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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前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

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并

监督实施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施意见》，结合陕西实

际，编制《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

《规划》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国土空间有效保护、有序开发和高效利

用为主线，对全省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文化传承、要素配

置、整治修复、区域协同等作出了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

《规划》是实现全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

理的空间保障；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生

态文明，保障国土安全，建设美丽陕西的重要举措；是省域国

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蓝图和总纲；是编制省级相

关专项规划、市县等国土空间规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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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规划概况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范围

1.3 规划期限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五项要求”“五个扎实”以

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和耕地保

护红线，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合理安排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格局，全面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全省国土空

间保护开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陕西省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

规划期为2021—2035年。

规划基期2020年，规划目标年2035年，近期目标年2025年。

1.3 规划期限



2.1 功能定位

2.2 规划目标

2.3 空间战略

贰 总体要求



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引领西部发展的增长极

国家（西部）科教与创新中心

中华文明和中国革命精神标识地

国家综合能源基地

2.1 功能定位



2.2 规划目标

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安全稳定

农业空间
美丽祥和、繁荣多彩

城镇空间
魅力品质，宜居宜业

文化空间
特色鲜明，璀璨多姿

基础设施
高效顺畅，智慧共享



品质提升

集聚增效

精细治理

开放联通

保护传承

生态筑底

2.3 空间战略



叁 规划格局



构建“一群两屏三轴四区五带”

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关中平原城市群

一群

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黄土高原生态屏障

两屏

包茂高速发展轴

陕北长城沿线发展轴

陕南十天高速发展轴

三轴

陕北长城沿线旱作区

渭北台塬旱作区

关中灌区

陕南低山平坝区

四区

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带

黄土高原果畜产业带

关中现代农业产业带

陇海铁路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

陕南绿色循环产业带

五带



4.1 筑牢山清水秀的生态屏障

4.2 建设美丽祥和的乡村空间

4.3 打造魅力品质的城镇空间

4.4 保护底蕴深厚的文化空间

肆 空间布局



4.1 ▏筑牢山清水秀的生态屏障



构建“一山两河、四区六带”的生态安全格局

秦岭山脉

一山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两河

陕北长城沿线生态修复区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子午岭-黄龙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秦巴低山丘陵生态功能区

四区

白于山区生态修复带

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示范带

关中北山绿色重建带

秦岭北麓生态保护带

渭河生态安全带

汉丹江生态安全带

六带



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体系

重点加强秦岭国家公园，子午岭（桥

山）国家公园，秦巴山地、白于山区沿线、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区域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培育。

生态保护红线

将陕北长城沿线风沙滩地区、陕北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子午岭-黄龙山、渭河

沿岸、秦巴山区等重要生态区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



保护秦巴山地、黄土高原、长城沿线生态环境

秦巴山地

增强秦巴山地
水土保持功能

黄土高原

提升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水土保持功能

长城沿线

增强陕北长城沿线
防风固沙功能

实施白于山区
生态保护建设

保护秦巴山地
生物多样性

改善秦巴山地
水源涵养功能

加强北山生态功能



保护流域水生态环境

加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水生态修复，保护和改善河流廊道生态和水体

功能，重点改善黄河干流（陕西段）、无定河、延河、渭河、汉丹江、

嘉陵江等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

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整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加

强城镇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管理，持续推进人工湿地、河湖滨带生态

修复、湖库生物净化、地下水污染修复和隔离防护等工程建设，规范农

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防止湿地污染，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长城沿线

风沙湿地区、陕北黄土高原和渭河平原湿地区、秦巴山区湿地区等湿地

生态功能。

保护湿地生态功能



4.2 ▏建设美丽祥和的乡村空间



构建“四区五带多园多点”的乡村空间格局

陕北长城沿线旱作区、渭北黄土
台塬旱作区、关中灌区和陕南低
山平坝区等四个粮食生产功能区。

四区

陕北绿色农业产业带、渭北旱塬
循环农业产业带、关中渭河平原
现代农业产业带、西（安）咸
（阳）都市农业产业带和秦巴山
区生态农业产业带等五个产业带。

五带

农业科技示范园、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村创业创
新园等多类型园区。

多园

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各异、
互补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多点



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

 优化基本农田布局

 确保耕地总量，提高耕地质量
严控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适度开发耕

地后备资源，统筹推进生态退耕。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提高土壤肥力。

重点在关中平原区、陕南低山平坝区、渭北黄土台塬区、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

等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

稳定优质耕地集中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优先将长期稳定利用耕地、新建高

标准农田、土地综合整治新增耕地优先纳入永久基本农田。



陕北绿色农业产业带

渭北旱塬循环农业产业带

关中渭河平原现代农业产业带

西（安）咸（阳）都市农业产业带

秦巴山地生态农业产业带

打造特色现代农业生产空间



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生活空间

优化农村居民点

用地布局

持续推进村庄

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4.3 ▏打造魅力品质的城镇空间



构建“一圈四极六城多镇”的城镇发展格局

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
城区及西咸新区为核心，
渭南中心城区、铜川中
心城区、杨凌示范区为
副中心组成的西安都市
圈，是全省发展的核心
区域。

一圈

宝鸡、渭南、汉中和榆
林等4个区域中心城市，
是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
增长极。

四极

铜川、延安、安康、商
洛、杨凌示范区和韩城
等6个市域中心城市，
是带动市域发展的中心。

六城

县城（市）和重点镇，
是全省城镇化的重要支
点，是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

多镇



关中先进制造业走廊

以陇海交通线为主轴，以西安、

咸阳、宝鸡为主体，以渭南、铜

川、杨凌示范区和西咸新区为补

充，建设先进制造业走廊和国防

科技工业产业带，打造全省工业

发展“主脊梁”。

陕北—渭北高端能化产业带

建设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

范区和延安国家综合能源基地、

渭北多能互补示范基地、彬长麟

清洁高端能化基地，增强能化产

业承载能力。

陕南绿色循环产业带

建设汉中绿色循环产业和高端装

备制造基地、安康富硒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商洛新材料基地和

生物医药制造基地等，拓展产业

发展空间。

“一核多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构建以西安为核心，以宝鸡、咸

阳、渭南、汉中、安康、商洛、

延安、铜川和杨凌示范区为“多

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为

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提供服

务支撑。

保障产业发展空间



构建城镇生活圈

完善社区生活圈

统筹城乡生活圈

塑造高品质公共开敞空间

完善公园广场布局

建设绿道网络

合理引导城市更新

划分更新单元

分类明确重点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分级明确利用重点

统筹地下设施建设

打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空间



4.4 ▏保护底蕴深厚的文化空间



中华母亲河——黄河
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

一河

中国中央山脉——秦岭
中华民族祖脉和中华文化重
要象征。

一山

陕北、关中、陕南三大片区。

三区

以古丝绸之路、秦直道、秦
蜀古道、商於古道、茶马古
道等线性文化遗存和郑国渠、
汉中三堰等灌溉水利工程为
基础，构建线性文化廊道。

多廊

长城文化带、红色文化带、
渭河文化带、汉丹江文化带。

四带

构建“一河一山三区四带多廊”

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格局



强化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保护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

自然遗产：维护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分类合理利用自然遗产。

历史遗产：划定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统筹革命文物保护传
承。

加强6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11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系统保护7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19座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18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利用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



5.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5.2 保护利用林草资源

5.3 合理利用水资源

5.4 促进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

伍 资源配置



5.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

合理配置新增建设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水平



5.2 保护利用林草资源

保护利用林地资源

优化林分结构，增加林地面积，提高
森林覆盖率。

保护利用草地资源
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区草原保护，整治修复退化草原
植被。



5.3 合理利用水资源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合理配置水资源

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5.4 促进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

提高矿产资
源利用水平

优化矿产资
源保护与开

发布局

加强重要矿
产资源勘查

强化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
空间管控



6.1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6.2 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陆 整治修复



6.1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 开展水土流失治理

□ 实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 治理水生态环境

□ 修复湿地生态功能

□ 实施农用地提质改造

□ 整理农村建设用地

□ 复垦自然灾毁土地

□ 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

□ 复垦历史遗留工矿废弃用地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开展国土综合整治

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6.2 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汉中、安康、商洛、西安、宝鸡和渭南

——汉中、安康

——榆林、延安、渭南、铜川和咸阳

——榆林、延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
汉中、安康和商洛

大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

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重大工程

重要生态矿区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7.1 构筑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7.2 推动水利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7.3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7.4 建设安全韧性空间

7.5 统筹建设基础设施廊道

柒 基础支撑



加密高速公路网络，提升改造 国省道公

路，规划形成“三环六纵九放射十二横”

的高速公路网布局。

建设高铁网，打造城际网，完善普铁网，

规划形成“两环、四纵、六辐射、八横”

的铁路网布局。

建设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西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推进榆林、延安、宝鸡、安康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高效联通。推动新建综合客运枢纽多种运输方式集中布局，加快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换

装设施与“集输运”体系建设。

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建设西安第二
机场，提升榆林榆阳机场，推进府谷、定
边、韩城、华山、宝鸡、商洛等支线机场
建设。

高速公路

铁路

航空

7.1 构筑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构建完善的综合运输网络

西安都市圈1小时通勤

关中平原城市群2小时通达

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围绕全省交通枢纽节点及综合运
输通道布局，形成以铁路为主干，
以公路为基础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实现“123出行交通圈”。



7.2 推动水利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引调水和
水源工程

构筑“五纵十横”
现代水网体系

 关中：引汉济渭、东庄水库、渭南抽黄等。

 陕北：榆林东线引黄、白龙江引水、古贤水库等。

 陕南：引嘉入汉、焦岩水库等。

 推进天然河流网、工程渠网互联互通。

 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优化配置。

 实施跨流域生态补水工程。

保障传统能源

优煤、稳油、扩气。

发展新能源

推进清洁煤电、光伏、风电一
体化。

优化能源网络体系

统筹建设省内骨干网架和电力
外送通道。

城镇热源建设

集中供热清洁化，提高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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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1

建设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2

建设高水平创新基础设施3

7.4 建设安全韧性空间

7.5 统筹建设基础设施廊道

控制自然灾害风险1

建设安全韧性城镇2

优化线性基础设施布局1

统筹线性基础设施廊道建设2



捌 区域协同



加强周边城市群合作联动

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加强秦巴山区生态协同保护
共谋省际空间深度合作

共推省域空间协同发展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三大区域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促进重要生态区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建设高水平开放支撑平台

建设高标准开放合作平台



玖 实施保障



9.1 强化组织领导
 明确规划主体责任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

9.2 健全政策法规
 细化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

 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落实自然资源有偿使用

 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

9.3 完善技术标准
 制定技术规范

 加强调查监测

9.4 保障资金支持
 落实保护修复专项资金

 建立资金筹措机制

9.5 严格实施监督
 建设国土空间信息“一张图”管理平台

 开展规划监测预警

 完善规划实施监督考核

 注重公众参与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与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联系。

大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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