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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第一章 规划背景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在科

学评价和准确把握全市国土空间状况的基础上�统筹谋划全市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

城镇化格局�合理划分和加快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第一节 国土空间状况 

我市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东经 105度 11′—110度 11′�北纬 28度 10′

—32度 13′�东西宽 470公里�南北长 450公里�面积 8.24万平方公里。华莹山——巴岳山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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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山丘陵区�华莹山至方斗山之间为平行岭谷区�

东北部为大巴山区�东南部和南部为武陵山和大娄山

区。 

地形地貌较为复杂。一是地势起伏大�东部、东

南部和南部地势高�西部地势低�最高处大巴山川鄂

岭�海拔 2796.8m�最低处巫山长江水面�海拔 73.1m�

专栏 1�国土空间与主体功能区 

国土空间�是指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的地域空间�是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包括陆地、水域、领海、领空等。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物质空间,具有三重含义�一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由水、土、空气等自然要素组成,具有自然属性。二是以

人为主体,由各种人文要素组成,具有社会属性。三是国土空间有开发利用价值,也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属性。 

主体功能区�一定范围的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功能居于主要地位、发挥主要作用�这个功能就是主体功能。主

体功能区是基于不同国土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从大规模高强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角度�

将特定区域确定为具有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划分主体功能区主要考虑水土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状况、环境容量、

区位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状况、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以及军事、历史、民族等因素。按照国家相关划分标准�主体功能

区可以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等几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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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有中山、低山、高丘陵、中丘陵、低丘陵、缓丘陵、台地和

平坝等 8大类典型地貌�三是地貌分布的地区差异明显�西北部为方山丘陵�中部为低山丘陵�东北

部、东南部和南部为山区�四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在市域的东北、东南部有典型的石林、峰林、

洼地、残丘、落水洞、溶洞、暗河、峡谷以及槽谷等喀斯特景观分            图 1�全市地形与高

程图 

布�分布区域占幅员面积近 40�。 

总体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一是热量充足�气温垂直变化明显�夏季高温�七、八两月最热�

平均气温 27�29℃�冬季阴冷�一月最冷�平均气温 6�8℃�二是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时空分布

不均�多年平均降雨量 1000�1400mm�东北部和东南部多�西部少�5�10月降水占全年的 70%以上�

三是雾日多�属全国低日照地区�年日照时数在 921�1570小时之间�万州以东七区县�自治县�在

1300 小时以上�中西部平行岭谷区在 1100�1300 小时之间�东南部、南部与主城区均在 1180 小时

以下。                                                      

植被覆盖良好。全市林地面积 32731km2�占幅员面积的 39.68%�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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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乔木为主�分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两类。自然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阔叶林、灌草丛等�其中针叶

林面积 15254km2�占比最大�主要包括松林、杉木林、柏木林等�以马尾松林和柏木林为主�多为

天然次生林或半人工林�阔叶林植被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竹林等�

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南部及东南部的大娄山、巫山和大巴山区和平行岭谷丘陵区�灌草和灌草丛植被

包括常绿阔叶灌丛、灌草丛、常绿草叶灌丛等植被类

型。栽培植被主要为水田和旱地作物�主要包括水稻、

小麦、玉米、红苕、蔬菜等农田作物植被和果、茶、

桑等园地植被。 

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较大。一是可利用水资源总

量丰富�全市可利用水资源总量约为 355亿立方米�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 1233立方米。二是可利用土

地资源规模较大�达到 9732平方公里�但人均水平较

低�只有 300平方米左右�后备资源空间有限。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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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已查明矿产资源 54种�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列居全国前 10位的矿产有 16种�但

组合条件不佳�独立矿种缺乏压倒性优势。四是旅游资源类型丰富�自然景观主要包括峡谷、溶洞、

水景、名山及森林草场等共约 202 处�人文景观主要包括古文化遗址、古石刻、古战场等共约 122

处�但高级别景点         图 2�重庆市林地空间分布图 

数量较少�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 AAAA级旅游景

区仅有 27处。 

自然灾害频繁。灾害受灾范围广�突发性强�破

坏严重�主要包括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旱灾等。地

质灾害较突出�主要有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

洪涝灾害发生频率为 60%。气象灾害较频繁�旱、涝、

风、雹、高温、冷害、雾害、雪灾、泥石流和雷电灾

害常有发生。 

第二节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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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条件�全市国土空间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山多地少�适宜开发土地资源稀缺。市域内山脉绵延�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地表较为

破碎�  图 3�重庆市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分布图 

可利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一是人均可利用资源少。

山地面积占幅员面积的 75.8%�丘陵和台地占 21.8%�

平坝只占 2.4%。全市只有 1/3 的区域适宜大规模高

强度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除去已有建设用地和基

本农田�可利用土地资源只占幅员面积的 12%左右�

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只有 350平方米左右。二是区域

分布差异大。全市可利用土地资源主要集中在一小时

经济圈�占 61��渝东北次之占 26��渝东南只占

全市的 13��部分区县�自治县�人均可利用土地

资源只有几平方米�而部分区县�自治县�则高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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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平方米�相差数百倍。三是可利用土地的质量差距大。一小时经济圈、特别是渝西地区地形地貌

相对较好�坡度不大�可利用土地集中连片�利用条件较  图 4�重庆市人均可利用水资源空间分布

图 

好�而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可利用土地资源呈细小斑

块状分布�开发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总体上不适

宜大规模、高强度开发。 

——江河密布�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市域

内降雨充沛�水系发达�除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

乌江之外�还有流域面积在 30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18 条�全市可利用水资源总量 355 亿立方米�其中

可利用的本地水资源量 163亿立方米�可利用的过境

水资源量 192亿立方米。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

用水难度大�一是地区差异大�西部丘陵平坝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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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达�人多水少�东部高山深丘区域相对落后�人少水多。二是汛期非汛期差异大�分别占可利用

总资源量的 70%和 30% 左右。三是部分地区缺水情况突      图 5�重庆市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图 

出�由于土壤含水层薄�保水能力差�加上水利设施

不足�渝西等部分地区工程性缺水情况突出�望天水

现象突出。 

——生态敏感�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受限。

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市水

土流失和石漠化较严重。水土流失面积 4 万平方公

里�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48.55%�石漠化面积 9257平

方公里�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11.23��是全国八个发

生严重石漠化地区之一�酉阳、巫溪、彭水、巫山、

奉节、秀山、万盛等区县�自治县�石漠化区域占幅

员面积比重都在 15%以上。适宜大规模人类活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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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较为有限。 

——环境特殊�污染消纳能力较弱。一是地处长       图 6�重庆市环境容量空间分布图 

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地�对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和

三峡水库的正常运行影响较大。二是位于盆地边沿�

常年风速低�主城区年平均风速仅 1.2米/秒�空气

流动慢�空气污染的稀释能力不强。三是三峡水库成

库后水流速度降低�水污染的溶解能力明显下降�全

市次级河流 27.9%的断面水质不能满足水域功能要

求。 

——灾害频繁�对人类活动影响大。大库区、

大山区加上地形地貌较为破碎、降雨较为集中�导致

市域内自然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强度大�而承灾能

力和抗灾能力较弱。是全国四大地质灾害多发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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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达 13417处�三峡库区、长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地质灾害相对较为严重。         

图 7�重庆市自然灾害危险性空间分布图 

第三节  发展形势与面临的挑战 

直辖以来�我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国土空间开发速度明显加快�建设用地年均增长

0.96万公顷�耕地面积年均减少 3.48万公顷。全市国土空间开发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开发强度高。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340 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6 倍�人均土地面积   

0.29公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9%�土地利用率 91.3%�开发强度 6.92�居西部地区第一位�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2.1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以及人口增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将持续

增加�开发强度将呈现刚性增长趋势。 

——利用效率低。单位城镇空间集聚的人口偏少�城镇的人口密集度偏低�特别是部分小城市、

建制镇、开发区占用的国土空间较大�空间资源浪费严重。2008年底全市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44.7平

方米�比“十五”期末增加 7.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用地 252.2平方米�增加 16.8平方米�

超过国家控制水平�仅 45%的区县�自治县�单位建设用地产出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集约用地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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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业发展空间集中度不高。 

——结构不协调。相对于生活空间而言�生产空间偏大�相对于城市居住空间而言�农村居住占

用空间偏大�相对于公共设施和绿色生态空间而言�生产和居住空间偏大。产业和经济集中的区域未

集中相应人口�集聚近 80%经济的一小时经济圈只居住了全市 60%的人口�渝东北、渝东南仍有几万

人生活在高寒山区等不宜人类活动的区域。区域发展差距较大�2008年“一圈”和“两翼”人均 GDP

比为 2.3�1�人均财政收入比为 4�1。 

专栏 2�开发强度、土地利用率和国土空间结构 

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中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是优化、调整国土空间结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建设用地包括

城镇建设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总和。各类主体功能区都必须严

格控制开发强度。 

土地利用率�是指一个区域中已开发利用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是衡量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已开

发利用土地包括城乡建设用地、耕地、林地、园地以及其他农用地等已开发和已利用土地的总和。 

国土空间结构�是指不同类型国土空间的构成及其分布。如城市空间�包括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独立工矿空间�、农业空间

�包括耕地等农业生产空间和农村居民点占用空间�、生态空间�包括林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和沙地等其他生态空间�、基础设施空

间�包括交通设施占用空间和水利工程设施空间�的比例�农业空间中农业生产空间与农村居民点占用空间的比例等。空间结构形

成后很难改变�特别是耕地、生态空间等成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空间后�调整的难度很大、代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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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耕地急剧减少�由 2001年的 251.92万公顷减少到 2008年的 223.6

万公顷�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86%左右�建设用地紧张。环境压力日益严重�全市 58 条主

要次级河流 120个监测断面中�不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占 30%�通过化肥流失进入水体的氮、磷

分别达到 4.67万吨和 1.08万吨�畜禽养殖粪尿进入水体的化学需氧量达到 22.44万吨�地产煤中硫

和灰分含量大于 3.47%和 25%�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倍和 2倍以上�饮用水安全和生态功能退化

问题日益突出。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等生态产品的供应日益短缺。 

我市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胡锦涛总书记作出“314”总体部署�温家宝总理要求把重庆的发展

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国家批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出台关于推进重庆改革和发展的

意见。随着“加快”、“率先”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国土空间有限供给

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人口增加、生活质量提升、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对国

土空间的需求急剧扩大�而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生态安全、提供清洁水源和清新空气、应对气候变暖和

空气污染又必须保住耕地、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全市国土空间开发面临严峻挑战。必须按照十七大提

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统筹谋划全市国土空间�科学划分主体功能区�促进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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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利用和协调有序发展。 

 

第二章 规划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总要求�统筹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前瞻性、全局性地谋划好全市人口和经济空间布局�综合运用各类调控手段和配套政策�推动形成主

体功能定位清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区域协调

可持续发展格局�加快实现“314”总体战略部署。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全市国土空间开发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我市地形地貌条件复杂�资源环境组合的区域差异明显�一小时经济

圈的资源环境条件优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区位优势明显�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水土资源组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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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对较差。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根据不同区域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的开

发方式、开发内容�维护全市生态稳定�确保全市生态安全。 

——明确功能、主次分明。一定的国土空间一般都具有多种开发适宜性�能够承担多样性功能�

但必有一种主体功能�或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品为主体功能�或以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

必须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在突出发挥主体功能的同时�适度发展其它次要功能�根据主体功能

定位开发�构成主次分明的区域分工体系。 

——承载许可、适度开发。国土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必须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前

提下�科学确定开发内容和方式�合理确定适宜规模上限�严格控制各地区开发强度�城市化地区的

人口和经济规模要控制在水土资源和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内�农业地区不得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

业化城镇化开发�严格管制生态地区的开发活动。 

——珍惜资源、集约利用。国土空间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更是十分宝贵的资源�要倍

加珍惜、节约利用、提高利用效率。在促进全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少地占用空间

资源�尽可能多地保留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相对集聚发展、经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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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布局�促进“树成林、田成片、路成网”�提高空间开发利用效率。 

第二节  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形成主体功能清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均衡、和谐、可持续的全市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 

——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以重点开发区域为主体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格局基本形成�以限制

开发区域为主体的农业和生态保障格局基本形成�禁止开发区域和基本农田得到切实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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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含义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开发强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需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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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成渝地区是国家的重点开发区域�在我市主体功能区

规划中未划分优化开发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进一步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开发潜力较大的区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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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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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强烈集聚。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或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严峻、大规模集聚工业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关系到全国或较大

区域范围的农产品供给安全或生态安全的区域。需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因地制宜

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限制开发区域可细分为农业功能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功能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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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包括国家及省级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重要水源保护地以及市政府决定需要禁止开发的其他区域。要依据法律法

规和相关的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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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城市空间单          表 1�全市国土空间开发 2020年主要指标 

位面积产出和集聚人口显著增加�都市区

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提高 2 倍�人口密度

达到 1800人左右�单位面积耕地粮食和主

要经济作物产量提高 20�以上�单位绿色

生态空间积蓄林木、涵养水源的能力显著

提升。 

——空间利用结构优化。全市开发强

度控制在 8.54��城市空间控制在 2.36��

工矿建设空间适度减少�农村居民点占地

减少到 30万公顷左右。全市耕地保有量不

低于 217万公顷�基本农田不低于 183万公顷。绿色生态空间扩大�林地面积扩大到 370.8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 45�。 

指标名称 2008年 2020年 

开发强度(%) 7.21 8.54 

城市空间(平方公里) 1249 1945 

农村居民点(平方公里) 3581 3000 

耕地保有量(平方公里) 22400 21700 

基本农田(平方公里) 18333 18333 

林地面积(平方公里) 32927 37080 

都市区单位面积产出(万元/平方公里) 4109 12000 

都市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1250 1800 

森林覆盖率(%) 3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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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圈两翼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区域间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缩小到 2�1 左

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5�1 左右�基本

实现城乡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主城区空气质量达到Ⅱ级标准的天数达

到 310天以上�长江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主要

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第三节  战略任务 

——构建“一圈双核�带状绵延”的城镇化战

略格局。构建以一小时经济圈为主要载体�以万州

为渝东北核心�以黔江为渝东南核心�沿长江及渝

宜高速、乌江及渝湘高速带状绵延的全市城镇化总      图 8�重庆市城镇化战略空间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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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局�成为全市集聚经济和人口的主体区域。 

——构建“三带四屏�山水相间”的生态战略

格局。构建以长江、嘉陵江、乌江三大水域生态带

和大巴山、大娄山、华蓥山、七曜山四大山地生态屏

障为主体�以交通廊道、城市绿地为补充�山水相间、

带状环绕的生态战略格局�成为保障全市生态安全的

主体区域。 

——构建“两区两带�主辅结合”的农特产品

战略格局。构建以基本农田为支撑�以方山丘陵优

质粮油生产区�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和平行岭

谷优质粮油生产区�水稻、马铃薯、玉米、油菜�为

主体�以大巴山特色种植产业带�柑橘、药材、榨菜、

油菜、马铃薯�和武陵山特色种植产业带�油菜、茶      图 9�重庆市生态战略空间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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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药材、马铃薯�为重要组成的农特产品战

略格局�为全市农特产品供应提供基本保障。                                                                                                                                                                             

 

 

 

 

 

 

 

 

 

 

图 10�重庆市农特产品战略空间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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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点开发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进一步

集聚人口和经济的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是全市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第一节  区域范围 

全市重点开发区域包括一小时经济圈的涪陵、渝

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

巴南、渝北、万盛、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

双桥、綦江、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渝东

北的万州、开县、垫江、梁平、忠县、丰都�渝东南

的黔江等 30个区县�自治县�的全部区域以及其余

10个县的中心城区规划区�不含其中的禁止开发区       图 11�重庆市重点开发区域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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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积 449万公顷�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54.45��人口 2303.3�占全市的 81.1�。 

第二节  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全市重点开发区域是我市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的主体区域�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加快产业集聚�加速经济发展�积极承接沿海和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提升承载人

口和吸纳就业的能力�积极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成为全市“加快”、“率先”

发展的主体支撑。 

到 2020年�全市重点开发区域集聚的经济占全市的 95�以上�集聚的人口占全市的 90�以上。         

——合理调整国土空间。适度扩大服务业、制造业、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居住等建设空间�

减少农村生活空间�适当扩大绿色生态空间。 

——加快城镇化进程。做优做强主城特大都市�提速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壮大中小城市�

增强城镇功能和承载能力�基本现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的城镇群。 

——加快产业发展。稳定提高农产品保障能力�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引导产业集

中到园区发展�引导产业分区布局�加快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快速增强产业的总体实力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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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促进人口集聚。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增强人口吸纳能力�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流

动人口定居�实现人口集聚规模较快增长。 

——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发展方式�控制开发时

序�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降低单位产出的资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单位空间的产出效率和人口

集聚密度。 

第三节  发展提升一小时经济圈 

一小时经济圈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

格局中长江横轴与包昆纵轴的交汇区域�是国家级重

点开发区域成渝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具有较

好的区位优势、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基础�经济腹地    图 12�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空间开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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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辐射能力强、宜居空间大�是长江上游和我国西部地区最适宜开发的区域之一。 

发展定位�全市人口和经济的主要集聚地�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的战略支撑�要建设成为

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核心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和全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平台�

带动全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以大都市区�包括江津城区和璧山�为核心�潼�南�铜�梁�合�川�、大�足�永

�川�荣�昌�、长�寿�涪�陵�、綦�江�万�盛�南�川�四大片区为支撑�各中心城镇众星拱

卫的空间开发格局。 

——提升大都市区的产业能级和综合功能�扩大城市空间�壮大经济规模�强化研发和创新能力�

打造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科教文化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建成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大都市。 

——发挥合川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突出铜梁、潼南的劳动力和农耕资源优势�建设

渝西北劳动密集型、绿色环保型产业密集区。 

——发挥永川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突出荣昌、大足、双桥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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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密集区。 

——处理好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对两

翼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把长寿、涪陵建设成为渝东重化工产业密集区。 

——处理好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发挥煤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优势�从资源开采型向

资源开发转化型产业发展�把綦江、万盛、南川建设成为渝南能矿加工产业密集区。 

——切实保护好渝西和渝西北地区的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方山丘陵地区的农产品综合生产

能力。 

——加强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云雾山、四面山、黑山等山脉的保护和生态建设�

做好长江、嘉陵江、涪江、綦江等河流污染防治�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表 2�一小时经济圈各区县主导产业目录 

区县 

 
重点发展产业 

涪陵 天然气化工、烟草加工、轻纺食品、生物制药、商贸物流 

渝中 金融、商务、商贸、娱乐、都市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大渡口 新材料、休闲旅游、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铁路运输等专用设备制造 

江北 以商贸物流、商务、金融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信息家电及汽车电子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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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商贸物流、微电子等高技术、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文化健康培训产业 

九龙坡 铝加工、装备制造、汽车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高技术产业、商贸物流及都市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南岸 制造业�船舶、机电、汽车摩托车配件�、消费类电子制造、会展、都市旅游、商贸物流 

北碚 仪器仪表、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都市旅游 

万盛 煤化工、旅游业、镁等新材料加工 

渝北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仪器仪表、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食品加工、物流 

巴南 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通用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农产品加工 

长寿 石油天然气及精细化工、钢铁及合成材料、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 

双桥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江津 汽车整车及摩托车零部件、通用设备、农产品深加工、造纸及包装印刷、旅游、商贸物流 

合川 清洁能源、能矿建材、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旅游、商贸物流 

永川 再生铝及铝合金等新材料、造纸及印刷包装、农产品加工、旅游、商贸物流 

綦江 汽车零部件、冶金、农产品加工、建材、煤化工 

潼南 无公害农副产品深加工、精细化工、红色旅游 

铜梁 机械加工、轻纺、农产品加工 

大足 旅游、五金制品、中小型铸锻造、农产品加工 

荣昌 生物制药、食品加工、饲料、仔猪产业 

璧山 制鞋及皮革制品、微车、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农产品加工 

南川 旅游、铝等有色冶金、煤化工、农产品加工 

 

第四节  加快两翼重点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可利用水土资源组合不佳�总体上不适宜大规模高强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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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要在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以万州、黔江为核心�以各区县

�自治县�中心城区为主体�以重要交通干线为发展轴�加快区域内的人口和产业集聚。 

一、万开重点开发轴线 

——以万州为中心�以万州和开县中心城区为重点、以万开高速为轴线�把万开发展轴建成渝东

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和人口集聚区。 

——万州在全市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要强化万州的中心城市定位�更好地发挥区

域性经济中心作用�加快建成我市第二大城市、渝东北及三峡库区的经济中心、和谐稳定新库区的示

范区。 

——严格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以三峡库区水环境治理为重点�切实保护好长江水体生态系统和山脉生态系统�建设长江流

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二、丰忠重点开发轴线 

——以丰都、忠县为节点�沿长江黄金水道、103 省道和规划建设的沿江高速公路�推进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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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沿线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发挥水运和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机电装备、船舶修造等产业�形成涪陵

-丰都-忠县-万州沿江工业走廊。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与涪陵、万州等沿江区县共同打造长江三峡国

际黄金旅游带。 

——严格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加强长江沿岸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好以方斗山、精华山为重点的山体生态系统�构建

一江两岸生态格局。 

三、垫梁重点开发轴线 

——以垫江、梁平为节点�沿渝宜高速、102省道和规划建设的渝万城际铁路�因地制宜推进垫

江�梁平沿线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在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为长寿、涪陵、万州等产业基地配套�发展资源环境可承

载的精细化工、轻纺食品、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依托较好的农耕条件�建设优质粮油基地。 

——严格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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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污染防治为中心�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构建以明月山、南华山和龙溪河流域为主

体的“两山一河”生态格局。 

表 3�渝东北重点开发区域主导产业目录 

区县 重点发展产业 

万州 化工、高技术产业、轻纺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服务业 

开县 轻纺食品、能源产业、建材、中药材、旅游 

   丰都    旅游、精细化工、船舶制造、轻纺食品、建材 

   忠县 装备制造、特色资源深加工、新型建材、旅游等 

垫江 化工、汽摩及风电零部件制造、乡村旅游、商贸物流、农产品加工 

梁平 轻纺食品、陶瓷制品制造、文化旅游、机械制造、现代农业 

 

四、黔江重点开发区域 

——以黔江中心城区为极点�沿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带动渝东南地区

发展。 

——依托已有基础和资源优势�集中发展绿色食品、新型材料、商贸物流、生态旅游等适宜产业。 

——严格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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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为重点�采取造林绿化、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等综合措施�建设风光

秀美的渝东南绿色生态走廊。 

五、中心城区重点开发区域 

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武隆、石柱、秀山、酉阳、彭水 10 个县�自治县�的中心城

区规划区�面积 15.84万公顷�人口 131.55万人�在本县�自治县�集聚经济和人口的条件相对较

好�要突出特色�因地制宜�适度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产业�承接本县�自治县�其它地区和禁止

开发区域的产业和人口转移。 

——在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采、生态观光旅游等适宜

产业�促进本区域的产业和经济布局向中心城区集聚。 

——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提高人口承载能力�在引导人口向外转移的同时�促进

本区域人口向中心城区适当集中。 

——严格保护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稳定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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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心城区重点开发区域主导产业目录 

区县 

�自治县� 
重点发展产业 

  

  

武隆 旅游、清洁能源、矿电联营产业 

彭水 清洁能源、烟叶复烤、旅游 

云阳 非金属矿物制造、绿色食品加工、旅游业 

奉节 能源产业、以脐橙为重点的绿色食品加工业、旅游 

巫山 旅游、烤烟、煤炭产业 

巫溪 清洁能源、生态旅游 

石柱 农副产品种养及加工、黄连等道地中药材种植及现代制药、旅游 

秀山 边贸物流、锰等金属矿物深加工业、旅游、特色中药材深加工、生态农业 

酉阳 林浆纸一体化产业、中药材产业、旅游 

城口 旅游、农林产品加工、采掘业、中药材、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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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限制开发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

模集聚人口和产业条件有限�关系较大范围的生态

安全或食品供给安全�要加强统筹规划和保护�成

为保障全市生态安全的主体区域和保障全市食品供

给安全的重要基地�成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示范区。 

第一节 区域范围 

全市限制开发区域主要包括两翼地区的云阳、

彭水、城口、巫溪、巫山、奉节、石柱、武隆、酉

阳、秀山等 10个县�自治县�中心城区规划区以外      图 13�重庆市限制开发区域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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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不含其中的禁止开发区域��总面积 295万公顷�人口约 545.63万人�分别占全市 35.82%� 

19.22%。 

第二节 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形成点状开发、保有大片开敞生态空间的空间结构。开发强度严格控制在规划目标之内�水

面、湿地、林地、草坡等绿色生态空间扩大�人类活动占用空间减少。 

——生态功能明显增强�生态产品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染治理�搞

好长江、乌江等河流沿岸整治�强化垃圾、污水处理�提高减排标准�严格排放控制。水质达到Ⅱ类

标准占 80%。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 80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 

——产业结构优化�适宜产业持续发展。形成以现代农业、环境友好的特色产业和服务业为主体

的经济格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更加协调�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切实保护好耕地和林地资源�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

业发展、农民转移就业、农村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重点�确保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粮食产

量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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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下降�人口质量提高。总人口占全市的比重降低 2个百分点左右�对生态环境的压

力减轻。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人口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人均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饮用水不安全人口比率大幅下降。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第三节 发展方向 

限制开发区域要以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为首要任务�增强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能力�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引导超

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 

�一�加强生态建设 

以提高综合生态效益为重点�加强造林绿化�推进天然林保护�切实保护好各类水源涵养林、水

土保持林、特种用途林等生态公益林。大力开展荒山造林和封山育林�对毁林、毁草开垦的耕地和造

成的废弃地限期还林。加快实施三峡水库周边绿化�建设库周绿化屏障。采取封山育林育草、林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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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优化等措施�推进低质低效林改造�稳定林区生态系统。继续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建设防护

林体系和农田林网。实施草地保护与建设工程�开展草种繁育基地、天然草原保护、地方草种资源保

护和草原围栏、禁牧等重点工程建设。 

加强矿山开采的生态监控和矿区生态建设。严禁审批不符合建设条件和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拟

建矿山�限制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开采矿山�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开采矿产资源。严格执行矿山环境

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督促矿山企业依法履行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义务。严格矿山闭坑审

查与管理�开发推广低耗高效的矿山生态恢复和重建技术�对矿山、采石场等资源开发区、大型项目

建设区的裸露工作面实施生态恢复。 

�二�加强环境保护 

控制农村面源污染。结合新农村建设�因地制宜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推广建设氧化塘、沼气池、

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等污水处理设施。加大科技帮扶力度�推广绿色生产�引导农民逐步改变生产生活

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引导畜禽养殖户建设废水处理回用设施、畜禽粪便处理和利用系统。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着力推进重点区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对长江及其重要的一级支流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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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米以内的范围、大中型水库的集雨区和水库大坝以下 500米以内的流域范围、库区沿江城区以及

城镇周边 3000—5000米所涉及的范围、高等级公路两侧 300米以内的范围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00平方公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监管。 

实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防治。推广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混农林复合型综合治理模式�通过封

山管护、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治理措施�恢复和增加林草植被�遏制石漠化面积扩大趋势。加强岩

溶地区石漠化生态环境监控。 

加强次级河流综合整治。以整治城镇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为重点内容�推进具有饮用水源功能的

次级河流污染整治。开展次级河流“水华”问题综合治理。 

�三�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严格保护耕地。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稳定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步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大力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切实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加强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强化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和小型水

利水电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灌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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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基本农田建设力度。加强基本农田整理、灾毁复垦和耕地质量建设�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农田�推进库周绿化带基本农田和“移土培肥”工程建设�探索整片推进基本

农田建设模式。 

强化农业发展科技支撑。搞好良种培育�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资源和投入品使用效率�

推进农村科技服务和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四�适度发展适宜产业 

现代农业。在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推进农业发展“135”战略�稳定发展优质粮油�提

速发展生猪、蔬菜、柑橘�大力发展笋竹、中药材、草食牲畜、花卉、蚕桑��依托龙头企业�加快

培育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 

生态旅游。发挥各区域的特色旅游资源优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提升旅游产业

素质和带动能力�把旅游业打造成为区域重要的支柱产业�实现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20%以上�接待

国内外游客年均增长 18%以上。 

清洁能源及优势矿产资源开采。依托较丰富的煤炭、岩盐、硅、锰等矿产资源�提高环境保护和



 38 

准入条件�适度发展清洁能源生产、矿产资源开采和建材产业。 

�五�加快人口有序转移 

以劳务开发为主要途径�结合教育移民、投资移民、生态移民以及三峡移民带动�改革和完善户

籍管理制度�切实消除附着于户籍制度的就业、社会保障等歧视性政策�消除人口转移定居的制度性

障碍�促进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稳步有序转移�实现人口合理分布�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

人口压力。到 2020 年累计向外转移 200 万人左右�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8‰左右的基础上�

常住人口减少到 400万人左右。 

第四节 开发管制原则 

——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逐步减少农村居民点的占用空间�腾出更多空间用于保障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和农业生产。控制现有工业开发区的用地面积�并逐步改造成为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零

污染”的生态型工业园区�原则上限制开发区域内不再新建各类开发区。 

——在不损害生态功能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资源开采、旅游、农业等产业�积极发展服

务业�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自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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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集约开发、集中建设�重点规划和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中心城镇�提高

综合承载能力。引导一部分人口向其他区域转移、一部分人口向区域内的中心城镇转移。加强对生态

移民点的空间布局规划�尽量集中布局到中心城镇�避免新建孤立村落式的移民社区。 

——加强中心城镇的道路、供排水、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条件适宜的地区�积极推

广沼气、风能、小水电等清洁能源。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条件�提高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控制新增公路、铁路建设规模。在有条件的限制开发区域之间�要

通过水系、绿带等构建生态廊道�避免成为“生态孤岛”。 

 

专栏 4�生态廊道和生态孤岛 

生态廊道�是指从生物保护的角度出发�为可移动物种提供一个更大范围的活动领域�以促进生物个体间的交流、运输和资源

的保存与维护的生物迁移通道。主要由植被、水体等生态要素构成。 

生态孤岛�是指物种被隔绝在一定范围内�生态系统只能内部循环�与外界缺乏必要的交流与交换�物种向外迁移受到限制�

处于孤立状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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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禁止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是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设立、

实施强制性保护的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

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一节  区域范围 

全市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家及市级自然保护区

24 个�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个�国家及市级重点

风景区 35个�国家及市级森林公园 53个�国家地质

公园 5 个,重要水源地、重要水源水库及其保护区 56

个。以上六类区域共计 175 个�总面积约 80.2 万公

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9.73%。                        图 14�重庆市禁止开发区域空间分布图 



 41 

第二节 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全市禁止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是�保护全市自然文化资源的重要区域�点状分布的重要生态功能

区域�特殊功能保护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并非禁止发展区域。对全市禁止开发区域要实行强制保护�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稳定。 

——实行强制保护�凡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活动一律禁止。凡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

开发建设活动一律禁止。承担一定旅游功能的禁止开发区域�要服从自然保护的主体功能�严禁以旅

游开发为名大兴土木。依法关停禁止开发区域内所有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实现零排放。 

    ——引导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逐步自愿平稳有序转移�  减少区域内的人为破坏。采取综合措施�

特别是加强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禁止开发区域的劳动者跨区域转移就业的能力。结合生态环境

管护�引导部分人口就地转为管护人员�对管护人员实行定编。 

——明确各级政府对各级各类禁止开发区域的保护责任�落实责任主体。建立与责任主体对应的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为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生态环境管护和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财力保障。 

——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进一步理顺禁止开发区域的管理体制。对位置重叠、名称不同、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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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要明确统一的管理主体。对同一区域保护对象相同但人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禁止开发区域要

加以归并。 

第三节 开发管制原则 

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

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逐步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生态功能核心区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国家级及市级自然保护区。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本规划及自然保护区规划进行管理。 

按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分类管理。核心区严禁任何生产建设活动�缓冲区除必要的科学实验

活动外�严禁其他任何生产建设活动�实验区除必要的科学实验以及符合自然保护区规划的旅游、种

植业和畜牧业等活动外�严禁其他生产建设活动。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本

规划以及世界文化自然遗产规划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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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遗产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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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及市级风景名胜区。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本规划以及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管理。 

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一切景物和自然环境。禁止在风景名胜区进行与风景名胜资源无关的生产

建设活动。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等必须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严格控制人工景观建设�违反规划建设

的设施要逐步拆除。在风景名胜区开展旅游活动�必须根据资源状况和环境容量进行�不得对景物、

水体、植被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损害。 

国家及省级森林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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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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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质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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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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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其他任何生产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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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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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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水源地、重要水源水库及其保护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本规划以及水源地保护相关规划进

行管理。 

禁止在重要水源地、重要水源水库及其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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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任务艰巨�意义重大�需要明确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政府职

责�配套出台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改革和完善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建立有利于发挥区域主体

功能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进全市国土空间宏观调控和规划实施监测体系建设。 

第一节 政府职责 

    市级各部门及各区县�自治县�要按照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共同推进全市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负责指导并衔接区县�自治县�功能区划的编制�

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负责本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期

评估和修订�负责组织提出规划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财政部门。负责按照本规划明确的财政政策方向和原则改革财政体制�负责制定并落实适应主体

功能区要求的各项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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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门。负责组织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负责制定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各项土地政策并落

实用地指标�负责监督检查本规划确定的各区县�自治县�开发强度的落实情况�负责组织将基本农

田落到具体地块。 

水利部门。负责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负责制定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

保护及管理政策。 

农业部门。负责编制跨区县�自治县�的全市农业功能区规划。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现有各类禁止开发区域进行全面清查�负责组织编制跨区县

�自治县�的全市生态功能区的规划�负责制定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环境政策�负责组织编制全市

自然保护区的规划。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制定引导人口有序转移的政策。 

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制定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 

林业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全市森林公园的规划及相关自然保护区的规划。 

气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气象灾害防御等规划�参与制定自然灾害防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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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市级各有关部门�根据本规划组织修订能源、交通等专项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等。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贯彻实施全国和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全国和全市主体功能

区规划对本区县�自治县�的主体功能定位�对本区县�自治县�国土空间进行功能分区�并明确“四

至”范围�编制并实施本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明确各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开发和管

制原则等�根据本区县�自治县�的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发展规划�编制实施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建

设规划和乡镇规划、村庄规划。 

第二节 区域政策 

    根据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形成市场主体行为符合各区域主体

功能定位的利益导向机制。 

实行分类管理的财政政策。完善一般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县�自

治县��指具有限制开发区域的区县�自治县��下同�的支持力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增设生

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建立区县�自治县�间横向援助机制�鼓励重点开发区县�指

全部区域均为重点开发区域的区县�自治县��下同�采取资金补助等方式对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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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 

实行分类管理的投资政策。逐步加大政府投资用于农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比例�政府投资方向要

符合各区县�自治县�的主体功能定位�对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的投资主要用于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支持发展适宜产业�对限制开发区县�自

治县�国家支持的政府投资项目�适当提高市政府补助或贴息的比例�对基础设施项目�降低或不要

求区县�自治县�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综合采取金融、税收、审批和核准备案条件设置等措施�引导

社会资金投向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 

实行分类管理的产业政策。制定区县�自治县�重点产业指导意见�引导产业分区域发展�重大

产业项目优先安排在重点开发区县�自治县�布局�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域实行不

同的占地、耗水、“三废”排放等强制性标准�建立退出机制�促进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不符合

主体功能定位的现有产业加快转移或关闭。 

实行分类管理的土地政策。合理确定各类用地规模�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严格控制工业用地增

加�适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逐步减少农村居住用地�实行城乡用地增减规模挂钩政策�城市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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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增加规模与本区县�自治县�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规模挂钩�实行城市建设用地的人地挂钩政策�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挂钩�严格控制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的建设用地增

长�严禁农业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改变农业生产用途的土地供应�严禁生态导向的限制开

发区县�自治县�改变生态用途的土地供应。 

实行分类管理的人口政策。重点开发区县�自治县�要增强的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实施积极的

人口迁入政策�鼓励外来人口迁入和定居�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和禁止开发区域要实施积极的人

口退出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促进人口向外转移和迁出�引导人口向中心城镇集聚�改革

城乡户籍制度�将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户籍相剥离�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

的原则�切实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权益。  

实行分类管理的环境政策。稳步提高重点开发区县�自治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限制开发区

县�自治县�排污企业的治理、限制或关停�确保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依法关闭禁止开发区县

�自治县�所有的排污企业�确保污染物“零排放”�实行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定位设置不同环境准入

标准�合理控制重点开发区县�自治县�排污许可证发放�从严控制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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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发放�禁止开发区域不发放排污许可证。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重点节能工程�积极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优

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严格实施重大工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气候

可行性论证制度�加强对暴雨洪涝、高温干旱、低温冰冻等灾害的应急和防御能力建设。 

第三节 规划管理 

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完善规划体系的要求�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形成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为统领�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其它专项规划为支撑�各

级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全市规划体系。全市规划体系按层级分为市级规划、区

县�自治县�级规划�按类型分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专项规划、区域

规划、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乡镇规划、村庄规划。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是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根

据中央和市委部署编制的统领规划期内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是其它各类规划编

制的依据。各区县�自治县�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强化国土空间调控�逐步转变为区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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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空间发展规划�并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程序编制并审定。 

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以全市国土空间为对象编制的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是其它各

类规划在空间开发和布局方面的基本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

发展战略编制或修订�是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

规划编制的基本依据。 

专项规划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细化。 

区域规划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是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

划在特定国土空间的延伸和细化。区域规划要与专项规划和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相衔接。 

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是国家和全市各类规划在区县�自治县�的具体落实�是区县�自

治县�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的依据。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要根据主体功能区

规划对本辖区的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安排辖区内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和范围�明确各

类用途土地的空间布局原则和方向�并将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有机融入到具体空间�为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规划和乡镇规划、村庄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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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乡镇规划、村庄规划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编制�同时�要贯彻落实全国

和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原则和要求�依据区县�自治县�空间发展规划编制。 

第四节 绩效考评 

建立有利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各区县�自治县�提供公共服务、

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

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重点开发区县�自治县��实行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优先的绩效评价�综合评价经济增长、吸纳

人口、质量效益、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以及外来人口公共服务覆盖面等�弱化对投资增长

速度等的评价。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城乡居

民收入、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三废”处理率、大气和水体质量、吸纳外来人口规模等。 

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对农业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实行农业发展优先的绩效评价�

强化对提高农产品保障能力相关指标的评价�弱化对工业化城镇化相关经济指标的评价�主要考核耕

地面积、粮食产量、单产能力、农民收入等指标�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工业、财政收入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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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等指标。对生态导向的限制开发区县�自治县��实行生态建设优先的绩效评价�强化对提供生

态产品能力的评价�弱化对工业化城镇化相关经济指标的评价�主要考核大气和水体质量、水土流失

治理率、森林覆盖率、生物多样性等指标�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工业、财政收入和城镇化等

指标。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划要求�按照保护对象确定对禁止开发区域的评价考核内容�主要评价考核自

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第五节 实施监测 

建立覆盖全市、协调统一、反应及时、功能完善的全市国土空间动态监测和宏观调控体系�对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测、分析和跟踪评估。 

建立全市国土空间宏观调控机制。由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发展改革、国土、

规划、科技、水利、农业、环保、林业、地震、气象等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建立全市国土空间宏观

调控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市国土空间调控重大事项�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建设全市国土空间动态监测体系。由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推进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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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土空间动态监测体系�以人口集聚、城市扩张、项目建设、耕地占用、矿产资源开采以及水面、

湿地、林地、自然保护区的变化等为重点�监测各区域主体功能的形成情况�。 

建立主体功能区规划评估与动态修订机制。适时开展规划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出是否需要调整

规划内容�或对规划进行修订的建议。各区县�自治县�各部门要对规划在本区县�自治县�、本领

域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分析�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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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区县�自治县�开发强度控制指标 

 

区县�自治县� 主体功能定位 
开发强度 

2008年 2020年 

重庆市 7.21 8.54 

一小时经济圈 11.55 13.44 

渝中区 重点开发 77.27 77.27 

大渡口区 重点开发 36.07 58.06 

江北区 重点开发 33.05 46.50 

沙坪坝区 重点开发 31.25 37.13 

九龙坡区 重点开发 32.06 36.92 

南岸区 重点开发 33.36 45.67 

北碚区 重点开发 13.90 17.95 

渝北区 重点开发 17.45 22.42 

巴南区 重点开发 9.69 12.14 

涪陵区 重点开发 5.03 6.10 

万盛区 重点开发 6.88 7.23 

长寿区 重点开发 15.47 17.17 

双桥区 重点开发 76.86 76.86 

江津区 重点开发 9.65 10.82 

合川区 重点开发 11.55 12.80 

永川区 重点开发 15.12 16.84 

綦江县 重点开发 6.83 7.53 

潼南县 重点开发 10.45 11.18 

铜梁县 重点开发 13.46 14.13 

大足县 重点开发 13.20 14.53 

荣昌县 重点开发 13.44 14.57 

璧山县 重点开发 14.26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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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 重点开发 4.23 4.94 

渝东北地区 5.86 6.32 

万州区 重点开发 10.12 11.04 

梁平县 重点开发 10.28 11.15 

城口县 限制开发 1.08 1.11 

丰都县 重点开发 4.14 4.66 

垫江县 重点开发 10.64 12.21 

忠  县 重点开发 8.20 9.07 

开  县 重点开发 6.59 7.00 

云阳县 限制开发 5.52 6.00 

奉节县 限制开发 4.98 5.13 

巫山县 限制开发 6.63 6.85 

巫溪县 限制开发 2.14 2.16 

渝东南地区 3.26 3.50 

黔江区 重点开发 3.91 4.37 

武隆县 限制开发 2.10 2.71 

石柱县 限制开发 2.67 2.91 

秀山县 限制开发 5.15 5.56 

酉阳县 限制开发 2.71 2.79 

彭水县 限制开发 3.68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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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禁止开发区域名录 

一、自然保护区 

序号 
自然保护 

区名称 

保护类型 主要保护对象 所在地 总面积 (hm
2

) 批准日期 级别 

1 

金佛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银杉、珙桐等常

绿阔叶林 

南川 41850 2000.4 国家级 

2 

缙云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北碚区 7600 2001.6 国家级 

3 
大巴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崖柏等常绿阔

叶林 

城口县 136017 2003.6 国家级 

4 

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

自然保护区 

水生生物类

型 

白鲟达氏鲟胭

脂鱼等鱼类及

其产卵场 

江津、永川、

九龙坡、巴

南、大渡口 

14700�在渝� 2005.5 国家级 

5 

四面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江津区 22433 1999.7 省级 

6 白马山自然保 森林资源型 野生动植物 武隆县 7200 2000.5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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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 

7 

天坑地缝自然

保护区 

地质遗址类

型 

地质遗迹 奉节县 26458 2001.3 省级 

8 

小南海自然保

护区 

地震遗址型 地质遗迹 黔江县 15000 2001.3 省级 

9 

大风堡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红豆杉等 石柱县 21816.9 2001.7 省级 

10 

阴条岭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珙桐等常绿阔

叶林 

巫溪县 30284.4 2001.12 省级 

11 

华蓥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森林生态系统 渝北区 7180 2002.6 省级 

12 

雪宝山自然保

护区 

野生动物类

型 

云豹、红豆杉、

珙桐等 
开县 31903 2002.8 省级 

13 

安谰自然保护

区 

鹭类型 鹭类 巴南区 1004 2002.6 省级 

14 

武陵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黔江区 7011 2002.12 省级 

15 五里坡自然保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巫山县 38039.3 2002.1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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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 

16 

王二包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万州区 7496 2002.12 省级 

17 

老瀛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綦江县 3414 2004.5 省级 

18 

大木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涪陵区 14775 2004.5 省级 

19 

南天湖自然保

护区 

动物、湿地

类型 

珍稀野生动植

物、高山湿地 

丰都县 20672 2004.12 省级 

20 

江南自然保护

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巫山县 77864 2003.11 省级 

21 

大板营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酉阳县 30825.5 1999.1 省级 

22 

七曜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植被 森林资源型 云阳县 10564.4 2005.4 省级 

23 

太阳山自然保

护区 
森林资源型 常绿阔叶林 秀山县 17200 2005.11 省级 

24 乌江、彭水长 水生生物类 乌江特有鱼类 彭水县 83 2007.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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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河鱼类保护

区 

型 及其生境 

二、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序号 文化遗产名称 所在区县 面积�hm
2

� 级别 

1 宝顶石刻---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 307.42 国家级 

2 

中国南方喀斯特武隆世界自然遗产�包括

天生三桥、芙蓉洞、后坪天坑� 
武隆 44869 国家级 

三、重点风景区 

序号 风景名胜区名称 所在区县 面积�hm
2

� 级别 

1 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 

巫山、奉节、云阳、

涪陵、忠县、丰都、

万州 

110875 国家级 

2 四面山风景名胜区 江津 21337 国家级 

3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 南川 44100 国家级 

4 缙—北—钓风景名胜区 北碚、合川 17000 国家级 

5 芙蓉江风景名胜区 武隆 10075 国家级 



 61 

6 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 奉节 39697 国家级 

7 统景风景名胜区 渝北 882 省级 

8 南山——南泉风景名胜区 南岸 7498 省级 

9 红池坝风景名胜区 巫溪 35780 省级 

10 百里竹海风景名胜区 梁平 9240 省级 

11 青龙瀑布风景名胜区 万州 6013 省级 

12 小溪风景名胜区 涪陵 2400 省级 

13 天生三桥风景名胜区 武隆 4990 省级 

14 小南海风景名胜区 黔江 2714 省级 

15 大足石刻风景名胜区 大足 11550 省级 

16 歌乐山风景名胜区 沙坪坝 5100 省级 

17 定明山——运河风景名胜区 潼南 6500 省级 

18 巴岳山——西温泉风景名胜区 铜梁 4520 省级 

19 东温泉风景名胜区 巴南区 5720 省级 

20 青龙湖风景名胜区 璧山 2690 省级 

21 黑山谷——石林风景名胜区 万盛 10114 省级 

22 黑石山——滚子坪风景名胜区 江津 17950 省级 

23 长寿湖风景名胜区 长寿 2452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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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潭獐峡风景名胜区 万州 7420 省级 

25 乌江画廊风景名胜区 酉阳 21796 省级 

26 黄水风景名胜区 石柱 11750 省级 

27 小三峡风景名胜区 巫山 37000 省级 

28 干井沟风景名胜区 忠县 6520 省级 

29 龙泉风景名胜区 万州 5986 省级 

30 张关—白岩风景名胜区 渝北 4914 省级 

31 明月山风景名胜区 垫江 11810 省级 

32 歇凤山风景名胜区 万州 10060 省级 

33 古剑山——清溪河风景名胜区 綦江 7358 省级 

34 九重山风景名胜区 城口 4710 省级 

35 后坪天坑风景名胜区 武隆 3800 省级 

四、森林公园 

序号 森林公园名称 所在区县 面积�hm
2

� 级别 

1 双桂山国家森林公园 丰都 102 国家级 

2 金佛山国家森林公园 南川 6085 国家级 

3 小三峡国家森林公园 巫山 2000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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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水国家森林公园 石柱 4200 国家级 

5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武隆 5070 国家级 

6 青龙湖国家森林公园 璧山 5236.3 国家级 

7 茂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彭水 1910.2 国家级 

8 东山国家森林公园 梁平 3780 国家级 

9 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 涪陵 1633 国家级 

10 黔江国家森林公园 黔江 12800 国家级 

11 雪宝山国家森林公园 开县 18408 国家级 

12 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 巫溪 24200 国家级 

13 桥口坝国家森林公园 巴南区 7690 国家级 

14 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万州 9100 国家级 

15 歌乐山国家森林公园 沙坪坝 1403.03 国家级 

16 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永川 9979 国家级 

17 黑山国家森林公园 万盛 2652 国家级 

18 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大足 3517.39 国家级 

19 大园洞森林公园 江津 3459 国家级 

20 观音峡森林公园 北碚 1615 国家级 

21 天池森林公园 忠县 733.3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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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九重山森林公园 城口 10089 国家级 

23 铁山坪森林公园 江北 1466.7 省级 

24 玉峰山森林公园 渝北 1000 省级 

25 华莹山森林公园 渝北 269 省级 

26 凉风垭森林公园 南岸区 1960 省级 

27 南泉森林公园 南岸区 200 省级 

28 东温泉森林公园 巴南区 1173 省级 

29 云雾坪森林公园 江津 1144 省级 

30 滚子坪森林公园 江津 266 省级 

31 临峰山森林公园 江津 1204 省级 

32 黄瓜山森林公园 永川 2000 省级 

33 白市驿北塔坪森林公园 九龙坡 993.3 省级 

34 西温泉森林公园 铜梁 1450 省级 

35 楠木院森林公园 长寿 763 省级 

36 长田森林公园 綦江 933 省级 

37 古剑山森林公园 綦江 800 省级 

38 岚峰森林公园 荣昌 333 省级 

39 楠竹山森林公园 南川 866.7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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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世坪森林公园 丰都 400 省级 

41 明月山森林公园 垫江 290 省级 

42 贝壳山森林公园 万州 310 省级 

43 泉活森林公园 万州 530 省级 

44 乌龙池森林公园 万州 350 省级 

45 白果森林公园 巫溪 1000 省级 

46 四十八槽森林公园 云阳 802.1 省级 

47 南山森林公园 开县 467 省级 

48 巴营森林公园 忠县 240 省级 

49 梨子坪森林公园 巫山 1333 省级 

50 仰头山森林公园 黔江 920 省级 

51 马鞍山森林公园 潼南 100 省级 

52 南天门森林公园 渝北 1510 省级 

53 乌江森林公园 涪陵 1578 省级 

五、地质公园 

序号 地质公园名称 所在区县 面积�hm
2

� 级别 

1 长江三峡地质公园�重庆段� 巫山、巫溪、奉节 125000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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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黔江小南海国家地质公园 黔江 19700 国家级 

3 龙缸国家地质公园 云阳县 29600 国家级 

4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武隆 45470 国家级 

六、重要水源地及保护区 

序号 

水源水库

名称 

所在区县 面积�hm
2

� 说明 

1 巴南区 迎龙湖水库 881�巴南部分�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 璧山县 盐井河水库 621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 璧山县 同心水库 58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 长寿区 下硐水库(烟坡) 3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 城口县 羊耳坝水库 29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6 大足县 龙水湖水库 626�大足部分�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7 大足县 上游水库 1557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8 大足县 化龙水库 1218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9 垫江县 双河水库 37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0 垫江县 西山水库 3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1 垫江县 白龙洞水库 3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2 垫江县 十路口水库 138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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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丰都县 弹子台水库 262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4 丰都县 高滩水库 21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5 奉节县 清莲溪水库 1507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6 涪陵区 水磨滩水库 64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7 涪陵区 红星水库 在建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8 涪陵区 龙潭水利工程 在建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19 涪陵区 卫东水库 326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0 九龙坡 大河沟水库 16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1 九龙坡 宋家沟水库 15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2 开县 鲤鱼塘水库 27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3 梁平县 廖叶水库 5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4 梁平县 张星桥水库 586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5 梁平县 大河坝水库 30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6 梁平县 沙坝水库 303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7 南岸区 迎龙湖水库 658�南岸部分�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8 南岸区 雷家桥水库 262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29 南岸区 百步梯水库 19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0 南岸区 涂山湖水库 147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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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南川区 双河水库 292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2 南川区 肖家沟水库 541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3 綦江县 鱼栏咀水库 80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4 黔江区 小南海水库 797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5 黔江区 洞塘水库 55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6 荣昌县 高升桥水库 93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7 沙坪坝 工农水库 443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8 沙坪坝 幸福水库 266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39 石柱县 龙池坝水库 661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0 双桥区 龙水湖水库 459�双桥部分�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1 铜梁县 玄天湖水库 57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2 铜梁县 双寨水库 71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3 铜梁县 西郭水库 293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4 万盛区 汤家沟水库 351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5 万州区 甘宁水库 83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6 万州区 双堰水库 20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7 万州区 万年水库 163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48 万州区 东桥水库 178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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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万州区 工农水库 152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0 万州区 万家沟水库 178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1 武隆县 中心庙水库 314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2 秀山县 钟灵水库 493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3 秀山县 隘口水库 2295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4 秀山县 徐家水库 规划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5 永川区 孙家口水库 在建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6 酉阳县 小坝二级水库 107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7 渝北区 新桥水库 710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58 忠县 白石水库 1102 包括水面面积和缓冲 500米范围 

七、主城四山保护区 

序号 山脉名称 涉及区县 说明 

1 

缙云山 

山脉 

合川、北碚、璧山、沙坪

坝、九龙坡、江津 

面积约 34741 hm
2

�包含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缙云山—北温

泉—钓鱼城风景名胜区、白塔坪森林公园以及其他山体林地 

2 
中梁山 

山脉 

渝北、北碚、沙坪坝、九

龙坡、大渡口、江津 

面积约 75648 hm
2

包含华蓥山自然保护区、缙云山—北温泉

—钓鱼城风景名胜区�部分�、歌乐山风景名胜区�静观森

林公园、歌乐山森林公园、尖刀山森林公园、南天门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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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茅庵森林公园以及其他山体林地 

3 

铜锣山 

山脉 

长寿、渝北、江北、南岸、

巴南、江津 

面积约 47452 hm
2

�包含安澜自然保护区、统景风景名胜区、

南山—南泉风景名胜区、玉峰山森林公园、铁山坪森林公园、

桥口坝森林公园以及其他山体林地�区内森林植被保护较为

良好�旅游资源亦相对丰富 

4 

明月山 

山脉 

梁平、垫江、长寿、渝北、

江北、南岸、巴南 

面积约 79774 hm
2

�包含百里竹海风景名胜区、明月山风景

名胜区、张关——白岩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山体林地�森林

植被保护较为良好�旅游资源亦相对丰富。 

 



 71 

附件 3� 

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系统评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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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格局图                                    图 2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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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环境容量空间格局图                                           图 4 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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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生态重要性空间格局图                                          图 6 自然灾害危险性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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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人口聚集度空间格局图                                          图 8 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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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交通优势度空间格局图                                       图 10 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度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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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生态系统制约度空间格局图                                      图 12 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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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综合发展潜力空间格局图(A值法)                                 图 14综合发展潜力空间格局图(判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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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主体功能区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