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P R E F A C E

国土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编制“多规合一”的《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美好宜居家园的重要保障，是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规划》是全省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是实施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编制省级空间类专项规划、市县等下位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依据，具有战略性、

协调性、综合性和约束性。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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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思想

 规划范围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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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深入落实中共江西省委“二十四字”

工作思路，加快打造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节约集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全省生态、农业、城镇空间格局，推进国土空间

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实现江西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江

西样板”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江西省行政辖区，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1.74%；

包括 11 个地级市、100 个县（市、区）。

规划期限
规划目标年为 2035 年，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规划范围和期限



目 标 战 略
与 总 体 格 局
Target Strategies and the Overal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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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定位

 空间战略

 总体格局

02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江西省进入大有可为但也充满挑战的战略机遇期。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亲临江西视察，明确提出江西要“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
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和“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等重要指示，
为江西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规划》的最大遵循。



2.1
总体定位

高标准建成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目标定位

长江中下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大湖流域综合治理样板区

中部地区绿色崛起示范区

内陆双向开放发展高地

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区

文化与自然魅力彰显的宜居家园



2.1
规划目标

2035 年

2050 年

形成大湖流域国土空间整体保护与合理开发模式，生态、农业、城镇
空间实现合理协调布局。

国土空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增强，生态和粮食安全底线管控体系进一步强化，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升。

国土空间绿色开发竞争力持续提高，城镇空间开发更加集聚高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的资源利用体系基本建成。

国土空间开放水平和设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交通、能源、水利和防灾减灾等

设施支撑体系更加完善，内陆高水平双向开放高地全面建成。

国土空间品质稳步提升，魅力空间体系全面建立，城乡人居环境达到全国一流

水平。

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全面建成，生态竞争力和文化自信力全国领先，形成

经济富裕、山川美丽、人人幸福、安全稳定的生态文明高度发展新局面。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健全完善，国土空间生态优越、均衡开放、宜居安全、

魅力突出、集约高效，成为大湖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典范。

目标定位



2.2

生态筑屏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以流域分区为单元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命共同体整体保护和生态修复；实现鄱阳湖“一湖清水”与赣东 - 赣东北、赣西 -

赣西北和赣南等山地森林生态屏障的高水平保护。

开放协同
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畅通出省交通大通道，加快培

育开放发展平台，构建“东联西引、南北畅通”双向开放格局，打造全国内陆双向开

放发展高地。

都市圈引领
推动大南昌都市圈建设，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重点增强南昌中心城区能级；

加强对赣江新区发展支持，与南昌共建都市圈发展核心；深化昌九、昌抚一体化；加

快 “1 小时”交通圈建设。

乡村振兴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保障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用地，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以村庄规划引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改善乡村人居

环境。

魅力彰显
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魅力空间格局，构建全省魅力空间体系；建立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空间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利用；构建景城融合的特色景

观风貌。

空间战略



构建“一圈引领、两轴驱动、江湖联保、三屏筑底”
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圈引领”
以大南昌都市圈为引领，形

成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地区

“两轴驱动”
强化沪昆（浙赣）和京九高

铁两条开发主轴

“江湖联保”
统筹长江、鄱阳湖和赣江等

省内主要河流的生态环境

保护

“三屏筑底”
围绕赣东 - 赣东北、赣西－

赣西北、赣南的山地丘陵地

区，筑牢 3 个森林生态安全

屏障

2.3 总体格局



守护“一湖清水”
筑牢南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
Protecting Poyang Lake and 
Consolidating an Eco-security Shield of Southern China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夯实“一江双心，五河三屏”的生态保护格局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

 打造大湖流域全域生态修复示范区

 强化重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03

江西省生态环境本底优越，是全国生态大省和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强调：“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
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



3.1 夯实“一江双心，五河三屏”的生态保护格局

一江：建设美丽长江岸线江西段

双心：加强鄱阳湖、赣江源 - 东江源 - 北江源区域性整体保护

五河：依托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构建区域生态廊道

三屏：筑牢三个山地森林生态屏障



3.2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将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土保持 3 大类共 16 个片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现重要生态

空间应保尽保，筑牢生态安全底线。

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全面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

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3.3 打造大湖流域全域生态修复示范区 

“一带”：长江生态修复带。

“两核”：鄱阳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核心区、赣南岗地 - 大庾岭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核心区。

“六区”：饶河流域矿山与农田生态修复区、抚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

    复区、赣江中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复区、修河流域自然生态空间保护与农

    业生态修复区、信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小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区、赣江下游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与城市工矿生态修复区。

构建“一带两核六区”的全省生态修复格局



3.4 强化重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提升森林、湿地和农业等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推进落实碳中和目标。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加强对鄱阳湖区 - 庐山、赣东武夷山脉 - 怀玉

山脉、赣南南岭山脉 - 九连山脉、赣西罗霄

山脉等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布局。

赣东武夷山脉

赣南南岭山脉-九连山脉

赣西罗霄山脉

赣东怀玉山脉

鄱阳湖区-庐山



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区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National 
Pacesetter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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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五区三带”的农业空间格局

  严守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底线

  建设绿色高产农业空间

  规划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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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
试点省。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指出，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粮食生
产基础，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4.1 构建“五区三带”的农业空间格局

“五区”：鄱阳湖平原、赣抚平原、吉泰盆地、赣南丘陵盆地、赣西丘陵盆地 5 个农

                          业生产集中区。

“三带”：赣西北、赣东北、赣南 3 个生态特色农业发展带。



4.2 严守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底线

按照“三位一体”要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安全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与产能 

加强耕地保护监督信息管理，严格执法监督 

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加强管控，守住耕地精华



4.3 建设绿色高产农业空间

加快两区建设、保障粮油供应安全

支持生猪、水产、果业等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 

促进农业空间高效利用

保障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

一片两线生猪生产基地

加强粮食生产保护区划定和建设 加强油菜籽生产保护区划定和建设

沿江环湖水禽生产基地 环鄱阳湖渔业生产基地

一环两带蔬菜生产基地 南橘北梨中柚果业生产基地 四大茶叶生产基地



4.4 规划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以县域为单元统筹
村庄规划布局

推进乡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

统筹城乡
基础设施布局

加快农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

建立乡村
社区生活圈



优化城镇空间
建设中部地区绿色崛起示范区 
Optimizing Urban Space and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Zone of the Green Rise in the Central Region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构建“一圈两轴多群”的城镇开发格局

 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提升产业与创新空间竞争力

 提升城镇人居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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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西要“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上勇争先”。《规划》坚持绿色发展，加快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提升
城镇空间质量，努力在中部地区发挥绿色崛起示范作用。



5.1 构建“一圈两轴多群”的城镇开发格局

“一圈”
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

“两轴”
强化沪昆（浙赣）、京

九两大城镇发展轴沿线

要素集聚能力，构建承

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内

陆双向开放大通道。

“多群”
培育赣州、信江河谷（上

饶、鹰潭）、新宜萍、吉

泰等多个城镇群，带动赣

南、赣东北、赣西区域加

快发展、联动协同。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空间质量；以都市圈、城镇群作为

主体形态，构建“一圈两轴多群”的城镇开发格局。

到 2035 年，城镇化率提高到 72-74% 左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5.1 构建“一圈两轴多群”的城镇开发格局

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
强化南昌市中心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培育赣江新区发展新引擎，联动九江、抚州

等周边城镇，打造融合一体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形成以南昌为中心的圈层

式、网络化城镇空间格局。



5.2 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引导城镇人口合理、有序聚集，构建以都市圈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

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重点发展“一主一副”省域中心城市
强化南昌省域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赣州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带动赣南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到 2035 年，南昌迈入特大城市行列，赣州成为 I 型大城市。

加强“两极多点”城镇功能集聚
加快建设九江、上饶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宜春、景德镇、萍乡、新余、

鹰潭、吉安、抚州等地区中心城市地区综合服务功能。到 2035 年，九江、上饶、抚州、

宜春、吉安成为城区人口 100-300 万人的Ⅱ型大城市。

引导县域中心城市差异化发展

因地制宜推动重点镇、特色镇发展



5.3 提升产业与创新空间竞争力

构建“一核三区四带”
产业格局
建设先进制造业高地

推动重要服务业集聚

完善重大矿产经济区布局

加强产业空间
供给和保障

培育创新与开放平台

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5.4 提升城镇人居品质

更加安全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统筹消防设施布局， 完善应急避难设施体系

更加绿色
建立由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构成的多层次公园体系

更加友好
建设老年、儿童友好型城市

更加宜居
建立服务高效、舒适便捷的城镇社区生活圈



强化设施支撑
建设内陆双向开放发展高地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s Construction and Nurturing an Inland 
Development Highland of Two-way Opening Up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建立健全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强化能源水利设施韧性保障

 融入多向区域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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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下，江西“四面逢
源”的区位开放优势明显加强。2020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江西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要求江西挖掘区域合作潜力，加快构建内外并举、全域统筹、
量质双高的开放格局，努力走出一条内陆省份双向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促创新的新路子。



6.1 建立健全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构建“双向联通、全域开放”
综合交通格局。

融入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形成省内“123”交通出行圈。

大南昌都市圈 1 小时通勤

南昌至省内其他设区市 1 小时可达

设区市至辖内县城 1 小时可达

横向：沪昆、沿江、渝长厦、岳衢、

            衡吉温、韶赣厦通道

纵向：京港澳、银福、合福、蒙吉泉、     

            阜鹰汕、咸井韶通道

南昌至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

省内各设区市之间 2 小时通达

国内

全球

周边国家

1 天 2 天 3 天

1 小时 2 小时

3 小时

构建以“沪昆”、“京港澳”两

条主轴为支撑的“六横六纵”

省域综合运输大通道



6.1 建立健全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打造“一核三极多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重点建设南昌国际智慧空港、南昌向塘国际陆港、九江港江海联运中心、
赣州国际陆港等国际性交通枢纽港站。

建设南昌—九江
国际性门户枢纽

    构建赣州、上饶、
赣西组团全国性

综合枢纽

  推进吉安、抚州、
鹰潭、景德镇等
地区级和一批

县级综合枢纽建设



6.2 强化能源水利设施韧性保障

加强区域性水利设施规划建设
加强区域防洪设施、重点水源工程、水生态安全保障工程规划建设。

重点推进茅店、江口、寒信、流口、铜埠、极富及坝口等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完

成康山等国家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构建安全低碳清洁的能源设施网络
落实 2030 年碳达峰目标，加大对水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支持，持续提高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规划建设雅中 - 江西、南昌 - 长沙、南昌 - 武汉等特高压输电工程和江西 - 福建电

力联网工程，形成“1 个中部核心双环网 +3 个区域电网”的 500 千伏网架。



6.3 融入多向区域开放格局

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促进与海峡西岸经济区联动发展

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推动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同发展



塑造魅力空间
建设“红绿古”交相辉映的如画江西
Organizing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and Building a 
Picturesque Jiangxi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
Green and History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构建“四圈三带多区”魅力空间格局

  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空间体系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赣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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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秀美的自然山水是江
西最具魅力的名片，为江西烙印上“红绿古”的三色印记。塑造魅力空间、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推动江西加快绿色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品质的重要支撑。



7.1 构建“四圈三带多区”魅力空间格局

“四圈”：环鄱阳湖魅力景观圈、赣西魅力景观圈、赣南魅力景观圈、赣东北魅力景    

                          观圈。

“三带”：西部幕阜山 - 罗霄山魅力景观带、东部怀玉山 - 武夷山魅力景观带、南部

                          长征红色文化魅力景观带。

“多区”：自然魅力景观区、人文魅力景观区、乡村魅力景观区。



7.2 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空间体系

推动重要文化线路挖掘保护
加强赣粤古道、万里茶道、长征线路、客家迁徙线路、徐霞客旅行路线、徽饶古道、梅

关古道、篾岭古道、广丰古道、乌迳古道、赣湘古道、浙赣古道、井冈山北关古官道等

重要线性文化遗产的挖掘梳理。

分类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下文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

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工业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并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严格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控要求



7.3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赣鄱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赣州、井冈山、安源等地区红色文化遗产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大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设江西长征步道体系。

构建革命文物主题展示空间体系，支持长征红色文化集中展示带建设。

弘扬赣鄱文化
推动赣鄱特色文化传承发展。强化对陶瓷文化、客家文化、庐陵文化、临川文化等特色

地域文化的品牌塑造。加快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

加强文化廊道保护传承。推动万里茶道申报世界遗产、赣粤古道及客家迁徙线路挖掘与

传承利用工程。

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分类活化利用。加强对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空间保障。



建立规划
实施保障机制
Establish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Plan 
Implementation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强化规划传导

  完善规划全生命周期实施监督机制

  建设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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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强化规划传导

完善规划全生命周期实施监督机制

建设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构建“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加强市县国土空间规划传导

强化专项规划空间约束和规划传导

建立规划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全过程留痕制度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制度

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考核评估机制

形成全省坐标一致、全域覆盖、上下贯通、动态更新、全程留痕、权威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为实现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数字化监督

数字化实施

确保依法监督

确保依法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确保编制科学、成果标准 确保上下一致、横向衔接

数字化辅助编制 数字化审查

开
展
动
态
维
护

开
展
动
态
维
护



江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江西风景独好处。

梅关雨，浔阳渡。

高阁回雁临江渚。

渔灯窑火，落霞孤鹜，

热血洒红土。

挥毫绿色新国土。

绘三线，点棋谱。

赣鄱大地展宏图。

守护屏障，洞开门户，

继往开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