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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

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

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本规划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城市空间治理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空间政策，是红寺堡区实现2035远景目标而制定

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是全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

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本规划落实和深化上位规划要求，为

编制下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和开展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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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2   规划原则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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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

抢抓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有利机遇，努力打

造脱贫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易地搬迁就业创业致富高地、移民地

区基层社会治理典范、生态移民人居环境改善样板，基本建成全国易地

搬迁移民脱贫致富示范区。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现战略性、

提高科学性、强化权威性、加强协调性、注重操作性，实现红寺堡区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p 1.4   规划层级及范围

p 1.3   规划期限

红寺堡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包括区域、中心城区和乡镇三个空间层次。

区域规划范围为红寺堡区辖区全域，行政区域面积2767平方公里，辖2镇

3乡1街道8个城镇社区71个行政村。规划中心城区北至太中银铁路，西至

月亮山路，南至三水街，东至东环路，总用地面积14.88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规

划目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02目标愿景与战略定位

2.1 总体定位

2.2 开发保护目标

2.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2.4 区域协同发展



p2.1   总体定位

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人居环境整治优化、保障体系健全
完善、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全面提升。打造全景展示生态移民和易地搬迁生态建设成
果的开放式示范“窗口”，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美丽、移民富裕。

维护和夯实生态本底，完善红寺堡作为保护银川平原重要的生态屏障的职能，建
设成为黄河流域宁夏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大力发展粮油果蔬肉牛滩羊类精深加工、葡萄酒、枸杞、黄花菜等绿色食品产业，
引导产业向绿色、有机、休闲、保健、安全、养生等高端化、功能性方向发展。

培植以风电、光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产业一体化配套发展。发挥地
处宁夏中部腹地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建设宁夏中部的重要交通节点和物流基地。



p2.2   开发保护目标

近期2025年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更加集约高效。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构建生态空间格局。农业现代

化产业化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实现产

业集聚发展、城镇村合理布局、人口集中居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

高，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远期2035年

国土空间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定位清晰、集约高效、宜居适度、绿色和谐的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全面形成，基本实现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空间上

均衡协调。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进一步凸显红

寺堡区在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节点、生态屏障、生态通道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

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远景2050年

实现社会长期全面稳定，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

展。以更加创新、更具魅力的现代化形象，全面打造成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美

丽宜居的全国生态移民典范。



p2.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构建全域生态格
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国土空间底线约束指
标和强制性管控原则。强化红寺堡区生态屏障作用，
保障粮食安全、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全面对接、整体融入区域交通发展格局，构建
立体、多向开放通道。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统筹区
域生态、交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集约高效。

合理改造老城区，提级建设新城区，增强城区
服务辐射能力。推进“产业集聚园区化，园区发展
生态化、土地利用集约化、功能配置协同化”，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特色品牌，强化产业
支撑，规划建设工业重镇、农业强镇、旅游名镇。
完善道路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体系，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

严守耕地，生态统领

内部集聚，精明增长

区域联动、要素统筹

城乡协调，乡村振兴



p 2.4  区域协同发展

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契机，立足宁夏地理中心和中

部交通节点的特殊地理位置，通过太中银铁路、定武高

速等通道，加强与兰西城市群的协作，融入沿黄城市群

协同发展战略，构建方便快捷的综合交通体系。

主动承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融入自治区

“六新六特六优”产业部署，积极拓展产业链，加快

推进太阳山开发区、高沙窝工业集中区与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一体化发展。

融入自治区“一河三山”生态空间格局，协同青铜峡、

同心、盐池等周边市县，建设哈巴湖-罗山防沙治沙和

水源涵养生态保育屏障，清水河生态廊道和苦水河生态

廊道建设，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基于空间层级有序配置，对接市域设施布局，强化红

寺堡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深化医疗卫生事业协作联动，完善文体网络建设，加

强与周边县重大设施共建共享，差异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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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底线

3.2  主体功能分区

3.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4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构建开发保护格局



p 3.1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底线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将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等不

可逾越的红线。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57.73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13.96%。永久基本农田一

经划定，必须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严控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44.08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2.48%。生态保护

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

设活动，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4461.29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1.62%。城镇开发边界

一经划定，原则上不得调整，因国家和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确需调整的，按照

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p 3.2   主体功能分区

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主体功能定位，确

定红寺堡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

城市化地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城市化地区

落实上位规划主体功能定位

重点生态功能区包括红寺堡镇、太阳山镇、大河乡、新庄集乡和柳泉乡。

城市化地区包括新民街道办事处和太阳山镇。

细化乡镇主体功能定位



p3.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充分结合宁夏总体空间格局，考虑红寺堡区发展方向，形成 “一城两园六片

区、两轴两带一屏障”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城

两轴两带一屏障

两园

六片区

红寺堡中心城区

红寺堡产业园

太阳山开发区

城乡集聚区、太阳山产城融合区

红寺堡北部清洁能源发展区、太阳山北部清洁能源发展区

北部酸枣梁生态保育区、南部自然生态环境保育区

一城两园六片区

两轴 两带 一屏障

盐兴-红太城乡发展轴

恩红-滚新城乡发展轴

滚桃慈善产业集中发展带

罗山大道现代农业核心发展带

东部罗山生态屏障



p3.4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以严格保护、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管理，实行最严格

的准入制度，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及不满足生

态红线管控要求的开发活动。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包括罗山-白芨滩
生物多样性维护、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
线和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

。

生态保护区

主要分布在新庄集乡直属、大河乡直属、

红寺堡镇直属、太阳山直属等区域。

生态控制区

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区域，主要

分布在涧山平原地区。

农田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

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的生产配套为主

的区域。

乡村发展区

包括中心城区、太阳山镇及太阳山开发

区、红寺堡产业园和同心精细化工产业

园。

城镇发展区

原则上按照限制开发区域要求管理，采用负面清单

准入，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适度开发。

严格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发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按照“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方式，根据具体土地用途类型进行管理。

对各类城镇建设土地用途和城镇建设行为提出准入

要求，对区域内所有建设行为按照详细规划进行精

细化管理。

区内因矿产资源开发压占、挖损和坍塌的土地应及

时复垦，生产型矿山应满足绿色矿山的建设标准。主要分布在太阳山开发区和线驮石矿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04 严守扬黄灌区
农业空间
4.1  优化农业空间格局

4.2  严格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4.3  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4.4  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p4.1   优化农业空间格局

构建“三区、三带、一心、一城”的农业发展格局

一心
依托红寺堡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形成的特色产业融合
发展中心。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带、城乡融合特色产业示范带，慈善
产业发展示范带。

三带

中部粮食果蔬智慧农业发展区、北部丘陵区特色农业发展区、
南部环罗山特色农业发展区。

三区

一城
罗山葡萄酒文化城。依托红寺堡中心城区建设，以城市二、三
产业为主导，城郊农业为辅助，融合葡萄文化发展，打造综合
产业发展核心区。



p4.2   严格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持续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改进和规范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补

平衡，开展耕地年度“进出平衡”，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严格永久基

本农田占用与补划。

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内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完

善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促进耕地

集中连片，提升耕地质量，稳定或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

他农用地，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

谷物的种植面积。



p4.3   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综合考虑村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服务功能等因素，将红寺

堡区村庄按照相关技术规则和指南进行分类：

特色保护类

着力做好历史文

化、自然景观、

建筑风貌等方面

的特色挖掘和展

示，合理利用特

色资源。

城郊融合类

促进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强化服

务城市发展、承

接城市功能外溢，

加快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

集聚提升类

完善设施配套，

提升集聚发展承

载能力；做强优

势主导产业，形

成“一村一品”，

发挥产业带动作

用。

整治改善类

坚持节约集约用

地原则，统筹安

排村庄人居环境

整治、设施配套、

土地整治、生态

保护与修复。



p4.4   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整治目标

优化农村农业、生态、建设空间布局，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业产业

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提升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

益和集约化水平。逐步构建农田集中连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态高效

节约的土地利用新格局。

整治重点区域

农用地整治重点区：主要分布在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区域。

农村居民点整治重点区：老庄点复垦区和列入增减挂钩未实施区。

工矿用地整治重点区：主要分布在太阳山开发区和线驮石矿区。

整治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以高效节水为发展重点，坚持田、水、路、林、电、

渠、农技七配套，实现耕地的信息化管理。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工程：有序推进农村低效利用和废弃的工业用地、采矿用

地、农村居民点等用地复垦。



05 保护罗山西麓
生态安全

5.1  完善生态空间格局

5.2  强化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5.3  推进生态修复与治理

5.4  自然保护地体系



p5.1   完善生态空间格局

构筑“一屏、两心、三廊、四区”的全域生态保护格局

一屏 以罗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生态保护核心，构建红寺堡区生态保护屏障。

两心

从大罗山向外放射的苦水河生态廊道、红柳沟生态廊道，清水河生态廊
道，三条生态廊道分别向西北连接至黄河。三廊

以自然保护地形成的酸枣梁保护区生态绿心和太阳山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绿心。

东部防风固沙治理区、北部石漠化治理区、北部生态保育区、南部烟筒
山及罗山西麓水土流失治理区。

四区



p5.2   强化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水资源

林草资源

严格控制水资源利用红线；严格遵循”四水四定

“用水要求。调节生态、生活、生产用水结构，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清水河、红柳沟及苦水

河等河湖水系；全面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与

监督管理。

矿产资源

加大优势矿产开发力度，延长矿业产业链，进一

步优化砂石土类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与结构，从源

头上强化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加大矿区生态保护

修复力度，生产矿山全部建成绿色矿山，历史遗

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达到100%。

严格天然林和生态公益林保护，巩固退耕还林还

草成果，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沙化草原治

理、林草虫害治理、围栏封育、荒山造林、天然

林保护、生态经济林种植等重点项目工程，加快

生态林草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点保护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青海云杉、油

松为代表的荒漠区域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干旱风

沙区水源涵养林及其自然生态综合体；森林、森

林草原、干旱草原、荒漠草原集中分布的典型自

然景观；珍稀动植物资源。



p5.3   推进生态修复与治理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实现全区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根本好转，生态

服务功能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绿色屏障生态保护重大工程

实施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程，补植补造柠条林、种植沙枣、榆树

等耐旱乡土树种，治理雨洪侵蚀沟道，促进沟道植被恢复。

    水土流失治理重大工程

实施环罗山及西南部丘陵区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建设防冲墙、拦水坝、谷坊、

水库及生态公园，新造乔木林、灌木林，增加生态绿化面积，增加沟道植被覆

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湿地治理修复重大工程

全面实施红寺堡区域内湿地治理修复工程，完善湿地生态功能。

石漠化治理重大工程

运用鱼鳞坑、穴状整地方式，种植耐旱灌木，撒播适生草籽，实施红寺堡北部

压砂瓜种植土地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重大工程

实施清水河、红柳沟、苦水河、甜水河及麻黄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包

括建设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实施生态护岸工程，沟道绿化工程，建设生态

护坡、护岸，防冲墙等。



p5.4   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
内限制人为活动，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
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自然公园原则上按一般控
制区管理，限制人为活动。

       红寺堡区内自然保护地总面积216.45平方公里，占红寺堡区国土总面积的7.86%，
包含2个自然保护区和1个自然公园，其中：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40.21平方公
里，宁夏太阳山国家湿地公园面积18.40平方公里，红寺堡酸枣梁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57.84平方公里。

自然保护地名称 坐落单位 面积(平方公里) 保护地类型 级别

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庄集乡 140.21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宁夏太阳山国家湿地公园 太阳山镇 18.40 自然公园 国家级

红寺堡酸枣梁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太阳山镇、柳泉乡 57.84 自然保护区 自治区级

合计 216.45



06 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6.1  构建协调城乡新体系

6.2  提升公共设施服务能力

6.3  打造特色产业体系

6.4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p6.1   构建协调城乡新体系

以中心城区为核心

着力构建“1+1+3”三级城镇规模体系

以重点镇（太阳山镇）为支撑

3个一般镇（大河乡、柳泉乡、新庄集乡）协同发展

名称 城镇级别 职能分工

红寺堡区新民
街道 县域中心城区 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综合服务、商贸流通、城市生活、产

业集聚等功能为主导。

太阳山镇 重点镇 以新型煤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太
阳山开发区生产生活综合服务中心。

大河乡 一般镇 承担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产生活等综合服务职能，同时
兼具乡村旅游服务中心的职能。

新庄集乡 一般镇 主要承担全乡综合服务中心职能，同时兼有精品富硒农产品服务中
心、区域农贸服务集散地、大罗山西麓重要旅游服务中心等职能。

柳泉乡 一般镇 承担乡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综合服务职能，同时兼有区
域商贸集散、生态旅游等职能。



p6.2    提升公共设施服务能力

创建全龄友好型社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引入优质公共资源，建设高品质、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自豪感、荣誉感。

幼有善育完善儿童照护教育体系

病有良医完善医疗服务设施体系

以文惠民完善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学有优教构建全龄教育设施体系

老有颐养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体有康达完善体育健身设施体系

创建”中心城区—乡镇—社区（村）”三级生活圈，重点完善镇村服务圈

城区生活圈

构建“县级—社区级”两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县级公共服务设施包含医院、文化、体育、

博览等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以居住用地布局为基础。

乡镇生活圈

构建“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公共服务体系，重点打造镇村服务圈，促进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区（村）生活圈

5分钟生活圈：健身场地、开

敞空间、幼儿园、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等。

10分钟生活圈：小学、文化活

动室、小型商业、菜市场、社

区健康服务中心等。

15分钟生活圈：中学、派出所、

大型商业、社区服务中心等。



p6.3   打造特色产业体系

工业确定清洁能源、绿色食品加工“两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推动以太阳山开发区
为依托的新型煤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式发展；大力
发展农光旅互补、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

“一轴”

“两带”

“一廊”

“两园”

“多区”

沿太中银铁路形成的产业综合发展轴

沿罗山大道形成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带、沿滚新公路形成的慈善
产业发展示范带

罗山葡萄产业廊

东部太阳山开发区能源化工产业园区；北部红寺堡产业园

中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区；北部清洁能源集聚发展区；东部清洁能源
与工业发展区；南部清洁能源及延链产业发展区



p6.4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盘

活存量

盘活存量
摸清红寺堡中心城区、红寺堡产业园和太阳山开发区批而未供等低效利用存量挖潜

区域，科学制定鼓励盘活存量土地的方案措施，减少耕地占用，促进建设用地的节

约集约利用。

严控增量

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以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发展为理念，严格落实人均城

镇建设用地指标。变粗放为节约集约，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

激活流量

因地制宜地开展“空心村”和 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和“一户多宅”的调查清理工

作。对“一户多宅”和空置住宅，制定激励措施，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将利用

不合理和废弃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为耕地，从而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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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目标
Ø 铁路提速扩能，公路提级提速，推动空运能力建设，实现全面贯通

Ø 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图    例

重点项目
航空铁路 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

建设红寺堡通用机场

太中银铁路扩能改造

新建白银至宁东铁路

新建园区铁路专用线

推进银昆高速全线贯通

开展定武高速改扩建研究

升级改造G338

升级改造S103

新建G344辅线乌沙塘至桃山口段

新建G699线红寺堡至泾川县

规划布局 构建“一心·五节点·多线贯通”的交通网络体系

一心：城区综合交通服务中心，以中心城区为交通枢纽，全面辐射周边乡镇，整体带动交通设施布局建设。

五节点：红寺堡区北站、红寺堡站、红寺堡客运站、红寺堡通用机场、太阳山站，实现客、货运协同发展。

多线贯通：以太中银铁路、白银至宁东铁路、包兰高铁、银西高铁形成“两普两快”的铁路运输网，以定武高速、京

藏高速、国道338、国道344、省道202、省道103等形成“五横七纵”的公路运输网。



供水工程

排水工程

供电工程

燃气工程

供热工程

通信工程

环卫工程

围绕引黄工程，加强骨干水源工程布局，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构建区域统筹、城
乡均衡、安全优质的供水系统。

坚持城乡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污水处理系统，推进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推进城乡电力设施建设，完善电网结构，提高供电保障能力。

推进5G通信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网络应用设施建设，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
系。

加快完善燃气设施及长输管线建设，形成多气源、多渠道、多方式的供气体系。

规划供热方式采用集中供热与分散供热相结合，建设清洁热源和高效供热管网系统，
构建清洁、稳定的供热系统。

完善垃圾转运体系，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持续推动提升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p7.2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水平



防洪

排涝

合理确定防洪标准，严格落实《防洪标准（GB50201-2014）》及其他相关要求，

完善城镇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强化洪水预报、河道管理等非工程措施。

抗震

防震
建立抗震预警、防震工程体系，重大建设工程、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项目、

重要的生命线工程，必须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消防

工程

按接到出动指令后5分钟内到达辖区边缘的原则划分消防辖区、完善由消防指挥

中心、消防训练基地、特勤消防站、普通消防站、小型消防站构成的城乡消防体

系。

人防

工程

推动人防建设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结合，按国家规定标准修建人防工程。

一般人员掩蔽建筑面积按1平方米/人标准配置，专业队按3平方米/人标准配置。

防疫

体系

建立城市快速响应的决策指挥系统，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合理划定防疫防灾分

区，制定紧急时期的交通管制预案，统筹考虑物资储备与中转、供应及服务站

点、应急交通路线、公路检测站点等规划，预留公共卫生防疫空间。

环境

保护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综合治理，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实行污染源全过程

控制。到2035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自然生态基本恢复良性

循环，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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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   健全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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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1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规划按照“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方针，保护红寺堡

区的84处历史文化遗存，其

中包含21处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处县级不可移

动文物、43处尚未核定为文

物保护单位。

• 实施原址保护，完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
置保护标志并完善档案。

• 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不得破坏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

• 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
不得在原址重建。

• 在保护范围外可结合史迹进行符合其历史文化、景
观风貌的旅游开发。

保护体系 保护原则



p8.2   合理利用自然遗产

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划定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
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
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太阳山国家湿地公园

原则上按一般控制区管理，限制人为活动。除必要的保护设施和附属设施外，禁止
从事与资源保护无关的任何生产建设活动，主要景点和核心景区内，除必要的保护和游
览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培训中心等其他设施，周边禁止采石、开
矿、放牧等。

清水河、苦水河、红柳沟

以生态修复和保护为主，注重河岸生态治理，修复生态图斑，保护和修复生物栖息
地，保护清水河、苦水河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清水河、苦水河、红柳沟生态绿带。采
取“治旧控新、禁倒禁排、河岸绿化、河道保洁”等措施，重点保护沿线河道、滩涂、
湿地湖泊、水生生物、林草植被。



p8.3   多元发展文化旅游

一心

旅游产业形成“一心两园三区”的多元生态文化旅游空间结构

• 红寺堡移民文化聚集体验区。以红寺堡城区为核心，打造集多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游憩服务区域。

两园

• 弘德一二三产业文旅农旅示范园——以弘德村为核心辐射周边一
公里区域，打造农业+旅游+加工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区域。

• 星星故乡·罗山生态度假园区——在保护大罗山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开展生态文化游和休闲度假游。

• 柳泉高效节水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以永新村、王户台遗址、
水套村为特色的农家乐、乡村旅游，创建民俗旅游示范区。

• 新庄集休闲农业旅游带动区——带动以酿酒葡萄产业为核心的文
化休闲娱乐旅游业；拓展特色美食、民俗体验、农业观光旅游。

• 太阳山绿色低碳观光旅游区——拓展以暖泉湖湿地公园、白塔水
村新能源景观为主题的生态游，展现绿色现代化工业园区。

三区



p8.4   塑造总体城乡风貌

以“生态绿地”为骨架，“城”为核心，“移民文化”为纽带，建立红寺堡区

城市总体风貌的定位为：“生态园林城市，移民文化新城”

总体定位

风貌管控

城市管控 乡村管控

站前综合风貌区

依托新火车站的优势，建筑风貌体现新时代特征。

北部政文风貌区

着重突出开放的现代化新城特色，建设成为园林

式、生态型的城市新区。

西部新城风貌区

以新中式、现代建筑为主，整体呈现新颖的城市

新区风貌。

老城风貌提升区
采用与传统建筑元素相结合的风格，注重老城环

境改造。

东部新城风貌区
以现代建筑为主，立面简约大气，整体呈现新颖

的城市新区风貌。

找准乡村振兴的聚焦点，因地

制宜，结合村庄分类，分级分

类建设。以自然山水为基底，

引导村庄与自然形成有机融合、

和谐共生的天人关系，发扬重

塑乡村乡土文化，传承创新乡

村建筑特色，注重内涵提升，

打造乡村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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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1   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城市性质

沿黄城市带上宜居新城和移民示范区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活、经济环境；展示生态移民和易地搬迁生

态建设成果的开放式示范“窗口”

宁夏中部重要的交通节点
构建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宁夏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交通物流枢纽

红寺堡区综合服务中心
优格局、强设施、提品位，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自治区平均水平相当



p9.2   优化中心城区格局

中心城区形成“两心、一轴、两带、五区”空间结构

两心 一轴 两带 五区

政文中心

商服中心 城市综合发展轴
生活休闲服务带

商贸物流服务带

站前综合区
城中生活区
城南生活区
城东生活区
商贸服务区



p9.3   构建完善服务体系

健全社区生活圈配置标准

立足本区，面向区域，建设高标准服务设施，提升红寺堡中心城区在区域范围内的综合

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采取“15分钟、5—10分钟”两个社区生活圈层级配套相应的

公共服务设施。

覆盖社区不同人群需求的社区服务

为应对现代化社区多样化需求，对于适龄儿童、引进人才、老龄人口等较高的社区，因

地制宜制定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



p9.4   连通蓝绿开敞空间

规划以“绿在城中，城在绿中”为基础，形成
“蓝脉绿网、湖绿相生”的绿地系统规划

蓝脉绿网

湖绿相生

充分利用沟渠等自然景观元素,

贯穿全城。

沿道路两侧布置绿化，形成多层

次的绿色网络。

青云湖公园、城东公园的水系与

周边的绿地交融相映，相生相伴。

综合公园

规范配套游览观赏、康体休闲、儿童活动、文

化娱乐、体育运动等设施，打造健康、生态的

城市标志性绿色开放空间。

社区公园

主要为周边居住区服务，满足居民游憩需求。

小游园

建设形式多样，方便进入，规模较小的小游园，

满足居民日常休闲活动。



p9.5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更新重点区
城市更新以六盘山路以东、盐兴路以北，团结街以南的旧城镇，罗山

路以东、人民街以北的旧厂矿，扬黄路以东、盐兴路以北的旧村庄形

成三个片区的重点区域。

更新策略

统一布局，集中建

设居住房屋，提高

建筑容积率，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同时完善公共服务

设施和基础设施配

套，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

旧村庄

推进建设年代久远、

布局散乱、低效利用

的工业用地退出，进

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及绿化用地建设。

旧厂矿

以改善人居环境、完

善公共服务配套和优

化城市功能布局为目

的，按照节约集约高

效用地的要求实施成

片重建改造，有序推

进城市更新，促进城

市品质提升。

旧城镇



供水工程

排水工程

通信工程

供电工程

燃气工程

供热工程

构建水源多源互补的水源安全保障格局，有序实施城区水厂扩建及新
建，提升区域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环卫工程

完善城市排水系统构建，增强污水转输、处理能力。推进城市易涝点
整治加快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提高移动通信设施网络发展水平，确保中心城区信息化与移动通讯网
络发展水平保持领先地位。

完善配电网规划建设方案，梳理优化规划项目，保障配电网安全、可
靠、经济供电。

通过新建燃气管道、改扩建设施规模加快煤改气步伐，保障城市燃气
供应安全，形成多气源联合供气的格局。

形成以城市内部及周边工业余（废）热为主热源承担基础负荷，实现
“无煤化、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城市供热体系。

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方针，注意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
逐步实行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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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6   完善市政设施体系



10 规划传导与实
施保障

10.1 规划传导

10.2 近期行动计划

10.3 实施保障机制



p 10.1   规划传导

编制体系

两级包括红寺堡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三类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

建立分层管理、分类指导的规划编制体系，形成两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传导体系

对辖市总体规划的落实。强化“定位、功能、指标、边界、名录、清单、时序”等多方式

传导，落实辖市功能定位、区域协同、城市规模等方面空间指引。

对详细规划的传导。将中心城区划分为各个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单元。明确各单元的人口、

城市四线、用地、住房、公共服务与市政设施等控制指标、空间布局要求。

对相关专项规划的传导。各类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制定的战略目标、空间布局、重点

项目及管控要求，严格遵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管控规则。

深化纵向、横向传导机制，构建“刚弹结合”的规划传导体系。

总体规划层次 专项规划层次

红寺堡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各苏木（镇）国土空间规划

特定区域 特定领域

详细规划层次

详细规划 村庄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外城镇开发边界内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p 10.2   近期行动计划

近期目标任务

p  10.3   实施保障机制

加强党的领导 制定配套政策

强化监督
管理机制

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

以“十四五”项目为抓手，合理安排近期项目计划。

民生保障

交通物流

新能源

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

水利工程

产业发展



开放的红寺堡愿与您
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