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一、规划定位和目标愿景 

 

（一）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为天津市域范围，海陆总面积约 13671 平方公里。规

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二）战略定位与目标愿景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承担国家使命与时代担当，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对天津提出的要求，提出天津未来的战略定

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

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共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响应市

民对天津未来发展愿景和需求，提出天津城市发展的目标愿景为“京



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生态引领、创新竞进、和

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接天津市“十四五”规划，提出阶段目标为：至 2025 年，生态引

领、创新竞进、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35 年，生态引领、创新竞进、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初步

建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生态引领、创新竞进、

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面建成，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典范城市。 

 

（三）城市规模 

 

根据国务院下达的 42.2 亿立方米水资源红线要求，考虑未来海水淡

化利用的优势条件，结合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充分发挥天津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引擎地位，提出 2035 年天津市规划人口控制在

2000 万人左右。 

 

二、落实国家战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一）落实区域协同战略，共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把握天津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引擎地位，强化区域服务与辐射带动作

用，提升城市发展战略格局。一是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首都地区

安全格局。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区域应急联防联控等方面提出规

划策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二是构建“1+N”天津都

市圈。联动唐山、廊坊、沧州等城市，打造五个跨界示范区，形成多

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发挥天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三是深化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进一步深化“一基地三区”内涵，保障承载空

间落位，引导高新企业向京津滨廊道集聚，打造区域创新走廊；四是

推动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通“天”字形客运通道，与北京共

建国家级铁路枢纽。构建区域货运环线，建设区域铁路货运组织中心。

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和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附图 1 区位

图） 

 

（二）落实“双循环”战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 

 

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充分发挥国际国内双循环

的战略支点、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的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一是打造京津、津冀开放“大通道”。联通京津冀

及“三北”地区，辐射东北亚、连通欧日韩，提升国际航运核心区功

能，拓展航运服务辐射范围，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二是优化港区

布局，实施“北集南散，北优南拓”的总体空间布局策略。进一步集

聚国际船舶代理、海洋科研科技等功能，推动自贸区升级。三是坚持



港城共荣，科学划定港城边界，化解港城矛盾。 

 

（三）落实“双碳”目标战略，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立足我市“一基地三区”城市战略定位，以国家下达的碳排放强度和

总量指标为指导，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契机，多策并举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能力，推动城市绿色发展。一是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二是落实刚

性管控要求，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幅等

规划约束性指标。三是加强规划引导，明确对再生能源利用、工业园

区转型、绿色建筑等方面的规划要求。 

 

（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是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推进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夯实粮食生产能力。统筹空间布局，统筹生产要素，

统筹城市乡村发展，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提升人居环境，

建设全域美丽乡村。优化乡村布局，推动村庄未来差异化发展，注重

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改善村庄公共空间环境，保护乡村文化与风貌，

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三是探索乡村振兴的土地政策，

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式结余的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支持乡村产业项目。 



 

三、坚持生态优先，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塑造国土空间总体格局（附图 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充分对接京

津冀生态体系，构建“三区两带中屏障、一市双城多节点”的市域国

土空间总体格局。 

 

“三区”即北部盘山－于桥水库－环秀湖生态建设保护区、中部七里

海－大黄堡－北三河生态湿地保护区和南部团泊洼－北大港生态湿

地保护区；“两带”即西部生态防护带和东部国际蓝色海湾带；“中

屏障”则指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一市”即中心城市，是城市功

能集聚的主体地区；“双城”指津城和滨城；“多节点”即武清城区、

宝坻城区、静海城区、宁河城区、蓟州城区。 

 

通过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的塑造，进一步落实了“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空间优化要求，有利

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城市

紧凑度，防止城市蔓延连绵发展。 

 



（二）统筹三线划定管控（附图 3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强化底线约束，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绘制天津市域国土空间发展“一张

蓝图”。 

 

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基础上，结合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现状、城市发

展、生态建设等因素，进一步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保

质保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

在对现行生态保护红线全面开展评估优化的基础上，应保尽保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在科学测算用地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各区未来发展重点，

上下联动统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升城镇

建设用地土地绩效，集约节约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三）优化提升四类国土空间（附图 4 生态空间布局规划图 附图 5

农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附图 6 城镇体系规划图） 

 

在框定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绿色屏障、淀泊风

光的生态空间；乡村振兴、绿色现代的农业空间；双城引领、产城融

合的城镇空间；以及港湾辉映、三湾引领的海洋空间。 



 

一是以保障生态安全为前提，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对接

京津冀生态体系，加强南北生态空间的联通性，构建绿色屏障、淀泊

风光的生态空间，形成“三区两带中屏障、七廊五湖四湿地”的市域

生态安全格局。二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约束，严格保护农业空间，优

先划定优质集中连片耕地，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做优做

强现代都市型高效农业，构建乡村振兴、绿色现代的农业空间，形成

“一带、三区”的现代农业总体格局。三是着力提升城市空间治理的

现代化水平，构建双城引领、产城融合的城镇空间，形成规模合理、

功能完善的“2-5-5-N”城镇体系。四是优化陆海功能分区，按照陆

海统筹、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的思路，形成北部生态旅游、中部港口

航运，南部综合利用的海域空间格局。划定天津市海洋“两空间一红

线”，即海洋生态空间、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实

施松紧适度的海域空间管控。 

 

（四）构建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分区体系（附图 7 二级主体功能分区图） 

 

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突出天津特色，按照层层深化、逐级打开

的思想，构建三级主体功能区体系。一级主体功能区衔接重大平台，

划分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发展区和海洋发展区

四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农产品主产区划分为农田保护区和

乡村发展区，以耕地保护、农产品生产和乡村振兴为主体功能；将重



点生态功能区划分为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控制区，以生态涵养、保护和

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将城市化发展区划分为城镇发展区和其他

建设区，以服务城镇人口、开展城镇建设和促进产业发展为主体功能；

将海洋发展区划分为渔业用海区、交通运输用海区、工矿通信用海区、

游憩用海区、特殊用海区和海洋预留区，以保育海洋生态环境和科学

开发海洋资源为主体功能。 

 

四、强化内涵提升，推动“双城”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附图 8 津城、滨城空间结构规

划图） 

 

构建“双城、双轴、中屏障”的城市空间结构。双城指现代活力津城

和创新宜居滨城，双轴指魅力海河轴和蓝色海湾轴，中屏障即双城中

间绿色生态屏障。 

 

津城、滨城共同构成面向国内扇面、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以及面向

国际扇面、服务国际循环的战略链接，共同承担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目标功能。津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海河文化

为特色、兼容并蓄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完善的基础服务配套、大量

科研教育机构集聚以及较为完善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未来津城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建设成为以综合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

配套完善的紧凑活力城区和宜居宜业的城区。滨城的优势在于以海洋

文化和改革开放创新为特色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科研教育机构聚集，

在电子信息、航天航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产业以

及重化工业等方面有着雄厚的发展潜力。未来滨城要进一步增强城市

综合配套能力，强化创新功能培育，集聚创新资源；突出滨城港口优

势，科学划定港城边界，重点保障港口航运的用海需求，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成为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

居宜业美丽滨城和区域创新引擎。 

 

（二）加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附图 9 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

障管控分区图） 

 

在津城、滨城中间地带规划 736 平方公里的生态屏障区，构建“三区

两带中屏障”的生态格局，构筑南北联通的津沽绿色森林屏障，融入

京津冀环首都生态屏障带，优化区域生态格局，避免城市连绵发展，

倒逼城市结构优化，形成“双城紧凑、中部生态”的新发展格局，是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持续推进津城与滨城之间绿色生态屏

障规划建设，打造京津冀东南部生态屏障、环首都生态护城河，进一

步促进“双城”格局形成，呈现“水丰、绿茂、成林、成片”景观的

生态资源富集“绿谷”，引领转型发展的“绿峰”。 

 



五、促进制造业立市，推进产业创新升级 

 

以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为导向，着力构建“1+3+4”现代工业

产业体系，加快新动能引育，着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加速京津协同互

动，引导高新技术企业与研发机构向京津滨廊道集聚，打造“京津滨

创新走廊”，形成京津“智造新干线”。 

 

引导制造业布局优化，向园区集中。引导传统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从

园区外零散地区、生态地区有序退出，向园区集中，为高附加值的新

兴产业腾挪与释放发展空间。推动园区平台整合整治。同时，以工业

用地为主划定工业区块控制线，作为工业用地最为集中区域，提高工

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鼓励混合用

地供给，划定双创区块控制线，控制和保护以研发、科技服务业为主

导功能的区域，促进双创要素集聚，保障创新创意经济发展。 

 

六、以人民为中心，优化配置要素资源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提出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要

求，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进人民福祉、建设美丽国土作为重

要规划任务。 

 



（一）建立包容友好的公共服务体系（附图 10 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布局引导示意图） 

 

一是建立分层级、全类型的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

全面分析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现存的问题，找出短板和不足，构建覆盖

城乡的“市级-区级-街道（乡镇）级-社区级”四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明确配置标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

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结合各区域人口规

模特征和现状，合理集中布局五类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公共服务中心

的四个层级明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求，完善服务覆盖网络。

三是建设公共服务城乡共享的城镇圈。以城乡共享的“城镇服务圈”

作为外围地区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强化交通网络支撑，

城镇服务圈内通勤出行时间控制在 30-40 分钟，有效配置公共服务资

源，集就业、生活、服务为一体。四是营造服务与人群结构相匹配的

生活圈。以社区生活圈作为基本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在满足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建立 15 分钟步行可达的全覆盖“社

区生活圈”，配置日常基本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场所，提

升群众生活的“舒适度”。 

 

（二）塑造中西交融、河海津沽的人文魅力体系（附图 11 历史文化

保护格局图）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梳理了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了“一城、双区、四带、

多点”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格局。进一步推动历史城区保护与复兴，

强化整体保护。挖掘蓟州、滨海两片历史文化资源区，拓展保护对象。

加强大运河、长城、海河以及海洋四条文化带保护和利用，构筑京津

文化高地。突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历史风

貌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同时运

用城市设计塑造我市“大气、文雅、精致、有品位”的城市建设风貌。 

 

（三）建设双港提升、网络开放的综合交通体系（附图 12 铁路系统

规划图） 

 

突出天津背倚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门户作用，以

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海陆交汇枢纽的交通区位优势，从对外开

放、服务人民、高效集约发展、保护环境等角度，提出建成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交通

体系的发展目标。重点发挥天津港服务区域功能，提升海港国际航运

核心区功能，构建“京津冀开放大通道”。全面提升空港辐射能力，

塑造服务京津冀、链接洲际的综合性航空枢纽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形成对外构建畅联京冀、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广域综合交通体系。 

 

重点构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四网融合的



全出行链轨道交通服务体系，强化轨道交通对津滨双城联动发展的引

领作用。加快构建“津城”“滨城”间快速轨道交通联系，实行大站

快车服务双城主要功能地区的交通出行，力争实现津滨双城核心区之

间 20 分钟直达。实现交通与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充分协同、高

度融合，支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七、保障公共安全，提升城市综合韧性 

 

以构建京津冀地区大安全格局、保障首都安全为指导思想，以构建安

全韧性城市为目标，通过灾害风险评估，科学辨识影响城市安全的自

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风险因素，针对天津面临的水资源短

缺、危化品风险、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卫生防疫风险等问题提出

规划措施，提升灾害和疫情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 

 

落实划定重要蓄滞洪区范围线、重大风险源集中安全控制线和城市防

洪保障线、沿海防潮保障线等城市安全保障线，加强城市对于安全风

险的抵抗能力。强化防疫减灾体系建设，划定城区避难及隔离场所。

建立“两心多点”防疫医疗体系，加强防疫场所规划建设。加强应急

交通、供水、供电、医疗、物资储备等应急保障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划定城市安全控制线，加强城市对于安全风险的抵抗能力。 

 



八、加强实施监督，构建空间治理体系 

 

一是构建规划体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有关要求，构建符合天津实际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了各级各类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重点。二是做好规划传导。明确各级规划传导内容，

分解规划传导指标，加强底线管控，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

一张蓝图干到底。三是探索配套政策体系。在农林复合的空间利用模

式、耕地修复整备区制度、城市存量更新用地奖惩机制、城市空间战

略留白机制、乡村振兴发展用地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促进国土

空间优化，保障规划有效实施。四是完善实施监督体系。建立国土空

间基础信息平台和“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为规范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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