27.06 2.21 41.89 4.71 

2.河西农产品主产区 57897.81 13.6 60.68 2.31 162.57 5.12 26791.36  221.23  73.03 5.98 25.34 2.85 

3.陇东农产品主产区 7089.22 1.67 71.75 2.73 49.26 1.55 6865.51  56.69  9.64 0.79 38.31 4.31 

4.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 32034.96 7.52 576.01 21.91 226.22 7.12 3927.36  32.43  32.31 2.64 182.01 20.49 

合  计 110113 25.86 819.81 31.19 539.76 16.99 6583.96  54.37  142.04 11.62 287.55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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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分为 7个区域，覆盖 37个县市区,面积

26.7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62.84%。限制开发重点生态

功能区 2008年人口 883.1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3.61%；经济

总量 635.73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20.02%；人均生产总值

7198.19元，为全省人均水平的 59.44%。(见表 2-6甘肃省限制开发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表 2-7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

态功能区基本情况)  

表 2-6   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类型区 范         围 数量 备注 

1.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

生态功能区 

甘南州的合作市、夏河县、碌曲县、玛

曲县、卓尼县、临潭县，临夏州的临夏

县、和政县、康乐县、积石山县 

10 

2.长江上游“两江一水”

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

性生态功能区 

陇南市的武都区、宕昌县、文县、康县、

两当县，甘南州的迭部县、舟曲县 
7 

3.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

生态功能区 

酒泉市的阿克塞县、肃北县（不包括北

部区块），张掖市的肃南县（不包括北

部区块）、民乐县、山丹县，金昌市的

永昌县，武威市的古浪县、天祝县，兰

州市的永登县和中牧山丹马场特别区 

9 

4.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

理区 
武威市的民勤县 1 

5.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

产保护区 
酒泉市的敦煌市 1 

6.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庆阳市的庆城县、镇原县、环县、华池

县，平凉市的庄浪县、静宁县，白银市

的会宁县，定西市的通渭县，天水市的

张家川县 

9 

7.肃北北部荒漠生态保护

区 
肃北县北部马鬃山镇  

 合  计 37 

肃北北

部马鬃

山镇作

为肃北

县级行

政单元

的部分

地区， 

不作为

独立评

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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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情况（2008年） 

土地面积 人口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平方公里）

占全省 

比重 

（%） 

（万人） 

占全省 

比重 

（%）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 

（元） 

为全省

人均水

平（%） 

（亿元） 

占全省 

比重 

（%） 

全  省 425835.7 100 2628.12 100 3176.11 100 12110 100 1221.66 100 

1.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

生态功能区 
33031.24 7.76 154.1 5.86 65.66 2.07 4260.87  35.18  10.15 0.83 

2.长江上游“两江一水”

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

性生态功能区 

25060.01 5.88 145.35 5.53 62.61 1.97 4307.53  35.57  7.69 0.63 

3.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

生态功能区 
107352.84 25.21 184.05 7 210.89 6.64 11458.30 94.62  74.58 6.11 

4.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

理区 
15835.15 3.72 30.2 1.15 28.79 0.91 9533.11 78.72 5.04 0.41 

5.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

产保护区 
26718.15 6.27 18.29 0.7 36.39 1.14 19896.12 164.29 4.58 0.38 

6.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32722.56 7.68 350.97 13.36 230.53 7.26 6568.37  54.24  110 9 

7.肃北北部荒漠生态保护

区 
26900 6.32 0.22 0.01 0.86 0.03 39090.91 322.80 0.26 0.02 

合   计 267619.95 62.84 883.18 33.61 635.73 20.02 7198.19  59.44  212.3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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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状开发的城镇。对于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县级政府所

在地，如敦煌市、会宁县等 63 个县城的城区规划区，以及 42 个重

点建制镇，将作为限制开发区域内城镇建设、人口聚集和适宜产业

发展的地区进行据点式开发和布局。（见表 2-8 点状开发的城镇单

一功能区名录，附件 2：附表 1限制开发区域内县级政府所在地城区

基本情况表） 

表 2-8点状开发的城镇单一功能区名录 

所在 

行政区 
县城所在地城区规划区 数量 重点建制镇 数量 

兰州市 永登县 1 永登县连城镇 1 

金昌市 永昌县 1 永昌县河西堡镇、朱王堡镇 2 

白银市 靖远县、景泰县、会宁县 3 
靖远县北湾镇、景泰县喜泉

镇、会宁县河畔镇 
3 

天水市 
甘谷县、秦安县、武山县、清

水县、张家川县 
5 武山县洛门镇、秦安县西川镇 2 

武威市 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 3 
民勤县红沙岗镇、古浪县土门

镇、大靖镇，天祝县打柴沟镇 
4 

张掖市 
山丹县、肃南县、民乐县、高

台县 
4 
高台县南华镇、山丹县位奇

镇、民乐县六坝镇 
3 

酒泉市 
玉门市、金塔县、瓜州县、肃

北县、阿克塞县、敦煌市 
6 

金塔县东坝镇、瓜州县柳园

镇、敦煌市七里镇、玉门市老

市区 

4 

平凉市 
灵台县、崇信县、静宁县、庄

浪县 
4 

庄浪县南湖镇、崇信县新窑

镇、静宁县威戎镇、灵台县什

字镇 

4 

庆阳市 
庆城县、环县、华池县、合水

县、正宁县、镇原县 
6 
庆城县驿马镇、环县曲子镇、

镇远县孟坝镇 
3 

定西市 
安定区、临洮县、陇西县、通

渭县、渭源县、漳县、岷县 
7 

安定区巉口镇、陇西县文峰

镇、通渭县马营镇、渭源县会

川镇、临洮县中铺镇 

5 

陇南市 
武都区、宕昌县、康县、文县、

西和县、礼县、两当县 
7 

武都区安化镇、文县碧口镇、

礼县盐官镇、宕昌县哈达铺

镇、康县阳坝镇 

5 

临夏州 

临夏市、永靖县、临夏县、康

乐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

县、积石山县 

8 

临夏市折桥镇、临夏县新集

镇、广河县三甲集镇、和政县

松鸣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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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 

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

曲县、迭部县、玛曲县、碌曲

县、夏河县 

8 
临潭县冶力关镇、碌曲县郎木

寺镇 
2 

 合    计 63 合    计 42 

3.禁止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包括 191 处点状分布国家和省

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基本农田。其中：国家和省级自然

保护区 54 处；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2 处；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23

处；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 82 处；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 21 处；国家

和省级湿地及湿地公园 9 处；基本农田 3.857 万平方公里（5785.5

万亩）11。禁止开发区域总面积 7.58万平方公里12，约占全省总面积

的 17.81%。禁止开发区域 2008年人口 74.6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

的 2.84%，经济总量 181.63 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5.72%。禁

止开发区域是呈点状分布的生态功能区和珍稀动植物资源保护地，

也是我省自然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区域。 

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贯彻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甘肃实际相结

合，突出区域主体功能导向，转变发展方式，立足近期、谋划长远，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通过持续不懈的长期

努力，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

                                                        
11 基本农田：按国家四类功能区划分的原则，基本农田属禁止开发区域。鉴于基本农田点状
分布于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中。在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仅以总量控制指标来

进行规划。 
12 不含基本农田面积，并扣除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
质公园之间的相互交叉重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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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谐相处、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区域发展新

格局。 

依据上述指导思想，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立足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引导人口与经济在省域空间合理分布，逐步实现不同区域

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坚持尊重自然。依据水、土地等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

立足区域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集约利用空间资源和实施重点有限

开发，引导产业相对集聚发展，促进人口相对集中居住和合理转移，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功能导向。发挥区域主体功能，妥善处理好局部与全

局、开发与发展、政府与市场、行政区与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与

其他功能以及各类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坚持有限开发、集约开

发，分类指导，分层次推进，积极引导不同区域科学发展。 

──坚持优化布局。按照生活、生态和生产的顺序调整空间结

构，扩大城市居住空间和绿色生态空间，合理减少农村居住空间，

稳定耕地总面积，确保基本农田不减少，保护水域、湿地和林地，

适度扩大服务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空间。 

──坚持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区域发展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支持发展基础雄厚和条件较好地

区加快发展，重视生态脆弱和条件较差地区的协调发展，通过发展

特色经济、人口转移、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途径，逐步实现经济布

局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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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策引导。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明确不同的发

展方向和基本要求，制订并实施分类指导的政策和有效的空间管制

措施，促进省域国土空间的科学合理、有序协调开发。 

（二）主要目标 

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到 2020年的主要目标是： 

──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以重点开发区域为主体和限制

开发区域节点城市为补充的城市化布局基本形成，以限制开发区域

为主体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形成，禁止开发区域

和基本农田得到切实保护。 

──国土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点占地面积减少到

4260 平方公里，工矿建设空间适度增加，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6460

平方公里（6969万亩），基本农田保持在 38167平方公里（5725万

亩）以上13。绿色生态空间扩大，湿地得到有效保护，林地面积扩大

到 102204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8%以上。 

──空间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人口集中度和经济集聚度进一步

提高，城市化地区空间人口密度达到 4500人／平方公里，城市空间

单位面积产出大幅提升。单位耕地面积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提

高 12%以上。单位绿色生态空间蓄积的林木、涵养的水源等数量增加。 

──城乡及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各类主体功能区域间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到 3倍左右，基本实现城乡和地区间医疗、

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提高，

                                                        
13 数据依据国务院批准的《甘肃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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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草原退化、沙漠化、耕地盐碱化、湿地退

化等得到遏制，水、空气、土壤等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

样性得到切实保护，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万元生产总值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国家要求，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

准的天数超过 85%，主要河流控断面好于Ⅲ类的比例达到 80%以上，

自然灾害防御水平进一步提高。 

甘肃省国土空间开发规划预期目标 

指    标 2008年 2020年 

人口(万人) 2628.12 2850 

城镇化率(%) 32.15 ＞50 

空间开发强度（%） 2.29 2.50 

城市空间(平方公里)  1350 1940 

农村居民点（平方公里） 4303 4260 

耕地保有量（平方公里） 46237 46460 

基本农田（平方公里） 38570 38167 

林地面积（平方公里） 98900  102204 

森林覆盖率（%） 13.42 ＞18 

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21993 26189 

（三）战略布局 

为实现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遁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自然属性，积极

构建省域国土空间开发“三大战略格局”。 

──构建“一横两纵六区”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西陇

海兰新经济带为横贯全省的横轴，以呼包银—兰西拉经济带、庆（阳）

—平（凉）—天（水）—成（县）徽（县）—武都经济带为两条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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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加速推进形成兰白（兰州—白银）、酒嘉（酒泉—嘉峪关）、

张掖（甘州—临泽）、金武（金昌—武威）、天成（天水—陇南成

县、徽县）、平庆（平凉—庆阳）等六大组团式城市化发展格局。

（见附件 1：附图 2-2“一横两纵六区”重点开发区域分布图） 

──构建“一带三区”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围绕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和现代农业，推进沿

黄农业产业带发展的新跨越，实现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现代农业发

展的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重点旱作农业区特色农业新发展，提高

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见附件 1：附图 2-3“一带三区”

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分布图） 

──构建“三屏四区”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三大屏

障”：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为重点，构建黄河上游

生态屏障；以“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为重点，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

能区为重点，构建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四大区域”：以敦

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区、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陇东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肃北北部荒漠生态保护区

为重点，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三屏四区”等生态保护区

为重点，构建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保障区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见

附件 1：附图 2-4“三屏四区”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

图）  

展望未来，到 2020 年全省主体功能区基本形成之时,省域国土

空间功能更加清晰，经济和人口布局更加合理。“一横两纵六区” 为

主体的城市化格局初步形成，产业集聚发展，人口集中居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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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更加集约高效，城市整体功能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一带三

区”为主体的特色农业得到巩固和加强，“三屏四区”为主的生态

安全和保护进一步增强，农业和生态功能区人口进一步向城市化地

区有序转移，初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地区水源涵养、防风

固沙、水土保持、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的功能大大提升，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重点开发区域：“一横两纵六区”城市化地区 

坚持把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作为省域国土开发的重要任务，实施

“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引

导人口和产业相对集中分布，经济相对集中布局，走空间集约利用

的发展道路，着力构建“一横两纵六区”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化战略

格局，优化空间开发结构。 

──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特色优势

产业为支撑、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突出各自特色，加强优势互补，

强化区域和区际联系，增强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形成若干产业高地，

进一步壮大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使之成为集聚经济和人口、参与

国家产业分工和支撑全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体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的发展方向。发挥区域综合优势，提升产业

创新能力，促进要素集聚，加快建设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支柱；进

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口集聚能力，建

设生态宜居城市；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和辐射作用，加速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优势产业融合，培育和发展新兴

产业，构建优势产业集群，壮大经济规模；发展都市农业、城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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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观光农业，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加快区内资源整合，推动

资源有效节约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布局并突出产业园区

建设，改善投资创业环境，积极承接产业和人口转移。 

──重点开发区域的主要目标。到 2020年，全省重点开发区

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75%以上，人口占全省的 50%左右，城

市化率达到60%以上，城市化地区空间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4500

人以上；研究开发支出占重点开发区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全

省水平；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水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  

（一）国家重点开发区域 

1.兰州—西宁区域的兰白（兰州—白银）地区 

该区域为国家兰州—西宁重点开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

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中段和黄河沿岸，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兰

渝铁路和国主干线高速公路等主要交通通道交汇于此。范围包括兰

州市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皋兰县、榆

中县，白银市的白银区、平川区。面积 10688.21平方公里，约占全

省国土总面积的 2.51%。2008年该区域人口为 330.34万人，约占全

省总人口的 12.57%；地区生产总值为 973.17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

为 392.82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30.64%和 32.16%。（见附件 1：附图

2-5兰州—西宁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兰白地区分布图） 

功能定位： 

全省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带动全省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

化发展的龙头地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西陇海兰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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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重要支点，西北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区域性金融中心，西部重

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新材料、新

能源、水电、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区域性的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和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区；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和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 

发展方向： 

──依托西陇海兰新经济带和呼包银—兰西拉经济带“十字”

轴线，突出兰州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抓住白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

机遇，强化兰（州）—白（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建设兰州新

区和白银工业集中区，拓展城市空间，调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

区布局和产业发展，促进资源要素聚集，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加

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

区内产业和人才聚集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西部石油化工、

有色冶金工业基地的地位，努力实现重化工业、新材料工业、新能

源、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生态农业、旅游和现代服

务业等产业的新跨越，推进跨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参与国家产业分

工和区域竞争。 

──突出兰州交通枢纽和西北商贸物流中心的地位，着力构建

连接内地沿海、沟通西北西南、支持西藏发展、面向中亚的我国西

部现代商贸物流业发展的战略格局，打造西部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 

──统筹规划建设区内交通、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

构建完善、高效以及区域一体、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加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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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统筹规划水资源、耕地、林地保护，扩大城市

绿色空间，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环境质量。 

2.关中—天水区域的天成（天水—成县、徽县）地区 

该区域毗邻陕西关中平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关中—天水经济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地缘经济文化联系。该区域范围包

括天水市的秦州区、麦积区和陇南市的成县、徽县。面积 10234.83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2.40%。2008 年该地区人口为

167.31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6.36%；地区生产总值为 184.78亿

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60.20 亿元，分别占全省生产总值和工业增

加值的 5.82%和 4.93%。（见附件 1：附图 2-6关中—天水国家重点

开发区域天成地区分布图） 

功能定位： 

甘肃东部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西陇海兰新经济带

上的重要节点城市，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有色金属资源开

发加工基地、历史文化旅游胜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参与

区域合作、承接人口转移、支撑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发展方向： 

──完善天水—关中、天水—平凉—庆阳发展主轴，强化天成

（天水—成县、徽县）地区的经济联系，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城市

功能，增强区域联合和协调发展，承接陇东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构

建东部四市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突出天水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东西交通通道和南北

交通、能源通道建设，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优化城镇布局，扩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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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模，促进产业集聚，承接人口转移。 

──以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风力发电设备为重点，

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形成与周边地区相互配

套的产业结构，打造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提高铅锌等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天水国家循环产

业集聚区的形成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以“羲皇故里”华夏始祖文化根

脉为主体，以陇南绿色文化旅游为重点，培育发展人文旅游、生态

旅游，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和整合。加强跨省区、跨地区旅游线路的

合作，连接西安、九寨沟、平凉崆峒山等周边旅游线路，促进文化

旅游产业的发展。 

──发挥区位和地缘经济的优势，加强与关中经济区、成渝经

济区以及与平庆经济区的联合与协作，整合资源，参与区域分工和

竞争，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二）省级重点开发区域 

3.酒嘉（酒泉—嘉峪关）地区 

酒嘉经济区地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西段，西连新疆，南邻

青海，北与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相接。该区域范围包括酒泉市的

肃州区、嘉峪关市。面积 4577.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1.08%。2008年该地区人口为 57.29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18%；

地区生产总值为 221.79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125.75 亿元，分

别占全省的 6.98%和 10.29%。（见附件 1：附图 2-7重点开发区域酒

嘉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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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 

国家重要的新能源、冶金和石化基地，国家航空航天基地，西

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丝绸之路黄金旅游线极具影响

的旅游胜地，全省特色农产品加工、外来资源落地加工基地，带动

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发展方向： 

──以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为重点，加快城市资源和各类

要素整合，统一规划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人

口和产业集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改造提升冶金、石化等优势产业，加快新能源产业建设步

伐。以酒嘉煤电基地建设和“陆上三峡”风电基地建设为契机，积

极推进能源和资源加工产业融合，大力发展煤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核能产业及风电装备制造业、矿产资源加工业。围绕特色农产

品，做精做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制种等优势产业，提高集约化水

平。 

──突出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依托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关城、

酒泉航天城等国际级旅游品牌，整合旅游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区建

设与保护，加强工业和城市“三废”治理，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

生态公益林、防风固沙、荒漠造林、封滩育林等生态建设工程。 

──加快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地缘和交通优势，强化配套设施

建设，扩大区际间合作，承接中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外来资源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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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构建面向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

以及中亚的陆路口岸，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4.张掖地区（甘州—临泽） 

该地区位于我省河西走廊中心地带，南与青海相邻，北与内蒙

古自治区相接，具有明显的区位、交通和水资源、矿产资源优势。

该区域范围包括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面积 6390.74平方公里，

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1.5%。2008年该区域人口为 65.10万人，约

占全省总人口的 2.48%；地区生产总值为 100.57亿元，其中工业增

加值为 27.17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3.16%和 2.22%。（见附件 1：附

图 2-8重点开发区域张掖地区分布图） 

功能定位： 

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矿产资源和重要农产品

加工基地，陇海兰新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和经济通道，文化旅游重

镇，现代农业、节水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集聚经济和人

口的重点城市化地区。 

发展方向： 

──发挥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区位优势，以现有城市为基

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市集聚人口、产业能力，提升区域

交通枢纽和经济通道功能。 

──充分利用农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推进各类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带发展，建设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提高农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为依托，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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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钼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及精深加工；以区域内旅游资源为依

托，大力发展生态、历史文化等特色旅游业，积极培育新的支柱产

业和经济增长点。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快黑河二期

治理，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以水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探索节

水型产业及城市生活节水新模式，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

和有效保护，建设高效的节水型社会。 

5.金武（金昌—武威）地区 

该区域位于我省河西走廊东段，范围包括金昌市的金川区、武

威市的凉州区。面积 7967.37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1.87%。2008 年区域人口 121.33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4.62%；

地区生产总值为 309.85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174.29 亿元，分

别占全省的 9.76%和 14.27%。（见附件 1：附图 2-9重点开发区域金

武地区分布图） 

功能定位： 

国家镍钴、铂族贵金属生产及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国家新材料

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区，河西走廊重要的交通枢纽，特

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历史和民族文化旅游重镇，带动区域城市化和

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地区。 

发展方向： 

──发挥区内产业带动和城市服务功能的互补作用，发挥区域

中心城市和大中型企业的带动作用，着力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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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镍钴生产和稀贵金属提炼加工基地的基础地位，不断

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后续产业，形成镍钴铜精深加工、粉体材

料、金属盐化工和稀贵金属新材料等产业链，打造国家重要的新材

料基地。以循环经济发展为主线，依托资源优势和大型企业，做大

做强化工产业，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充分发挥绿色农产品生产优

势，发展壮大酿造、食品等特色加工业。 

──保护区内耕地，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加强水资源集约利用，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强资源的综

合利用和水资源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 

6.平庆（平凉—庆阳）地区 

该地区位于甘肃东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接处，具有丰富的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组成部分。该区域范

围包括平凉市的崆峒区、华亭县、泾川县，庆阳市的西峰区、宁县。

该区域面积 8244.41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1.94%。2008

年区域人口为 183.76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6.99%；地区生产总

值为 210.46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 87.09 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6.63%和 7.13%。（见附件 1：附图 2-10重点开发区域平庆地区分布

图）  

功能定位： 

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化工基地，甘肃东部重

要的城市化、工业化地区，区域性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特色农

畜产品加工和出口基地，文化（民俗）产业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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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胜地，支撑全省经济发展和参与区域竞争的新兴工业化地

区。 

发展方向： 

──围绕我省东部四市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南北交通通道建设，

构建天（水）—平（凉）—庆（阳）经济发展轴线，形成以三市城

市规划区为核心和周边其他城市为节点城镇化发展格局。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服务功能，着力培育和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

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 

──依托资源优势，拓展煤电、石油等特色产业链条，建设陇

东传统能源综合利用基地。加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勘探开

发力度，积极发展能源化工后续产业。发挥果、菜、草、畜以及小

杂粮特色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的优势，促进出口型农产品加工业

的集聚发展。 

──整合旅游资源，发挥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旅游等资

源优势，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积极推进陕甘宁、关中—

天水等跨区域的旅游合作，加快旅游业发展。 

──加大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促进节

水型社会建设。 

五、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 

限制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

展，统筹开发与治理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

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有序转移，使其成为保障农产品安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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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地，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的发展方向：依据功能定位和开发方向，限制开

发区域划分为“一带三区”的农产品主产区和“三屏四区”的重点

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以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为重点，切实保护耕地，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重点生

态功能区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为首要任务，增强水源涵养、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的能力，保护水生生物资源。  

正确处理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与能源资源开发的关系，在不影

响区域主体功能的前提下，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布局能源

和矿产资源开发，适度发展旅游、农林产品加工以及其他生态型产

业。对限制开发区内的 63 个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及 42 个重点建制

镇实行点状开发，科学界定城镇规模和产业布局，引导人口、产业

适度集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一带三区”农产品主产区 

“一带三区”是指沿黄农业产业带、河西农产品主产区、陇东

农产品主产区、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涉及全省 26个县市区，总面

积 110112.99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5.86%；其中耕地面

积 18451.9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4.1%；总人口 819.81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1.19%。要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严

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改善生产条件，推动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

供给。 

功能定位：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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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基本农田按禁止开发区域要求进行管制，控制不合理的土地

资源开发活动，加强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

业资源开发方式，优化结构、增加产量、提高品质，推进优势产业

向优势产区集中，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提高保障农产品

供给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装备水平，推广旱作

农业和灌溉农业节水技术等先进适用农业生产技术，提升人工增雨

（雪）和防雹作业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发展与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拓宽非农

就业空间和增收领域；合理确定区域内中小城市和城镇功能定位，

优化城镇规模和结构，发挥中小城镇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

引导城镇有序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1.沿黄农业产业带 

沿黄农业产业带包括临夏州的临夏市（除城区）、永靖县（除

县城），白银市的景泰县、靖远县（除县城）。总面积 13091 平方

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3.07%。2008年，区域总人口 111.37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4.24%；耕地面积 2509.51平方公里，约占

全省耕地面积的 4.64%；粮食产量为 41.89万吨，约占全省粮食总产

量的 4.71%。 

该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带，属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随着大

型灌区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日益成为全省农产

品优质高产区。区域内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优势度高，人力资

源丰富，具有进一步吸纳人口和产业聚集的条件，开发潜力较大。

发展方向是：继续大力改善农业综合配套设施条件，大力推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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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发展节水灌溉农业。加快建设沿黄灌区粮食基地，重点发展

优质高效农业，积极发展城郊农业，稳定粮、油、肉、蛋、水产品

等农产品生产，打造高原夏菜、瓜果、冷水鱼等优势品牌，提高农

产品加工和供给保障能力。 

2.河西农产品主产区 

河西农产品主产区包括张掖市的高台县、肃南县北部区块，酒

泉市的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总面积 57897.81平方公里，约占

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13.6%。2008 年区域人口 60.68 万人，约占全省

总人口的 2.31%；耕地面积 1988.96平方公里，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68%；粮食总产量为 25.34万吨，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2.85%。 

该地区土地广阔，属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内岛状分布的绿

洲，具备人口聚集和农业开发的良好条件，灌溉便利，产出水平高，

人均灌溉土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单位耕地产值等在全省处于前

列。河西地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

地。发展方向是：发挥资源优势，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加快农田水

利建设，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与布局，依靠科技支撑，推进土地

集约和适度规模开发，建设节水型农业。强化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

大力发展制种、棉花、油料、酿造原料和果蔬、牛羊肉、冷水鱼等

特色农产品生产及深加工；充分利用天然草场和农区秸秆，大力发

展牧区和农区畜牧业，积极营造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和防风固

沙林，保护绿洲和生态。 

3.陇东农产品主产区 

陇东农产品主产区包括庆阳市的合水县、正宁县，平凉市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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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县、崇信县。面积 7089.2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67%。

2008 年该区域人口 71.75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73%；耕地面

积 1318.74平方公里，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2.44%；粮食产量 38.31

万吨，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4.31%。 

该地区是我国最早进行农业耕作的地区之一，北部属温带半湿

润半干旱气候，降水量较少且时间集中，植被稀，土质疏松易侵蚀；

南部属温带温润气候，植被为温带草原类型，土壤耕性好，分布着

我国最大的黄土塬面及河川道，土地平坦，雨养农业发展条件较好。

发展方向是：以粮食生产为主体，以林牧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两

翼，以旱作农业和小流域治理为重点，稳定粮食生产，发挥特色农

产品生产优势，建立名优和创汇农产品基地，发展现代农业；推广

应用农业新技术，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扩大经营规模，调整农业布

局，提高耕地单产和经济效益；把农业发展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在

沟头塬地封育林草，发展家庭养殖业；结合退耕还林，扩大关山和

子午岭林区的林地面积，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4.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 

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包括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陇西县、

渭源县、漳县、岷县，天水市的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清水县，

陇南市的西和县、礼县，临夏自治州的广河县、东乡县。面积 32034.96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7.52%。2008年区域人口 576.01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1.91%；耕地面积 12614.71平方公里，约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23.33%；粮食产量 182.01万吨，约占全省粮食总

产量的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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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降水较少且分布不均，以旱作农业

为主，土地垦殖率高，耕作方式粗放，生产水平低，贫困人口比例

高，资源环境压力相对较大。发展方向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

广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地膜覆盖等旱作农业技术，培肥地力，提高

土地产出能力；积极推进旱作集雨灌溉农业产业化模式，合理调整

农作物布局，扩大马铃薯、中药材以及花卉等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

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实施退耕还林和小流域治理，减少水土流失；

坚持扶贫开发，提高人口素质，开拓非农就业渠道，引导人口向城

镇集中。 

甘肃省分区域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表（2008年） 

耕地面积 粮 食 

  （平方公里） 占全省比重（%） （万吨） 占全省比重（%） 

全 省 54102 100 888.5 100 

一、农产品主产区 18451.92 34.1 287.55 32.36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 24609.96 45.5 306.81 34.5 

三、城市化地区 11040.12 20.4 294.14 33.1 

（二）“三屏四区”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屏”是指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为主的黄河

上游生态屏障、以“两江一水”（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流域

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为主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祁

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河西内陆河上游生态屏障；

“四区”是指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

产保护区、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肃北北部

荒漠生态保护区。涉及 37个县市区，面积 26.76万平方公里，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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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总面积的 62.84%。人口 883.1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3.61%。 

生态功能区要以修复生态、保护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供给为主

要任务，增强提供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

性等生态产品的能力，引导生态脆弱地区人口有序转移。在突出生

态功能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科学界定部分区域的农牧业生产规模，

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林下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特色

产业。 

1.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

市、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临潭县，临夏回族自治州

的临夏县、和政县、康乐县、积石山县，总面积 33031.24平方公里，

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76%；2008年，区域内总人口为 154.1万人，

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5.86%。该地区位于甘肃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东北

边缘，多属高寒阴湿气候，是省内草场、林地比较集中的区域，植

被茂密，传统牧业比较发达，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其中，黄河在

玛曲境内迂回绕行 433 公里，形成大面积沼泽湿地，是黄河重要的

水源补给区；卓尼、临潭两县林区集中，是洮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 

功能定位：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全国生态重点治理区。 

发展方向：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以构建黄

河上游生态屏障为重点，加快传统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推行

禁牧休牧轮牧、以草定畜等制度，加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

加强草原综合治理和重点区段沙漠化防治，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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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生态环境适宜产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减少人为因

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实施牧民定居工程，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

转移，建设全国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全省优质畜产品供给区。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是我国黄河流域最大的水源补给区。草地、

森林和湿地构成的独特的生态系统，涵养和补给着黄河水源，年提供约 66 亿立方

米水量，约占黄河总径流量的 11%，在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该区域已纳入国家限制开发生态地区水源涵养功能区，2007年 1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启动实施《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

设规划》，涉及生态保护与修复、农牧民生活生产、生态保护支撑体系等建设。 

2.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 

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是指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流域，是

我国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上游的

重要水源涵养区。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

性生态功能区，主要包括陇南市的武都区、文县、康县、宕昌县、

两当县，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舟曲县。面积 25060.01平方公

里，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5.88%。2008年，人口为 145.35万人，

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5.53%。 

该地区天然植被较好，是甘肃省最大的原始林区。流域内林地

8838平方公里，天然草地 16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 40—57%，

林草覆盖率最高的区域达到 80%以上。既是甘肃热量和水分条件最

好的地区，也是全省最大的天然林区和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

区，为我国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功能定位：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生态屏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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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区的重要区域。 

发展方向：坚持严格保护、合理利用、休养生息的方针，以构

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重点，加强生态保护，减少与主体功能定位

不一致的开发活动。继续实施国家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县综合治理工

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宜林荒山荒

地造林绿化工程、基本农田建设工程、小型水利水保工程、草地治

理工程及农村能源工程等。适度发展采矿业及水能开发，发展特色

农业、林业和牧业；稳步推进生态移民，建设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 

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建设工程 

该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区域内水资源丰富，生物资源富集多样，

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流域

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作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纳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生态地区范围。汶川地震使这一地区生态

植被遭受重大破坏，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加剧。该区域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程的实施，有利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的生态改善。工程主要涉及退耕还林（草）、

天然林保护、长防长治林、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6个方面。 

3.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处，东西

向绵延约 1000公里，宽约 200—300公里，总面积约 15.8万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在 3000米以上。处于河川水系之间，具有调节气候、

增加降水、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高原冰川面积约 1970平方

公里，储存的水量是三峡水库蓄水量的两倍多。降水和冰雪融水产

生的地表径流每年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苏干湖四个内陆河水

系提供约 75亿立方米的径流量，是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自治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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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绿洲的水源基础，维系着近 500万人口、70多万公顷耕地和众

多工矿企业的生存，为我国重要冰川、湿地保护地和河西内陆河流

域的重要生态屏障。 

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包括酒泉市的阿克塞县、肃

北县（不包括北部区块），张掖市的肃南县（不包括北部区块）、民

乐县、山丹县，金昌市的永昌县，武威市的古浪县、天祝县，兰州

市的永登县和中牧山丹马场特别区。面积 107352.84 平方公里，约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5.21%。2008 年该区域人口为 184.05 万人，约

占全省总人口的 7%。 

功能定位：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河西内陆河流域水源涵

养保护区，绿洲节水高效农业示范区。 

发展方向：以构建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为重点，实施对祁

连山区冰川、湿地、森林、草原抢救性保护，防止人为生态破坏，

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增强水源涵养功能。创新保护机制，适度发

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色产业，引导人口和产业有序转移，减轻

系统压力。按照“南护水源、中兴绿洲、北防风沙”的战略方针，

强化祁连山保护区水源涵养，采取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加快中部绿

洲节水型社会建设，遏制下游荒漠化，实施石羊河、黑河、疏勒河

三大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在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的同时，积极

支持永登、古浪、永昌、山丹、民乐等农业条件较好的县，发展特

色农业和绿洲节水高效农业，协同建设沿黄农业产业带及河西农产

品主产区，提升其在全省农业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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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石羊河流域位于河西走廊东部，流域面积 4.2

万平方公里。2007年 12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启动实施《石羊河

流域重点治理规划》。规划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水资源配置保障、灌区节水改造、

生态建设与保护、水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6大工程措施。2008年 5月上报

国务院《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规划》。 

2.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黑河是西北的第二大内陆河，2001年 8月，国务

院批复《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已连续 8 年实现向下游正义峡泄水 9.5 亿立

方米的分水目标。2004年 6月编制完成了《黑河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规划》（二

期规划），并通过黄委会审查后上报水利部；2008年 10月水利部决定对《黑河水

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规划》重新调整修编，将单项规划调整为综合治理规划。 

3.疏勒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疏勒河流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段，疏勒河

流域分苏干湖水系和疏勒河水系。甘肃省河西走廊（疏勒河）农业灌溉暨移民安

置综合开发项目，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也是国家“九五”计划重点项目。重点

是解决甘肃中南部地区数万移民的贫困问题，增强河西走廊疏勒河流域经济社会

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于 1996年 5月启动，经中期调整,2006年 12月竣工。 

4.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 

地处民勤县的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是国家重点生态治理

区，面积 15835.15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72%。2008年

人口为 30.2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1.15%。 

该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

林两大沙漠包围，降水稀少，日照充足，风沙多，以荒漠植被为主，

大部分土地不适宜开发。由于石羊河上中游大量用水，民勤地下水

位急剧下降，植被严重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民勤绿洲岌岌可危。 

功能定位：国家重要的生态修复和治理区，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 

发展方向：立足流域水资源，实施水资源统一管理，全面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适度发展适合当地条件的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实施生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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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环境压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强防沙治沙，发展沙产

业，巩固绿洲生态建设成果。严禁任何不符合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

的开发活动，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5.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库姆塔

格沙漠东部边缘，与新疆接壤，总面积 26718.15平方公里，约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 6.27%。2008 年该地区人口为 18.29 万人，约占全省

总人口的 0.7%。该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表水严重不足，区域

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湿地面积萎缩、绝迹，天然植被急剧减少、退

化，荒漠化面积增加，生物多样性降低，部分生物链中断，风沙危

害严重，自然灾害加剧，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和自然奇观月牙泉受

到严重威胁。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功能定位：重要的生态环境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发展方向：坚持“科学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通过实施全面节水、“引哈济党”生态调水工程、结构

调整和科学管理等综合措施，规范用水秩序，减少水资源无序开发，

控制人工绿洲规模，打造精品绿洲，发展与资源环境特别是水资源

相适应的旅游等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和文化遗产保

护，实现生态修复、生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把敦煌建成全

省生态文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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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 

敦煌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由于自然、历史和大规模人类活动等

原因，近年来敦煌绿洲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科学规划、综合治理、统筹加

强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对维持敦煌绿洲稳定、保护文化遗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水利部印发《敦煌水

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规划分核心区和关联区，核心区包括党河和

苏干湖两个水系，涉及敦煌、肃北和阿克塞 3市县，关联区包括疏勒河中下游昌马、

双塔灌区，涉及玉门和瓜州 2个县市。按照“内节外调统筹、西拒北通并举、水源

绿洲稳定、经济生态均衡”的总体布局，以水权制度建设和综合配套改革为重点，

实施节水改造、引哈济党、月牙泉恢复补水、敦煌地下水源置换、河道恢复与归束、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桥子湿地生态引水等工程措施，加大综合治理与保护力度。 

6.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 

陇东地区是我国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极具代

表性的地区之一。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主

要包括庆阳市的庆城县、镇原县、环县、华池县，平凉市的庄浪县、

静宁县，白银市的会宁县，定西市的通渭县，天水市的张家川县。

面积 32722.56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68%。2008年人口

350.97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13.36%。 

该地区属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降雨偏少，植被稀疏，加之

降雨集中，黄土土质疏松，强烈的土地侵蚀造成了丘陵沟壑密布的

地形，水土流失现象极为严重。其中，环县北部还受较强风沙危害，

生态十分脆弱。由于自然条件差，该地区虽然人均土地较多，但农

业生产粗放，产出水平不高。 

功能定位：国家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和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 

发展方向：坚持“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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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方针，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加快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小流

域沟道坝系建设，加强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促进退耕还林还草；

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采取封山育林、封坡禁牧等措

施，加快林草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改善；通过机制创新和科技创

新，实现由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转变，调整产业结构、节

约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

移；加大优势能源勘探和开发利用，适度发展优势农产品加工业，

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供支撑和保障。 

7.肃北北部荒漠生态保护区 

肃北北部荒漠生态保护区地处亚洲中部温带荒漠、极旱荒漠和

典型荒漠的交汇处，其荒漠生态系统在整个西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和代表性。范围包括肃北北部马鬃山镇，面积 26900平方公里，

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32%。2008年人口 0.22万人，约占全省总人

口的 0.01%。 

功能定位：全省荒漠自然保护的重点区域，保障生态安全的重

要地区。 

发展方向：坚持“科学管理、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方针，依法保护荒漠植被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生物多

样性，禁止在保护区猎杀、非法猎捕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建立保护

区荒漠生物物种储存基地，保障生物物种安全。加强沙漠化和荒漠

化治理，加大沙化和退化土地治理力度，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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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发展适合当地生

态环境的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生态自然修复。 

六、禁止开发区域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截至 2008 年全省境内国家级和省

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湿地公园共计 191处，其中国家级 47处，省级 144处。禁止

开发区域面积为 75843.34平方公里14，占全省总面积的 17.81%。2008

年禁止开发区域人口 74.6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84%。2008年

以后新设立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和

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及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及省级地质公园、

各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按规定进入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域名

录。（见附件 1：附图 2-11禁止开发区域分布图和表 6-1） 

表 6-1    甘肃省禁止开发区域基本情况 

类  型 国家级（个） 省级（个） 总计（个） 

     合  计 

   1.自然保护区 

   2.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3.风景名胜区 

   4.森林公园 

5.地质公园 

   6.湿地和湿地公园 

7.基本农田 

 

47 

15 

2 

3 

21 

4 

2 

 

144 

39 

- 

20 

61 

17 

7 

191 

54 

2 

23 

82 

21 

9 

38570平方公里

（5785.5万亩） 

                                                        
14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将对现有国家和省级设立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

名胜区等进行全面清查核定。主要是完善划定国家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域范围的相关规定和标准，

进一步界定自然保护区中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范围，明确统一的管理主体，避免重复交叉和

多头管理。依据国家对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清理规定和标准，甘肃省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在做好禁止开发区域清查核定的基础上，由主管部门进一步界定各类禁止开发区域

的范围，核定人口和面积。重新界定范围后，2020年前原则不再进行单个区域范围的调整。 

http://www.fineprint.com.cn


 

 53

（一）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 

功能定位：点状分布的生态功能区，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要

区域，珍稀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地。 

发展方向：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和加强管理，严格禁止人类活

动对自然文化遗产的干扰与破坏，实施强制性保护，有限发展与禁

止开发区域功能定位相容的相关产业，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 

──加强各类保护区建设。严格依法设立各类保护区，加强对

各类保护区的监管和保护措施的落实，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公

共财政支持比例，加大保护区的投入力度。 

──促进生态自然修复。将生态保护和易地扶贫开发结合起来，

实施生态移民，引导保护区域人口有序转移，减少人为干扰和大规

模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暂不具备治理条件、生态区位重

要的集中连片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 

──合理利用土地和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加强土地开发项目管

理，不断落实完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度。积极推进林地利

用管制，引导节约集约使用林地。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以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幅度增加教育、

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贫困人口数量大幅

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二）管制原则 

──依据法律法规管制原则。禁止开发区域要依据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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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相关规划实施强制性保护。分级编制各类禁止开发区域保护规

划，明确保护目标、任务、措施及资金来源，并依照规划逐年实施。 

──区域分类管理管制原则。按照全国和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及各类法定规划的要求，界定各类禁止开发区域的范围，完善国

家和省级各类保护区相关规定和标准，对已设立区域划定范围不符

合规定和标准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报原审批单位进行

调整。进一步界定各类保护区中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范围，

进行分类管理和保护。 

──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原则。依据各类保护区规划，严格控制

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实行生态自然修

复和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按照全面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要求保持禁止

开发区域的原生态，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畜牧业和林下

产业等适宜产业。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提高保护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自然保护区 

全省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54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处，

省级自然保护区 39处（见附件 2：附表 2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

保护区名录）。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

以及自然保护区规划进行管理。自然保护区按核心区、缓冲区、实

验区分类管理，核心区除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经批准可以进入从事科

学研究活动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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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观测活动；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

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逐步调整自然保护区内产业结构，通过人口转移、建立示范村

和示范户等形式，发展生态旅游等适宜产业，保护好自然保护区内

的资源。 

（四）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全省有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2处（见附件 2：附表 3甘肃省世界文

化自然遗产名录）。要依据《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及世界文化自然遗产规划进行管

理。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确保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加强对遗产原

真性的保护，保持遗产在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方面的特殊价值，

加强对遗产完整性的保护。要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

充分发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宣传作用，不断

提高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当地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五）风景名胜区 

全省风景名胜区 23处，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处，省级风景

名胜区 20处（见附件 2：附表 4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名

录）。要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以及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

进行管理，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一切景物和自然环境。严格控制人

工景观建设。禁止在风景名胜区进行与风景名胜资源无关的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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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活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必须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 

（六）森林公园 

全省森林公园 82 处，其中国家森林公园 21 处，省级森林公园

61 处（见附件 2：附表 5 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名录）。要依

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

林公园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和省上森林公园规划进行管理。森林公

园内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禁止其他任何生产建设活动，禁

止毁林开荒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不得随意

占用、征用和转让林地。 

（七）地质公园 

全省地质公园 21处，其中国家地质公园 4处，省级地质公园 17

处（见附件 2：附表 6甘肃省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名录）。要依据《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工作指南》、《关于加强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的通知》

以及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进行管理。地质公园内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

设施外，禁止其他任何生产活动。禁止在地质公园和可能对地质公

园造成影响的周边地区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

他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地质公园

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八）湿地及湿地公园 

全省湿地及湿地公园 9处，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2 处，省级湿地

公园 7处（见附件 2：附表 7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湿地公园名录）。依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4〕

50号）、《湿地公约》、《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湿地及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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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禁止其他任何生产建设活动。

禁止开垦占用、随意改变湿地用途以及损害保护对象等破坏湿地的

行为。不得随意占用、征用和转让湿地。湿地公园以保护湿地生态

系统完整性、维护湿地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充分

发挥湿地的多种功能效益、开展湿地合理利用为宗旨，可供公众游

览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 

（九）基本农田保护 

全省基本农田 38570平方公里（5785.5万亩）。要依据《农业

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以及基本农田规划

进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并落实农

户和地块，记载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未取得耕地或基本农田变

更为建设用地审批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进行开发建设，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国家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

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的，要节约用地，并给予合理置换补偿。

（见表 6-2甘肃省分地区基本农田面积和保护率） 

表 6-2    甘肃省分地区基本农田面积和保护率 

行政区 
耕地面积 

（平方公里） 

基本农田面积 

（平方公里） 

基本农田保护率 

（%） 

全 省 54102 38390 70.96 

兰州市 2897  1818  62.75 

嘉峪关市 66  40 59.96 

金昌市 1140  783  68.74 

白银市 5178  3262  63 

天水市 5337  4168  78.11 

酒泉市 2572  1349  52.46 

张掖市 3075  2174  70.70 

武威市 4626  3119  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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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 8124  5683  69.95 

陇南市 5586  4363  78.10 

平凉市 4045  3107  76.81 

庆阳市 6936  5403  77.90 

临夏州 2747  1903  69.27 

甘南州 1331  965  72.52 

数据来源：甘肃省国土资源厅 

七、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坚持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正确处理不同区域主体

功能定位与优化水资源配置和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布局的关系，要

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符合主体功能定位。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分布于重点

开发、限制开发区域之中，不属于独立的主体功能区。水资源配置

和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布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省级主体功能

区规划确定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促进合理开发利用。按照资源分布特点，坚持资源保护和

合理开发利用，突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能源、矿产、水资

源等开发建设和循环经济等产业项目布局，做好与国家相关规划、

政策的衔接。在不损害生态功能前提下，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内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特定区域，支持其因地制宜适度发展能源

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产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的矿区，要在

区外进行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 

──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充分发挥重

点开发区域产业基地的作用，建立资源开发、基地建设与环境保护

协调机制，引导资源加工向重点开发区域和产业基地集聚发展。 

──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支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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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区因地制宜适度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相关产业。在不断完善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同时，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资源开发利益补

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水资源利用与开发布局 

依据全省水资源分布和时空不均衡特征，突出河西内陆河流域

水资源保护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进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资源高

效利用，加强黄河和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有效利用空中

云水资源，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和雨水集蓄工程。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指标，

严格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制度，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 

河西内陆河流域。调整用水结构，优化水资源配置，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加快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基本完成规划确定的治理

任务，加大农业、工业节水力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支

撑特色产业发展。总结推广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大力推动高

效节水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完成黑河干流引水口门改造和重点河段

整治工程，推进黑河流域治理。实施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和

综合治理规划及人工增雨雪工程，加强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合理开

发和调配水资源。继续推进疏勒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实施敦煌水

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建设引哈济党工程，增加区域

水资源承载能力，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中部沿黄地区。围绕建立水资源高效利用和节水型社会建设，

保障兰白核心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产品主产区对水资源的需

求。积极开展新增水源工程的前期工作，实施兰州新区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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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引大入秦供水结构调整。加快沿黄高扬程泵站更新改造进度，

进一步提高现有工程的供水效率和效益。完成引洮供水一期及配套

工程建设，争取开工建设引洮二期等水源配置工程，推进渭河源头

水源涵养区生态治理。加强临夏、定西等中部干旱地区小流域综合

治理，继续实施雨水集流工程，促进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 

──陇东地区。以水资源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为重点，合理调

配区域水资源，支持陇东国家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和农产品主产区建

设。全面建成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加快泾河流域综合治理，积极

开展平凉兔里坪水库、庆阳葫芦河调水、白龙江引水等水源保障工

程的前期工作，推进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黄河、长江上游地区。以实施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保护

区规划、长江上游“两江一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为重点，加强水

源涵养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沿河城市的防洪保安

工程、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实施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以及生态服务型

人工影响天气工程。 

（二）能源资源开发布局 

提升甘肃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着力构建以

河西新能源基地、陇东国家大型能源基地和区域性输配电中心为主

的能源开发格局。 

──河西新能源基地。发挥河西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优

势，加快建设酒泉风电二期工程，统筹规划并稳步推进武威、金昌、

张掖、白银等光伏发电和风电项目建设，积极落实电力送出通道和

消纳市场，建成国家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大型太阳能发电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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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积极推进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沼气发电等试点项目建设。加

快建设核燃料生产基地和乏燃料后处理基地，做好核电项目建设论

证和前期工作。 

──陇东能源基地。围绕鄂尔多斯国家能源战略基地建设，加

快陇东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以建设国家大型能源基地为

重点，拓展煤电、石油等特色产业链条，突出石油化工、煤电冶一

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煤炭外运通道和电力外送通道。 

──加强输配电网建设。围绕兰白核心经济区建设，发挥区域

内大中型水火电配套和调峰电源的基础作用，以建设输电网和完善

配电网为重点，支持“西翼”河西新能源基地和“东翼”陇东大型

能源基地的发展，形成西联新疆、青海，东接宁夏、陕西的大容量

主干输配电主网架，提升兰白区域性输配电枢纽的战略地位。 

（三）矿产资源开发布局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规模开采、集约利用”

的原则，推动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 

──河西地区。以金昌、嘉峪关—酒泉矿业基地为依托，以钢

铁、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及油气资源勘查开发为重点，加大铁、铜

镍、钨钼及优势非金属开发利用强度，调整产品结构，提高采选冶

加工技术，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实施集约化发展。 

──中部地区。依靠兰州、白银矿业基地，大力提升采选冶和

深加工技术水平，整合开发，改善资源利用结构和效益。 

──陇东地区。以石油、煤炭勘查开发为主导，着力发展石油、

天然气产业，加快宁正煤田、庆阳煤田的勘查开发进程，建成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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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地。着力加强区内煤层气（煤矿瓦斯）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

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保障煤矿安全生产。 

──南部地区。发挥优势矿山企业主导作用，加强资源整合，

实施企业重组。加大礼县—岷县、两当—徽县、文县及甘南州等地

区的金矿勘查开发力度，重点开展阳山、寨上、李坝、马泉等大中

型、难选冶金矿的技术攻关，注重文县石灰岩、重晶石和硅石资源

开发，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重点矿产资源开发基地 

1.金昌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区内主要矿产资源有镍、铜、铂族、钴、冶金用石

英岩、膨润土。依托金川镍铜、贵金属开发加工基地和深加工技术优势，拓展产业

链，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潮水、武威盆地的油气勘探，

加快红砂岗、西大窑、平山湖等煤田的勘探开发。利用丰富的水泥原（辅）料资源，

建设天祝、古浪非金属加工基地。 

2.嘉峪关—酒泉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区内主要矿产资源有铁、钒、钨、金、芒

硝、石棉、水泥灰岩。利用铁、钒、铬、钨、钼、镍、钴、稀土产品，依托酒钢发

展合金钢、特种钢等延伸产品的深加工。 

3.兰州—白银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区内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炭、铜、铅锌、水泥

灰岩。加大白银铜矿区深部及外围的找矿力度，延长现有矿山的服务年限。稳定窑

街、靖远两大煤炭基地生产能力，着力加强煤层气（煤矿瓦斯）资源勘查和开发利

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能。 

4.陇东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区内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炭、水泥灰岩。以煤电为主

攻方向，推进华亭煤田综合开发，加快宁正煤田的开发建设。 

5.陇南—甘南矿产资源开发基地。区内主要矿产资源有铅锌、锑、金、重晶石。

重点开发陇南—甘南地区铅锌、金、银矿产。加大岷县—礼县、两当—徽县、文县

及甘南州等金矿勘查和开发力度，以文县阳山、玛曲县格尔珂、岷县寨上金矿的开

发为依托，建设甘肃黄金开发基地。依托陇南水电优势，开发文县锰、石灰岩、重

晶石和硅石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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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保障措施 

推进和形成我省主体功能区，必须加强支持和引导，努力形成

全省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改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

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针对我省重点开发、限

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主体功能区的不同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分

类提出保障措施，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产业政策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制定适合甘肃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

发展支持措施，确定各区域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发展目录，

引导不同类型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和发展。严格市场准入制度，

对不同功能区实行不同的用地、耗能、耗水、资源回收、资源综合

利用、工艺装备、“三废”排放和生态保护的强制性标准。 

──根据主体功能定位，规划和布局各区域与其主体功能相符

合的重大项目。优先在重点开发区域布局城市化项目和符合环境保

护要求的重大工业项目。 

──引导重点开发区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环境保护，改善发展条件。发挥已有产业优势，壮大产业基础，

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努力形成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加快传统工业改造，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和

节能环保技术，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产业配套能力建设，因地

制宜发展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层次。 

──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在各类主体功能区积极淘汰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对限制开发区域内不符合其功能定位的现有产业，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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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备折旧补贴、设备贷款担保、迁移补贴、土地置换等手段，促

进产业转移或企业关闭。 

──引导和支持限制开发区域搞好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生产，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限制不符合该区域功能定位的产业扩

张。 

──支持禁止开发区域加强生态保护，适度发展生态产业。 

（二）投资政策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依据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开发方向

和管制原则，重点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该区域提供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设，支持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移民、促进就业等建设和适宜产业

发展。支持重点开发区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努力建设大通道、大物流。积极鼓励企业科学开发利用资

源，发挥资源优势，建设优势产业，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按领域安排的投资，要符合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

向。工业投资主要投向城镇化地区，农牧业投资主要投向农牧业地

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主要投向生态地区。 

──引导各类商业银行根据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区域信贷投向，

鼓励对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项目提供贷

款，禁止向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项目提供贷款。 

──按照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严格加强项目投资管

理，其中限制类项目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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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政策 

──落实节约优先战略，科学确定各类用地规模，严格控制

工业用地增加，逐步减少农村居住用地，显著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 

──实行城乡之间用地增减规模挂钩，促进城乡、地区之间人

地协调发展。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确保规划期间耕地保有量

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做好基本农田的划定和保护工作，严禁

占用基本农田。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严格的土地用

途管制，严禁改变生态用地用途。 

──在禁止开发区域妥善处理土地及各类资源产权关系，合理

引导人口逐步转移。 

（四）财政政策 

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深化

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大对禁止和限制

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整合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禁止开发区域设立生态保护和建设基金，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增设生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 

──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继续发挥地方优势和资源优势，在确保

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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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沙产业、林下产业和旅游业。 

──支持省级重点开发区域优化发展环境，吸引投资，发展壮

大产业集群，扩大经济规模，增强经济综合实力，扩大辐射带动能

力。 

──逐步建立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和援助机制，受益地区通过

资金补偿、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形式，对相关地区的保护投入和

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五）人口政策 

探索建立人口评估机制，构建经济社会政策及重大建设项

目与人口发展政策之间的衔接协调机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

和社会事业发展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和人口布局优化的需要，

以及人口结构变动带来需求的变化。 

──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实施积极的人口退出政策，加

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劳动力就业能力，引导人口逐步自愿

平稳有序转移。鼓励劳动者到重点开发区域就业和定居，重点引导

区域内人口向区域中心城镇集聚，妥善安置转移人口就业。 

──在重点开发区域实施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破除各种制度

障碍，将有稳定就业或住所的流动人口逐步实现本地化，增强人口

集聚和吸纳能力。 

──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并综合运用其他经济

手段，引导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地区的居民逐步自觉降低生育率。 

──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制度与户籍相

剥离，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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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居住地公共服务体系， 保障外来人口与本

地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权益。 

（六）环境政策 

──努力减少污染物排放。重点开发区域要根据环境容量，提

高污染物排放标准，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做到增产减污。限制开发

区域要通过技术改造、调整企业布局等多种手段，逐步实现污染物

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禁止开发区域要关闭和迁出有污染物排放的企

业，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 

──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环境标准。重点开发区域要根据环境

容量和优良人居环境要求，逐步提高产业准入标准。限制开发区域

要根据主体功能设置产业准入环境标准。禁止开发区域要根据强制

保护原则设置产业准入环境标准，禁止有任何污染的企业进入该区

域。 

──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重点开发区域要加快推进排污权制

度改革，合理控制排污许可证发放，鼓励新建项目通过排污权交易

获得排污权。限制开发区域要从严发放排污许可证，禁止开发区域

不发放排污许可证。 

──注重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加强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开发区

域要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和改造，加强危险废

物全过程规范化管理。限制开发区域要全面实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制度。禁止开发区域的旅游景点开发必须同步建立比较完善

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度，

控制生产建设中地貌植被破坏和人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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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政策，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

计核算制度，逐步按照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设置不同的温室气体

排放目标。 

（七）绩效评价和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并有利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考

核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

考核评价办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制定不同区域科学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强化对各地

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实

行不同区域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指导和促进主体功能

区的建设。 

──重点开发区域，要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工业化

和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生态效益、社会发展、环境

保护、外来人口公共服务覆盖面等，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评价。 

──限制开发区域，要对农业地区实行农业发展优先、生态地

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农民收入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的评价。 

──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资源的保护

能力。 

──针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努力建立生态补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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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资源补偿机制、土地补偿机制以及地方政府管理补偿机制等，

逐步加大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投入，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和管理

能力，确保区域利益补偿顺利实施、主体功能得以维护。 

九、规划实施 

（一）省人民政府的职责 

省人民政府负责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落实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和省域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定位、开发强度和相关政策措

施，指导和督促规划的实施。落实省级对限制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

支付和政府投资。 

──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协调本规划的实施，负责制定并实施

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组织编制并实施相关

区域规划，加强与各区域规划以及土地、环保、水利、农业、林业、

工业、能源等部门专项规划的衔接协调；负责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实施的监测、评估和修订。 

──科技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科技规划和政策

的衔接工作，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工业、

通信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规划及政策的衔接工作，促进区域产业合

理布局和集聚发展。 

──监察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有利

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考核办法，并负责实施

中的监督检查。 

──财政部门，负责制定并落实全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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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农产品主产区

的扶持政策；探索完善不同类型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国土部门，负责制定全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土地政策并落

实用地指标，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开发强

度的落实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整划定基本农田，明确位置、

面积、保护责任人等；组织编制全省矿产资源规划和地质公园规划。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编制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生态

环境保护、环境功能、自然保护区等规划，协调相关部门制定相关

环境政策；指导、协调、监督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地的环境保护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全省

城镇体系规划和政策的衔接工作，组织编制风景名胜区、城镇绿地

系统以及城市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规划；负责组织省政府交办的重

点城市总体规划审查和修定。 

──水利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水资源管理及水

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防洪减灾、水土保持等方面的规划和政

策衔接工作，组织指导水功能区的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水生态

保护，加强水量水质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等监督管理工作。 

──农业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农业区功能规划

和政策衔接工作，指导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人口计生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提

出引导人口有序转移的相关政策。 

──林业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负责做好生态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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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政策衔接工作，组织编制和实施全省森林公园、湿地保护和

防沙治沙等相关规划。 

──地震、气象部门、测绘地理信息部门，按主体功能区要求，

负责做好地震等自然灾害防御、基础地理信息等资源开发利用、气

象及人工影响天气等规划和政策的衔接工作，加强气候变化影响评

估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通信、电力等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部门，要依据本规划，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做好

相关规划的编制和衔接工作，提出并落实相关政策。 

（二）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职责 

市州人民政府负责监督和落实辖区内主体功能区的落实，指导

县区落实本规划。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并落实全国和全省主体功

能区规划对本地的具体主体功能定位。 

──根据全国和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本地的主体功能定位，

对本地国土空间进行功能分区，并明确界定本辖区各类单一功能区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边界的“四至”15范围。 

──加强本辖区主体功能定位与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的衔

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发展目标

和开发时序等，努力实现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具体空间落实。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认真履行职能的同时，引导和广泛调动企

业、团体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按照主体功能区导向，明确责任主体，

                                                        
15 四至是指依据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本辖区各类单一功能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边界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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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行动，为建设美丽、富裕、文明、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甘肃而不懈努力。 

（三）规划衔接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

干意见》（国发〔2005〕33号）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实施意见》（甘政办发〔2006〕

63号），着力形成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城市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为支撑，各级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

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

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编制的统

领规划期内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是其他各类

规划编制的依据，由省级政府和市县政府分别组织编制。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以国土空间为对象编制的战略性、基础

性、约束性规划，是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其他各类规划在空间

开发和布局方面的基本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

层面，分别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和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组织编制。

市县要依据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本行政区范围内进行具

体空间的落实，不再编制本辖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区域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

划在特定国土空间的延伸和细化。区域规划要明确行政区的空间结

构方向、城镇和工业布局、主要城市的功能定位以及基础设施、生

态环境及其他重大工程等。区域规划编制要依据总体规划和主体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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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规划，并与专项规划等相衔接。 

──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国家与省级各类规划在

市县范围内的具体落实，是市县范围内经济社会和国土空间开发的

依据。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依据国家与省级主体功能区

规划对本辖区的主体功能定位，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发展

布局、土地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确保国家

和省级规划的落实和顺利实施。 

──加强各类规划的衔接。依据法律法规编制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规划以及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林地利用保护规划等规

划时，应贯彻落实国家与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原则和要求，加强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 

（四）规划监测评估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省级要建立统一协调、更新

及时、反应迅速、功能完善的国土空间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对规划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和评估。 

──在规划实施中，省直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重点检查落实全

省城镇化地区的城镇规模、农业地区的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地区的

生态环境改善、水文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监测等。  

──依托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加快建立有关部门和地区互联

互通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全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促进各类空间信息测绘基准和标准的统一，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加强国土空间开发动态监测管理，由省国土资源部门负责，

建立包括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农业、林业、测绘、地震、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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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全省国土空间监测管理工作机制，通过多种途径，

对全省国土空间变化进行及时跟踪分析。 

──建立规划评估与动态修订机制。省发展改革部门组织相关

部门和专家参与，适时开展规划评估，提交评估报告及修订意见。 

 

附件 1：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附图 

1-1甘肃省行政区划图 

1-2甘肃省地形地貌分布图 

1-3甘肃省气候区划分布图 

1-4甘肃省累年年均气温及降水量分布图 

1-5甘肃省水资源分布图 

1-6甘肃省土地利用现状图 

1-7甘肃省森林资源分布图 

1-8甘肃省主要矿产资源分布图 

2-1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总图 

2-2“一横两纵六区”重点开发区域分布图 

2-3“一带三区”限制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分布图 

2-4“三屏四区”限制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图 

2-5兰州—西宁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兰白地区分布图 

2-6关中—天水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天成地区分布图 

2-7重点开发区域酒嘉地区分布图 

2-8重点开发区域张掖地区分布图 

2-9重点开发区域金武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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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重点开发区域平庆地区分布图 

2-11禁止开发区域分布图 

3-1甘肃省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综合评价图 

3-2甘肃省可利用水资源综合评价图 

3-3甘肃省环境容量综合评价图 

3-4甘肃省生态系统脆弱性综合评价图 

3-5甘肃省生态重要性综合评价图 

3-6甘肃省自然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价图 

3-7甘肃省人口集聚度空间评价图 

3-8甘肃省地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布图 

3-9甘肃省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图 

附件 2：甘肃省限制开发区域内县城基本情况表和禁止开发区

域名录附表 

1.限制开发区域内县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基本情况表 

2.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名录 

3.甘肃省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 

4.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名录 

5.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名录 

6.甘肃省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名录 

7.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湿地及湿地公园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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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限制开发区域内县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基本情况表 

序号 县城名称 所在市州 
县城城区规划区

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城区规划

区人口 （万人） 
序号 县城名称 所在市州 

县城城区规划区

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城区规划

区人口（万人） 

1 永登县 兰州市 16.6 7.16 17 高台县 张掖市 5 3.9 

2 永昌县 金昌市 6.09 3.85 18 玉门市 酒泉市 9 5.6 

3 靖远县 白银市 12.33 5.23 19 金塔县 酒泉市 33.8 4.8 

4 景泰县 白银市 15 7.6 20 瓜州县 酒泉市 70 3.05 

5 会宁县 白银市 18.53 11.8 21 肃北县 酒泉市 5.03 0.95 

6 甘谷县 天水市 16.5 7.5 22 阿克塞县 酒泉市 4.8 0.56 

7 秦安县 天水市 15.8 11.24 23 敦煌市 酒泉市 400 11 

8 清水县 天水市 7.11 4.7 24 灵台县 平凉市 4.9 3 

9 武山县 天水市 7.2 6.6 25 崇信县 平凉市 19.8 2.9 

10 张家川县 天水市 13 3.26 26 静宁县 平凉市 18 5.79 

11 民勤县 武威市 8.47 7.32 27 庄浪县 平凉市 28 10.1 

12 古浪县 武威市 3.22 3.3 28 庆城县 庆阳市 41.2 8 

13 天祝县 武威市 7.9 2.54 29 环 县 庆阳市 20.71 5.8 

14 山丹县 张掖市 10 0.34 30 华池县 庆阳市 8.29 2.8 

15 肃南县 张掖市 1.52 0.73 31 合水县 庆阳市 27.91 2.8 

16 民乐县 张掖市 11.49 6.1 32 正宁县 庆阳市 103.5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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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城名称 所在市州 
县城城区规划区

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城区规划

区人口 （万人） 
序号 县城名称 所在市州 

县城城区规划区

面积（平方公里） 

县城城区规划

区人口（万人） 

33 镇原县 庆阳市 98 4.22 49 永靖县 临夏州 16.8 5.65 

34 安定区 定西市 35.88 12.5 50 临夏县 临夏州 5.79 3.67 

35 临洮县 定西市 17.86 7.2 51 康乐县 临夏州 3.62 2.2 

36 陇西县 定西市 58 12.85 52 广河县 临夏州 5.8 5.7 

37 通渭县 定西市 17.4 5.5 53 和政县 临夏州 5.08 3.8 

38 渭源县 定西市 9.56 3.1 54 东乡县 临夏州 2.79 2 

39 漳县 定西市 4.5 2.8 55 积石山县 临夏州 2.5 2.86 

40 岷县 定西市 14.2 5.21 56 合作市 甘南州 17.5 5.15 

41 武都区 陇南市 39.8 14.57 57 临潭县 甘南州 7.3 2.31 

42 宕昌县 陇南市 10.6 2.89 58 卓尼县 甘南州 4.4 1.58 

43 康县 陇南市 4.5 1.96 59 舟曲县 甘南州 2.48 1.85 

44 文 县 陇南市 10 2.2 60 迭部县 甘南州 2.35 1.4 

45 西和县 陇南市 18.5 7.2 61 玛曲县 甘南州 4 1.25 

46 礼 县 陇南市 10.2 4.85 62 碌曲县 甘南州 2.13 0.67 

47 两当县 陇南市 2.5 1.5 63 夏河县 甘南州 9.7 1.7 

48 临夏市 临夏州 14 10.9      

合         计 1428.45 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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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名录 

序号 保护区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主要保护对象 类型 级别 始建时间 

1 甘肃连城自然保护区 永登县 
森林生态系统及祁连柏、青杄

等物种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20010401 

2 甘肃兴隆山自然保护区 榆中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60111 

3 甘肃民勤连古城自然保护区 民勤县 荒漠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20101 

4 甘肃太统—崆峒山自然保护区 崆峒区 
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及野

生动植物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20101 

5 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酒泉市、张掖市、

武威市 
森林及野生动物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70101 

6 甘肃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 安西县 荒漠生态系统及珍稀动植物 荒漠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70602 

7 甘肃盐池湾自然保护区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白唇鹿、野牦牛、野驴等珍稀

动物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国家级 19820401 

8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自然保护区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

治县 

野骆驼、野驴等野生动物及荒

漠草原 
野生动物 国家级 19821211 

9 甘肃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 敦煌市 野生动物及荒漠湿地 
内陆湿地和水

域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921214 

10 甘肃尕海－则岔自然保护区 碌曲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20902 

11 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文县 
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野

生动物 
野生动物 国家级 19780503 

12 甘肃小陇山自然保护区 徽县 青冈次生林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21103 

13 甘肃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康乐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821203 

14 甘肃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 敦煌市 湿地生态系统及候鸟 
内陆湿地和水

域生态系统 
国家级 199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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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护区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主要保护对象 类型 级别 始建时间 

15 甘肃洮河自然保护区 卓尼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20050202 

16 甘肃张掖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高台、甘州、临泽 湿地及珍稀鸟类 
内陆湿地和水

域生态系统 
省级 20041210 

17 甘肃太子山自然保护区 临夏州 水源涵养林及野生动植物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20050101 

18 甘肃芨芨泉自然保护区 金川区 荒漠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 荒漠生态系统 省级 20050806 

19 甘肃崛吴山自然保护区 平川区 天然次生林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20020114 

20 甘肃哈思山自然保护区 靖远县 森林及云杉、油松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20020114 

21 甘肃黄河石林自然保护区 景泰县 地质遗迹 地质遗迹 省级 20010305 

22 甘肃沙枣园子自然保护区 金塔县 

胡杨、柽柳、花棒、梭梭等天

然林木；黄羊、天鹅、夜鹰等

野生动物 

荒漠生态系统 省级 20020114 

23 甘肃疏勒河中下游自然保护区 瓜州县 湿地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 荒漠生态系统 省级 20020114 

24 甘肃马鬃山自然保护区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岩羊等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 省级 20010410 

25 甘肃昌马河自然保护区 玉门市 高山荒漠 荒漠生态系统 省级 19960321 

26 甘肃玉门南山自然保护区 玉门市 野生动物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20114 

27 甘肃敦煌雅丹自然保护区 敦煌市 雅丹地貌 地质遗迹 省级 20011214 

28 甘肃合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 华池县 水源涵养林及野生动植物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20050202 

29 甘肃仁寿山自然保护区 陇西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70711 

30 甘肃贵清山自然保护区 漳县 野生动植物资源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20601 

31 甘肃漳县秦岭细鳞鲑自然保护区 漳县 细鳞鲑 野生动物 省级 20050202 

32 甘肃岷县双燕自然保护区 岷县 森林、自然景观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20020114 

33 甘肃裕河金丝猴自然保护区 武都区 金丝猴及森林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 省级 20020114 

34 甘肃鸡峰山自然保护区 成县 梅花鹿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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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护区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主要保护对象 类型 级别 始建时间 

35 甘肃博峪河自然保护区 文县 大熊猫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61121 

36 甘肃文县大鲵自然保护区 文县 大鲵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40509 

37 甘肃刘家峡恐龙足迹群自然保护区 永靖县 恐龙足迹化石 古生物遗迹 省级 20011123 

38 甘肃插岗梁自然保护区 舟曲县 野生动物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50609 

39 甘肃白龙江阿夏自然保护区 迭部县 大熊猫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40912 

40 甘肃多儿自然保护区 迭部县 大熊猫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20041012 

41 甘肃黄河首曲自然保护区 玛曲县 珍稀鸟类 内陆湿地 省级 19951123 

42 甘肃玛曲土著鱼类自然保护区 玛曲县 土著鱼类 野生动物 省级 20050202 

43 甘肃黄河三峡湿地自然保护区 永靖县 水生动植物及湿地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 省级 199501 

44 甘肃香山自然保护区 礼县 白唇鹿、油松、华山松等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208 

45 甘肃省尖山自然保护区 文县 大熊猫及森林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 省级 199212 

46 甘肃黑河自然保护区 两当县 
羚牛等珍稀动物及自然生态系

统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202 

47 甘肃干海子自然保护区 玉门市 鸟类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01 

48 甘肃大苏干湖自然保护区 阿克塞县 天鹅、黑颈鹤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01 

49 甘肃小苏干湖自然保护区 阿克塞县 候鸟、湖泊、湿地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01 

50 甘肃昌岭山自然保护区 古浪县 青海云杉林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8001 

51 甘肃东大山自然保护区 甘州区 天然林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5809 

52 甘肃铁木山自然保护区 会宁县 
天然灌木、灰雁及矿泉水、古

代庙宇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309 

53 甘肃龙首山自然保护区 山丹县 青海云杉林及岩羊等野生动物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9201 

54 甘肃寿鹿山自然保护区 景泰县 青海云杉、林麝 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19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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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甘肃省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 

名    称 地 址 批准时间 备 注 

甘肃敦煌莫高窟 敦煌市 1987  

甘肃嘉峪关关城 嘉峪关市 1987  

附表 4    甘肃省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名录 

序号 名   称 所在行政区域 级别 备注 序号 名   称 所在行政区域 级别 备注 

1 麦积山 天水市麦积区 国家级   13 徽县三滩 陇南市徽县 省级   

2 鸣沙山－月牙泉 酒泉市敦煌市 国家级   14 肃南马蹄寺 张掖市肃南县 省级   

3 崆峒山 平凉市崆峒区 国家级   15 山丹县焉支山 张掖市山丹县 省级   

4 崇信龙泉寺－五龙山 平凉市崇信县 省级   16 漳县贵清山－遮阳山 定西市漳县 省级   

5 永靖黄河三峡 临夏州永靖县 省级   17 宕昌官鹅沟 陇南市宕昌县 省级   

6 武都万象洞 陇南市武都区 省级   18 和政太子山 临夏州和政县 省级   

7 和政松鸣岩 临夏州和政县 省级   19 临潭冶力关 甘南州临潭县 省级   

8 榆中兴隆山 兰州市榆中县 省级   20 肃南－临泽丹霞地貌 张掖市肃南和临泽县 省级   

9 天祝马牙雪山天池 武威市天祝县 省级   21 渭源渭河源 定西市渭源县 省级   

10 碌曲郎木寺 甘南州碌曲县 省级   22 两当云屏 陇南市两当县 省级   

11 华亭莲花台 平凉市华亭县 省级   23 积石山石海 临夏州积石山县 省级   

12 庄浪云崖寺 平凉市庄浪县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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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名录 

序号 名    称 隶属 
所属行 

政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级别 备注 序号 名    称 隶属 

所属行

政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级别 备注 

1 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 市属 永登县 58.47 国家级  21 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康乐县 

临潭县 
48.73 国家级  

2 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七里河区 63.73  国家级   22 下巴沟森林公园 省属 合作市 45.47  省级   

3 松鸣岩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和政县 26.67  国家级   23 车巴森林公园 省属 卓尼县 34.80  省级   

4 云崖寺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庄浪县 148.93  国家级   24 卡车森林公园 省属 卓尼县 144.67  省级   

5 徐家山国家森林公园 市属 城关区 1.73  国家级   25 羊沙森林公园 省属 临潭县 53.93  省级   

6 贵清山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漳县 82.00  国家级   26 三黄谷森林公园 省属 清水县 29.33  省级   

7 麦积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天水市 92.00  国家级   27 卧牛山森林公园 省属 武山县 55.33  省级   

8 鸡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成县 42.00  国家级   28 太阳山森林公园 省属 北道区 4.00  省级   

9 渭河源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渭源县 79.33  国家级   29 兴隆山森林公园 省属 榆中县 320.73  省级   

10 天祝三峡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天祝县 1386.67  国家级   30 兰州北山凤凰台森林公园 省属 兰州市 2.20  省级   

11 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卓尼县 

临潭县 
794.00  国家级   31 城关区兰山森林公园 市属 兰州市 4.33  省级 

 

12 官鹅沟国家森林公园 市属 宕昌县 419.93  国家级   32 张掖森林公园 市属 张掖市 8.00  省级  

13 沙滩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舟曲县 301.40  国家级 大河坝 33 合作森林公园 市属 合作市 5.93  省级   

14 腊子口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迭部县 485.60  国家级   34 关山林业总场莲花台森林公园 市属 华亭县 346.67  省级   

15 大峪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卓尼县  270.13  国家级   35 合水林业总场夏家沟森林公园 市属 合水县 275.33  省级   

16 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 省直 天水市 196.73  国家级   36 天水市渗金山森林公园 市属 秦州区 4.60  省级   

17 文县天池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文县 143.40  国家级  37 正宁林业总场调令关森林公园 市属 正宁县 93.00  省级   

18 周祖陵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庆城县 6.13  国家级  38 敦煌市阳关沙漠森林公园 县属 敦煌市 16.67  省级  

19 寿鹿山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景泰县 10.87  国家级  39 会宁县东山森林公园 县属 会宁县 7.67  省级  

20 大峡沟国家森林公园 县属 舟曲县 196.73  国家级  40 会宁县铁木山森林公园 县属 会宁县 74.73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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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隶属 
所属行 

政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级别 备注 序号 名    称 隶属 

所属行

政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级别 备注 

41 西固区关山森林公园 县属 西固区 6.00  省级  62 华池县双塔森林公园 县属 华池县 2.13  省级  

42 西固区石头坪森林公园 县属 西固区 1.00  省级  63 环县老爷山森林公园 县属 环县 15.67  省级  

43 
城关区五一山森林生态旅

游区 
县属 兰州市 0.87  省级 

 
64 庆阳市巴家咀森林公园 县属 庆阳市 2.60  省级 

 

44 安定区西岩山森林公园 县属 安定区 2.00  省级  65 碌曲县则岔森林公园 县属 碌曲县 213.27  省级  

45 陇西县仁寿山森林公园 县属 陇西县 4.00  省级  66 两当县灵官峡森林公园 县属 两当县 47.33  省级  

46 临洮县岳麓山森林公园 县属 临洮县 1.33  省级  67 康县白云山森林公园 县属 康县 21.53  省级  

47 岷县二郎山森林公园 县属 岷县 0.47  省级  68 永靖县巴米山森林公园 县属 永靖 83.33  省级  

48 秦安县凤山森林公园 县属 秦安县 16.00  省级  69 镇原县潜夫山森林公园 县属 镇原县 1.13  省级  

49 武山县老君山森林公园 县属 武山县 1.87  省级  70 靖远县哈思山森林公园 县属 靖远县 41.80  省级  

50 甘谷县尖山寺森林公园     县属 甘谷县 14.93  省级  71 靖远县法泉寺森林公园 县属 靖远县 3.93  省级  

51 清水县温泉森林公园 县属 清水县 7.07  省级  72 通渭县鹿鹿山森林公园 县属 通渭县 34.53  省级  

52 肃南县马蹄寺森林公园 县属 肃南县 13.33  省级  73 漳县泰山森林公园 县属 漳县 7.07  省级  

53 山丹县焉支山森林公园 县属 山丹县 287.87  省级  74 云凤山省级森林公园 县属 张家川县 58.00  省级  

54 甘州区黑河森林公园 县属 甘州区 3.73  省级  75 华亭县米家沟森林公园 县属 华亭县 146.67  省级  

55 民乐县海潮坝森林公园 县属 民乐县 160.40  省级  76 迭部县扎尕那森林公园 县属 迭部县 344.00  省级  

56 天祝县冰沟河森林公园 县属 天祝县 93.13  省级  77 白水江博峪森林公园 县属 文县 443.33  省级  

57 和政县南阳山森林公园 县属 和政县 9.33  省级  78 秦州区绣经山森林公园 县属 秦州区 4.80  省级  

58 临夏市南龙山森林公园 县属 临夏市 3.33  省级  79 舟曲县拉尕山森林公园 县属 舟曲县 13.53  省级  

59 崆峒区太统森林公园 县属 崆峒区 144.67  省级  80 塔坪山森林公园 县属 陇西县 2.53  省级  

60 崆峒区北山森林公园 县属 平凉市 10.67  省级  81 云屏三峡森林公园 县属 两当县 96.67  省级  

61 崇信县五龙山森林公园 县属 崇信县 72.00  省级  82 东华池森林公园 县属 华池县 85.00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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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甘肃省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名录 

序号 名   称 所属行政区域 特  征 级别 批准时间 备注 

1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敦煌市 雅丹地貌 国家级 2001.12.10   

2 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永靖县 恐龙足印化石 国家级 2001.12.10   

3 景泰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景泰县 石林地貌 国家级 2002.11   

4 平凉崆峒山丹霞地貌国家地质公园 崆峒区 丹霞地貌 国家级 2002.11   

5 天水麦积山国家地质公园 麦积区 丹霞地貌 省级    

6 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和政县 古生物化石 省级    

7 冶力关省级地质公园 临潭县 滑坡堰塞湖、丹霞 省级 2003.12.31   

8 贵清山－遮阳山省级地质公园 漳县 岩溶地貌 省级 2004.10   

9 官鹅沟地质公园 宕昌县 构造、地层 省级 2004.10   

10 玉门硅化木省级地质公园 玉门市 硅化木 省级 2005.9.8   

11 万象洞省级地质公园 武都区 岩溶地貌 省级 2005.9.8   

12 天池省级地质公园 文县 构造地貌 省级 2005.9.8   

13 马牙雪山峡谷省级地质公园 天祝县 峡谷地貌 省级 2005.12.27   

14 张掖丹霞地貌省级地质公园 甘州区 丹霞地貌 省级 2005.12.27   

15 公婆泉恐龙地质公园 肃北县 化石 省级 2005.12.23   

16 洮河大峪地质公园 卓尼县 峡谷地貌 省级 2005.12.27   

17 扎尕那省级地质公园 迭部县 岩溶地貌 省级 2006.12.27   

18 崇信龙泉省级地质公园 崇信县 泉水、丹霞、黄土 省级 2006.12.27   

19 炳灵丹霞地貌省级地质公园 永靖县 丹霞地貌 省级 2007.6.25  

20 则岔石林省级地质公园 碌曲县 岩溶地貌 省级 2007.10.22   

21 渭河源省级地质公园 渭源县 局部区域地质遗迹 省级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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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甘肃省国家和省级湿地及湿地公园名录 

 
序号 名称 行政区域 

面积 

(平方公里) 
主要保护对象 类型 级别 始建时间 

1 
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敦煌市 6600 野生动物及荒漠湿地 野生动物 国家级 19921214 

2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碌曲县 2474.31 

森林生态系统（国际重要

湿地） 
森林生态 国家级 19820902 

3 
甘肃省疏勒河中下游

省级自然保护区 
瓜州县 3242 

湿地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

物 
内陆湿地 省级 20020114 

4 
甘肃省大苏干湖省级

自然保护区 

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 
96.4 

天鹅、黑颈鹤等珍禽及其

生境（国家重要湿地）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1011 

5 
甘肃省小苏干湖省级

自然保护区 

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 
24 

天鹅、黑颈鹤等候鸟及湖

泊湿地（国家重要湿地）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1011 

6 
甘肃省昌马河省级自

然保护区 
玉门市 682.5 高山荒漠 荒漠生态 省级 19960321 

7 
甘肃省干海子省级自

然保护区 
玉门市 3 鸟类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省级 19820101 

8 
甘肃省黄河三峡省级

自然保护区 
永靖县 195 

湿地生态系统及水生动植

物 
内陆湿地 省级 19950210 

9 
甘肃省黄河首曲省级

自然保护区 
玛曲县 375 珍稀鸟类（国家重要湿地） 野生动物 省级 199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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