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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大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

理念。

按照国家、黑龙江省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

贯彻落实国家、黑龙江省对牡丹江市的发展战略，践行“两

山理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着力突出

对俄沿边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地位。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国土空间发展理念，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人居环境质量和城乡风貌品

质，推动牡丹江市开放、创新、可持续发展。



1.2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严守生态安全底线、耕地保护红线，提高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水平，促进城乡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问题导向，破解难题

聚焦空间要素配置，着力解决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

修复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探索规划“留白”机制，为区域

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战略引领、严格管控

明确空间发展战略，优化全域空间保护利用格局，突

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落实上位规划刚性管控要求，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强化规划的管控约束作用。

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保护自然山水格局，延续文化基因，突出地域特征、

传统特色、时代风貌。强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和公

共空间供给，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完善社区生活服务圈。

公众参与、智慧规划

加强规划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广纳民意、广集民智、

广聚共识，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立监测评估

和预警机制，强化大数据、智能感知数据在规划决策方面

的支撑作用。



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基期年为 2020年

近期 2025年

远期 年

展望至 2050年

1.3 规划范围和期限

牡丹江市行政区划范围

平方公里

七 台 河 市

牡丹江市

宁安市

海林市

穆棱市

林口县

绥芬河市

东宁市

哈 尔 滨 市

吉 林 省

鸡 西 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黑 龙 江 省



目标战略

——落实主体功能定位、明确
空间发展目标战略

2.1 城市性质
2.2 发展目标
2.3 发展战略



2.1 城市性质

面向俄罗斯和东北亚的交通枢纽

中俄合作示范城市

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目标2025年

2025年，牡丹江市在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现代产业建设、创新驱动发

展、深化改革开放、城乡区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

文明提高、民生福祉改善、治理效能提升等八大方面取得

新成效，基本建成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目标2035年

2035年，把牡丹江市建设成为面向俄罗斯和东北亚的

开发开放高地，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力和聚集力、经济繁荣、

交通发达、文明富庶、秩序优良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建设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态安全、融合开放、共享活力、文

化多元，具有国际生态休闲与冰雪旅游度假特质的国际风

景旅游城市。

2.2 发展目标

慢行低碳 集约高效

设施均衡

环境提升

安全韧性底线思维

规划关键词



2.3 发展战略

提升品质——营造共享活力之城

严守底线——铸造蓝绿安全之城

开放协作——打造融合开放之城

传承特色——缔造多元文化之城



总体格局

——优化空间总体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1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3.2 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3.3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第一条亚欧大陆桥

第二条亚欧大陆桥

东北亚经济圈

欧洲共同体
环日本海经济圈

3.1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东北亚区域合作

对接国家“一带一路”，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及“东北东
部出海大通道（鹤大）”， 结合沿边口岸政策支持及沿边开放先导
区的政策支持，依托绥芬河、东宁、同江、抚远等口岸城市，打造
向南和对俄开放重要窗口，促进牡丹江与东北亚各国的贸易合作。

哈长城市群一体化

积极响应哈长城市群建设，发挥牡丹江区域中心的重要职能，
创新协同发展。加强牡丹江市与哈尔滨市、吉林市、延吉市等特色
旅游资源开发协作，形成跨省际旅游特色区。

周边中心城市联动

对接省内大经济圈发展，积极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参与构建哈
牡两小时经济圈，发挥两小时圈层内区域中心城市作用。依托经济
走廊、口岸城市，推动哈大齐牡佳创新协调发展，积极开展区域间
合作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旅游文化合作、产业链条对接，增强对
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辐射带动作用。

飞地联动合作发展

坚持高层推动，增进交流对接｡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
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不断提升承接和承
载转移产业的能力。

拓宽合作渠道、拓展合作领域、吸引战略投资，与东莞市等共
同签署旅游、商贸等方面合作协议，探索持续放大飞地合作影响力。



3.2 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一核引领、一区支撑、三带协同”

城镇核心组团——即牡海宁城市圈，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完善

城市公用设施，加强城市治理，强化中心职能，打造海

浪组团牡丹江未来城。

山水生态区——包括牡丹江全域中处于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区域，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增强区域生态服务功能。

国道G10沿线经济带——全市产业创新发展带

国道G11沿线经济带——绿色经济带

绥东沿边经济带——开放型经济示范带

城镇核心组团

G10沿线经济带

生态保护区

穆棱市

宁安市

海林市

东宁市

绥芬河市

林口市

牡丹江市
中心城区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优先将市域自然保护地、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域和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

环境极敏感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引导布局都市农业，提高就近粮食保障能力和

蔬菜自给率，重点保护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草地，明确具备整治潜力

的区域，以及生态退耕、耕地补充的区域。

强化城镇开发边界对开发建设行为的刚性约束作用，并为未来发展留有

空间，应对城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适当增加布局弹性。因地制宜，

结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兼顾近期和长远发展。

3.3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4.1 构建网络化生态保护格局
4.2 锚定生态安全底线

——衔接区域生态网络，共同
构筑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威虎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

神洞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

三道关国家级
森林公园

夹皮沟国家级
森林公园

雪乡国家级
森林公园

镜泊湖国家级
森林公园

六峰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

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

绥芬河国家级
森林公园

4.1 构建网络化生态保护格局

构建“九屏三廊多点”网络化生态保护格局

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稳定

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以市域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为基础，构建以国家级森林公园

和主要山体为骨架，以主要流域为经络，以重要湖泊湿地、水源

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为支撑的网络化生态保护格局。



4.2 锚定生态空间底线

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

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

系统性保护。

合理划定一般重要生态空间

量身定制管控规则

全面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外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土保持、岸线防护等功能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土流失等生态

脆弱区，以及城市内部绿地、湿地等重要生态斑块，提高生态空

间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分别针对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一般重要生态空间，

量身定制其管控规则，积极保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现代化绿特农业空间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5.1 构建农业产业空间格局
5.2 严守耕地红线
5.3 建设美丽乡村



北部寒地林果和
肉牛农业产业优势区

中部蔬菜和奶牛等
特色农业产业优势区

西部优质稻米和
生猪农业产业优势区

东部食用菌农业
产业优势区

林口林业行政区

柴河林业行政区

海林林业行政区

大海林林业行政区

东京城林业行政区

穆棱林业行政区

绥阳林业行政区

八面通林业行政区

一带：沿江现代农业示范带

四区：东部食用菌农业产业优势区；

西部优质稻米和生猪农业产业优势区；

北部寒地林果和肉牛农业产业优势区；

中部蔬菜和奶牛等特色农业产业优势区。

5.1 构建农业空间格局

构建“一带四区”的稳定农业空间格局



5.2 严守耕地红线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管控

严格执行永久基本农田的相关规定，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不得闲置、荒芜，坚决防止永久

基本农田“非农化”。

实施质量优先下的耕地结构性保护，重点保护牡丹江河谷

盆地，穆兴平原等水土光热条件好、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实

现黑土地合理持续开发利用，坚决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

夯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底数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和储备区划定等专项工作，按照

“总体稳定、局部微调、量质并重”的原则，采用分类处置、补

改结合的方式，保质保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5.3 建设美丽乡村

分类推进乡村发展

充分尊重、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市域不同村

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

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边境巩固类村庄和

搬迁撤并类村庄5种不同类型，推动乡村振兴，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① 集聚提升类村庄：集中布局避免过度分散，合理布局建设用地。

② 城郊融合类村庄：近期局部整修维护为主，远期按城镇规划和

发展实际统一拆除改造。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保护文化特色为原则，编制专项保护规划。

④ 边境巩固类村庄：积极开展兴边富民行动。

⑤ 搬迁撤并类村庄：引导居民向邻近的新型农村社区或城镇聚集。



6.1 城镇空间格局
6.2 打造城乡生活圈

6.3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明确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构建特色城市格局

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



6.1 城镇空间格局

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布局

“ 一主、一副、三带、四辅、多节点”

一主：牡丹江中心城区

一副：绥芬河·东宁

三带：指国道G10沿线经济带、国道G11沿线经济带、国道

G331绥东沿边经济带

四辅：海林市区、宁安市区、穆棱市区、林口县城

多节点：其他县域中心城镇和重点镇、特色小镇、中心社区。

G10沿线经济带

牡丹江中心城区
绥芬河

中心城区

东宁市区

宁安市区

穆棱市区

林口市区

海林市区



6.2 打造城乡生活圈

 城镇社区生活圈

按15分钟步行可达的空间范围，配置满足不同类型及层次需

求的日常基本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提供全年龄段居

住生活服务，形成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优质生活空间。

划定全年龄友好完善的社区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标准

托老所、幼儿园、文化活

动站、小型多功能运动场

地、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社区商业网点等。

养老院、门诊部、初中、小

学、文化活动中心、大型多

功能运动场地、商场、菜市

场、社区服务中心等。

分钟 分钟 分钟
至

 乡村社区生活圈

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统筹乡村聚落格局和产业布局，合

理配置公共服务和生产服务设施，满足农村居民文化交流科普

培训、体育健身医养服务等需求。



6.3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策略一：亲山近水显城市特色

策略二：高水平塑造南北双心

策略三：集约高效干路网系统

策略四：更新利用延文脉传承

策略五：全局性优化组团定位

策略六：提升空间高品质发展

一江穿城，两岸共荣；北优南拓，东西挖潜

“一轴一带、双心多点、六组团”
构建“组团式-网络化”的城市格局



多元精彩的特色空间

——全域全要素梳理，传承
历史文脉，塑造城市风貌格局

7.1 构建魅力多元的特色空间格局
7.2 整合特色资源体系
7.3 全域全要素资源梳理



小四方山城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侵华日军东北要塞
——东宁要塞遗址

牡丹江边墙

中东铁路建筑群

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 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五排山城址

团结遗址

横道河子镇

宁安市

综合文化
交融中心

渤海古国
文化片区

多元文化
交流中心

自然景源
富集片区

红色文化传承
次中心

历史文化名城
次中心

历史文化名镇
次中心

镜泊湖特色
景观核心

黑龙江莲花湖省级地质自然公园

宁安市渤海镇江西村

黑龙江镜泊湖国家级地质自然公园

雪乡原始林风景名胜区

7.1 构建魅力多元的特色空间格局

共同构建牡丹江城市特色空间

综合文化交融中心

多元文化交流中心

镜泊湖特色景观核心

历史文化名城次中心

历史文化名镇次中心

红色文化传承次中心

中东铁路文化传承廊道

大国文化振兴发展廊道

渤海古国文化片区

自然景源富集片区

“三主” “三副”

“两廊” “两片区”

“三主”、“三副”、“两廊”、“两片区”



7.2 整合特色资源体系

“点、线、面”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
文遗产。

——习近平

规划形成三层历史文化保护体系，由文保单位和历史建

筑构成的“点状”保护； 由历史文化街区构成的“线型”保

护；由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城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构

成的“面型”保护。



四大特色自然景观资源梳理

“湖泊、熔岩、林海、雪原 ”

湖
泊

熔
岩

林
海

雪
原

国家公园1处

国家级森林自然公园12处

省级风景名胜区1处

入选2020年中国冰雪旅游
十强市、2020中国避暑名
城榜、2017年度中国十佳
冰雪旅游城市。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处

省级风景名胜区1处

国家级湿地自然公园6处

国家级地质自然公园1处

省级地质自然公园12处

7.3 全域全要素资源梳理



牡丹江久远的历史沉积了渤海文化、宁古塔文化、中东铁路

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等；满、回、蒙、朝鲜等民族长期

共荣，造就了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和冰雪文化成为牡丹

江文化长河中的亮点。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240年左右）

唐·渤海国
（698年—926年）

清朝
（1644-1911年）

中华民国
（1912-1949年）

7.3 全域全要素资源梳理

新中国成立至今
（1949-2021年）

牡丹江城市留下历史烙印的重要时段



安全韧性的支撑体系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8.1 交通体系
8.2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8.3 市政设施体系



8.1 交通体系

 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实施牡丹江机场迁建，建设绥芬河民用机场及附属

设施，实现机场与周边及区域间的快速联系构建；

稳固东北区域性航空枢纽地位，发展临空经济。

 强化国家铁路枢纽

 完善区域公路枢纽

谋划打造国际铁路通道，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建牡

敦客专、东北东部铁路道河镇—珲春段，形成横纵

串联的铁路枢纽网络格局。

规划完善公路网建设，完善自身结构与布局，加强

与省道、国家公路、乡村公路以及邻省和邻国路网

的功能匹配与衔接，形成“十字”公路结构，在牡

丹江市中心城区形成公路枢纽。

 打造现代物流枢纽

依托沿边陆路口岸，对接国内国际物流通道，加快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打造辐射内外、高效一体

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中心



8.1 交通体系

“一横”由绥满高速公路、国道G301、哈牡客运专线、滨绥铁

路组成的中蒙俄跨境陆海联运大通道；

“两纵”其中“一纵”由鹤大高速公路、国道G201、沈佳客运

专线、图佳铁路组成；“一纵”由国道G331和东北

东部铁路组成，共同构建东北地区东部出海大通道。

建设“一横两纵”的国际性运输大通道

强化大交通理念，创新大交通体制，构建运输

方式结构合理、协同配合、衔接顺畅、布局完善、

能力充分的现代交通网络。



8.2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构建定向化供给、复合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统筹存量和增量、地上和地下、传统和新型公共服务设施

系统布局，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公共

服务设施体系。同时推进美丽宜居县城建设，优化县城人口、

产业、交通、公共设施布局，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

 幸福教育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持驻牡高校“双一流”“双

高”建设，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和集中布局；加强

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供给；提速中小学及幼儿园配

套设施建设，建设教育强市。

 健康医疗

建设综合性区域医疗中心，提升高水平综合医疗和康

养服务能力，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

 品质养老

构建全覆盖、多层次、均等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水平。



构建绿色节能的能源供应结构

绿色能源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绿色电能，推进风光

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等多能源品

种发电互相补充。加强绿色电能消纳能力，实现绿色能源与特

色产业高效融合，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打造

碳达峰碳中和先行试验地。

建设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网络

优化用水结构，严

控用水总量，统筹

水资源开发和保护。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截污与治污相协调，

强化水资源监测体

系建设。

供
水

排
水

电
力

环
卫

供
热

燃
气

推进分布式能源网络、

新能源微电网建设，

升级农村电网。

规划建设垃圾处理设

施，增加公厕设施数

量，提升环卫基础设

施服务水平。

鼓励绿色能源，优先

发展热电联产，大力

推进清洁能源供暖。

鼓励工业“煤改天

然气”和“油改天

然气”，改善全域

能源结构。

8.3 市政设施体系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和生态修复

9.1 国土综合整治
9.2 生态修复

9.3 城市有机更新



1、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和培育工程

2、湿地保护恢复工程

3、“三廊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4、敏感脆弱区水土流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5、敏感脆弱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9.1 国土综合整治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目标

到远期 年

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治理重大工程，全面加强生

态保护和修复治理工作。到2035年，全市森林、河湖、湿地

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态稳定性明显增强，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固碳能力显著提高，自然生

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市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成，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

重 点 区 域

2021-2025年着重抓好市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

线、重点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解决一批重点区域的核心生态问题。2026—2035年各项重大

工程在市域内全面实施。



9.2 生态修复

实施森林、湿地等生态重要区功能提升修复和水土流

失、地质灾害风险等生态脆弱区功能提升整治.

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乡村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优化人居环境，助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整治、生产中矿山整治和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整治通过废弃矿

山用地复绿、还湿等措施恢生态功能。

实施城市更新，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城市景观与环

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生态修复整治。

 生态空间整治修复区

 乡村空间综合整治区

 工矿空间综合治理区

 城镇空间综合整治区

构建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分区格局

“全域覆盖、分类施策、综合整治、系统修复”



9.3 城市有机更新

促进城市有机更新，盘活机会用地

老旧社区

以有机更新为主要手段对老旧小区进行选择性的
重建、保育、活化与复兴，注重环境保护与文化
继承，保留传统街区和生活特色，保护城市特色
风貌和街道肌理，提升街区品质。

“社区微更新”策略

闲置用地
工业用地

① 工业遗产更新改造：对工业建筑及建筑群，

采取保留建筑特色、传承工业发展文脉、注入新
的城市功能的方式进行改造。

② 功能置换型：用地性质改变，注入新的城市

功能，如改造居住区、商业区等。

③ 产业升级型：用地性质不改变，但是置换成

经济效益更好的产业。

“文旅结合，活力营造”策略

城中村
棚户区

① 对与规划整体定位不符的村庄及其周边用地，
进行整体改造开发，完善城市区域功能。

② 对具有历史文化的老建筑及场地等空间，可在
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转型改造与再利用。

③ 对临近城市郊野公园、生态环境较好的村庄，
结合自然环境对其进行改造。

“区域整体改造+自有改造”策略



精准传导与实施保障



10 精准传导和保障实施

加强党委、政府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领导，

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建立编制、实施国土

空间规划的共同责任机制，保证全市“一张蓝图”。

 完善规划实施的制度保障

组建市国土空间规划专家库，完善总体规划、专项

规划、详细规划编制审批与实施管理的相关法规和技术

导则，加强法规技术保障。建立全过程、多渠道的公众

参与机制，充分保障公众参与规划权利。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基础信息平台和“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为国土空间的精细化治理提

供支撑。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

强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保障重大

项目落地。加强市级规划对县级、乡镇级规划的传导和

管控，强化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

 规划传导与衔接



未来 牡丹江邀您

共同见证！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请与牡丹江市自然资源局联系。
本次为草案公示，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