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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安宁河是金沙江二级支流、雅砻江一级支流ꎬ源于冕宁县彝海

镇ꎬ止于盐边县桐子林镇ꎬ干流全长 ３２８ 公里ꎬ流域面积 １１０６６ 平方

公里ꎮ 遵循发展整体性原则ꎬ“安宁河流域”范围确定为攀枝花市

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与安宁河关系密切的 １１ 个县(市、区)ꎬ即:攀枝

花市的米易县、盐边县、仁和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县、喜德

县、西昌市、德昌县、宁南县、会东县、会理市、盐源县等 １１ 个县

(市、区)ꎬ总面积约 ３６６６３ 平方公里ꎮ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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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ꎬ与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期限保持一致ꎬ本规划期限确定为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ꎮ 根据

省委决定ꎬ本规划是安宁河流域开展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指导性、协调性和战略性规划ꎬ侧重空间统筹协同ꎬ不取代市县两

级国土空间规划ꎮ

该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ꎬ是攀西经济区发展条件最

好、人口分布最密集、产业集中度最高的区域ꎬ极具发展潜力和后

劲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热土始终牵挂于心、寄

予厚望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ꎬ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ꎬ凉山又一次取得了“一步跨千年”的显著成效ꎬ整个攀西

地区进入了动能转换、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ꎮ 在这新的历史时期ꎬ

推动安宁河流域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ꎬ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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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振兴ꎬ带动整个攀西经济区提高能级、形成新的增长极ꎬ落

实全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ꎮ

第一章　 基本情况

第一节　 现状概况

　 　 (一)自然地理ꎮ

安宁河流域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攀西地区中部ꎬ地处青藏高原

横断山脉东缘ꎬ介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地带ꎬ是

省内第二大平原ꎮ 该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ꎬ具有日照时间长、

霜冻时间短、四季不分明ꎬ以及夏季多雨、冬春干旱、旱雨季明显等

特点ꎮ 流域主要河流为金沙江、雅砻江与安宁河ꎬ其干支流多以直

角交汇ꎬ形成典型的羽状水系ꎮ 地形地貌以山地为主ꎬ海拔高程在

５８５—５２９９ 米之间ꎮ

(二)经济社会ꎮ

安宁河流域涉及 ２ 个市(州)、１１ 个县(市、区)ꎬ辖 １１８ 个镇、

６１ 个乡和 １７ 个街道ꎮ “七普” 户籍人口 ３７１ ４ 万人、常住人口

３６３ ２ 万人ꎻ常住人口中ꎬ城镇人口有 １７２ ７ 万人ꎬ城镇化率为

４７ ６％ ꎮ 与“六普”相比ꎬ户籍人口增加 ２４ １ 万人、常住人口增加

１８ ６ 万人ꎬ城镇人口增加 ５７ ６ 万人、城镇化率提高 １４ １ 个百分

点ꎬ其中西昌市“七普”与“六普”相比常住人口增加 ２４ ２６ 万人ꎮ

２０２１ 年底ꎬ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２０１１ 亿元ꎬ人均 ＧＤＰ 约 ５ ５

万元ꎮ 地区生产总值中ꎬ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１８ 亿元ꎬ第二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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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８１４ 亿 元ꎬ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７７９ 亿 元ꎬ三 次 产 业 比 重 为

２０ ８４０ ５３８ ７ꎬ产业结构呈现 “二、三、一” 格局ꎮ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 ７ 万元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２ 万

元ꎬ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１ ８ 万元) ꎮ

第二节　 区域特征

(一)“高山河谷”地理特征突出ꎮ

区域河流切割、侵蚀自然地貌现象突出ꎬ形成了金沙江、雅砻

江“高山 Ｖ 型河谷”和安宁河“高山 Ｕ 型河谷”ꎬ具有立体气候显

著、“高山河谷”特征突出的特点ꎮ 流域内小相岭—螺髻山、牦牛

山、锦屏山—磨盘山三大山脉绵延叠起ꎬ金沙江、安宁河、雅砻江纵

横交错ꎬ构成了“三山三水”自然地理格局ꎮ 该区域按照气候影响

和地貌类型主要分为河谷平原、二半山区、高寒山区、丘陵地区和

盐源盆地等五个大类ꎮ

地区地貌分类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地区分类 划分依据 面积 占比

河谷平原
海拔 １８００ 米以下

相对高差 ３０ 米以内
２９３６ ８ ０１

二半
山区

低二半山区 海拔 １８００—２６００ 米 １６９９５ ４６ ３５

高二半山区 海拔 ２６００—３２００ 米 ８３７８ ２２ ８５

高寒山区 海拔 ３２００ 米以上 ３６９４ １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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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区
相对高差 ２００ 米以内

起伏不大且坡缓
３６１１ ９ ８５

盐源盆地
无明确要求ꎬ

特征为四周高中间低
１０４９ ２ ８６

合计 ——— ３６６６３ １００ ００

(二)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ꎮ

该区域同时拥有丰富的风能、水能和光能资源ꎬ“光热水土”

等自然条件优越且组合好ꎬ形成了典型的“黄金组合”ꎮ 清洁能源

优势明显ꎬ常年年平均日照数 ２４３１ ４ 小时ꎬ属于太阳辐射的高能

区ꎬ热能资源是长江流域最富集的地方之一ꎻ位于我国优质风能资

源区ꎬ全年有风时间在 ５ 个月以上ꎻ金沙江、雅砻江两条大江过境ꎬ

水能资源占全国的 ８％ ꎬ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超过 ８０００ 立方米ꎬ远超

全国平均水平(２２４０ 立方米)ꎮ 战略资源储量富集ꎬ钒资源储量居

全国第一、世界第三ꎬ钛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ꎬ铁储量居全国第二ꎬ

以镧、铈元素为主的氟碳铈稀土储量位居全国第二ꎬ铅锌铜矿储量

位居四川前列ꎮ

(三)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ꎮ

区内多元文化资源富集ꎬ彝族文化、摩梭文化独具特色ꎬ红色

文化、农耕文化、傈僳文化和三线移民文化底蕴深厚ꎮ 风景旅游资

源类型多样ꎬ拥有邛海—螺髻山风景区、彝海灵山风景区、泸沽湖

风景区、二滩国家森林公园、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米易新山梯田等

原始生态和山水风光旅游资源ꎬ以及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会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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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昌安哈彝家新寨、德昌海花沟、迤沙拉历史文化名村等多处

人文景观和农业观光旅游资源ꎮ

(四)南向门户优势日趋突出ꎮ

该区域位于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交汇处ꎬ地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腹地和强辐射圈ꎬ是四川向南向西拓展对接

东盟自贸区和南亚各国的开放前沿ꎬ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后方

和经略周边的战略要地ꎮ 同时ꎬ该区域处在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

和川滇旅游黄金线走廊上ꎬ又是攀西经济区城镇和产业发展的主

要承载地ꎬ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

略部署的深入实施ꎬ南向门户区位优势十分明显ꎮ

(五)产业经济发展后劲较足ꎮ

区内产业基础比较扎实、整体发展呈上升趋势ꎬ具有较强的人

口和要素吸引力ꎬ以攀西地区 ５７ ６％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６０％ 的常

住人口和 ６６ ３％ 的经济总量ꎮ 目前ꎬ已初步形成以优质粮油、果

蔬、烟叶、蚕桑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ꎬ以钒钛稀土战略资源

综合利用、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物制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体系ꎬ以及以文旅、物流、金融和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体系ꎬ是攀西经济区发展基础最好、人口分布最密集、产业经济发

展后劲最高的区域ꎮ

第三节　 主要问题

(一)粮仓地位亟需稳固ꎬ保护利用更需协调ꎮ
—９—



区内现状耕地 ５８４ ３ 万亩 ( ３８９５ 平方公里 )ꎬ其中旱地占

８０％ 、坡耕地高达 ７０％ 以上ꎬ耕地质量总体不高ꎬ平均仅为 ９ ９３

等ꎬ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９ ２４ 等)ꎮ 现状耕地中ꎬ种植非粮食作物

的耕地约 １０ ７ 万亩(７１ 平方公里)ꎬ休耕和未耕种的耕地达 ３５ ６

万亩(２３７ 平方公里)ꎬ有较为明显的耕地抛荒现象和一定程度的

“非粮化”现象ꎮ 铁路、公路等线性基础设施以及村庄和农房建设

占用优质耕地问题依然存在ꎬ造成一定程度的耕地“非农化”ꎮ 同

时区内即可恢复与工程恢复土地面积高达 １４２ ８ 万亩(９５２ 平方公

里)ꎬ但群众恢复耕地的意愿不强、恢复难度较大ꎮ 流域内水量充

沛但分布不均ꎬ季节性缺水比较严重ꎬ春旱发生频率接近 １００％ ꎬ农

业生产受到较大制约ꎮ 骨干水利工程调蓄能力不足ꎬ工程性缺水

比较明显ꎬ目前流域内仅有 １ 座大型水库(大桥水库)和 １０ 座中型

水库ꎻ农田渠系配套不完善ꎬ小微工程调蓄能力差ꎬ二半山区尤其

突出ꎬ流域有效灌溉面积目前仅占全域耕地总面积的 ４９％ ꎮ

(二)生态环境脆弱ꎬ修复任务艰巨ꎮ

安宁河流域地处长江上游ꎬ属横断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重点保护区ꎬ生态本底脆弱ꎬ生态系统极为复杂ꎮ 受城镇扩张、

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资源无序开发开采等人

类活动的干扰ꎬ该区域出现了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生

物栖息地核心生境受损、缓冲区生态空间被挤占等问题ꎬ生态网络

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ꎬ是我省生态环境问

题较多的地区之一ꎮ 目前ꎬ区内中幼林、过熟林广泛分布ꎬ森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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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差ꎻ草地退化严重ꎬ１９８０ 年以来草地退化面积达到 １１８ ３６ 万

亩(７８９ ０８ 平方公里)ꎬ是全国矿山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ꎻ水土流失严重ꎬ１５ 度以上坡耕地达到 ３８１ １３ 万亩

(２５４０ ８９ 平方公里)ꎬ占现状耕地的 ５５％ ꎮ 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ꎬ

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占流域总面积超过 ８０％ ꎮ

(三)产业发展缺乏统筹ꎬ经济走廊尚未形成ꎮ

流域内现状产业呈明显资源型特征ꎬ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尚

未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协同发展走廊远未成型ꎮ 前端高校

与科研院所等科研资源的整合、创新和引领能力不足ꎬ后端产业链

条缺乏延伸ꎬ上、中、下游联动发展的产业生态圈尚未建立ꎮ 钒、

钛、稀土资源本地转化率偏低ꎬ铁精矿、钛精矿本地利用率仅占

４３ ５％ 和 ３９ ５％ ꎻ稀土磁性材料、催化材料等多在区域外转化ꎬ本

地工业产业链后端延伸不足、持续增长乏力ꎮ 产业发展布局缺乏

统筹协调ꎬ与城镇发展融合不够ꎬ“有城无业”和“有业无城”现象

比较普遍ꎻ区内现状工业用地共约 ６ ４５ 万亩(约 ４３ 平方公里)ꎬ其

中布局在园区外的工业企业多达 ３ ６０ 万亩(约 ２４ 平方公里)ꎬ园

区规模小、平台低、工业布局“小散乱”问题十分突出ꎻ矿业开采生

产粗放ꎬ目前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的仅 １２ 处ꎻ省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仅占全省的 ３ ５％ ꎬ国家级及省级农业合作社数量少ꎬ农

产品商品化率低ꎬ未有效实现“接二连三”融合发展ꎻ文旅项目以

低端度假康养为主ꎬ同质化恶性竞争问题比较突出ꎮ

(四)城镇布局有待优化ꎬ用地效率水平偏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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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西昌市外ꎬ流域内所有城镇均为 ２０ 万人以下的Ⅱ型小城

市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不尽合理ꎬ辐射带动能力不

强ꎮ 流域内城镇布局较混乱、功能较混杂、老旧居住区品质较低ꎬ

宜居性亟需提高ꎬ人均城镇建设用地仅 ７８ ９３ 平方米ꎬ远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８９ ７４ 平方米)和国家标准ꎮ 同时ꎬ城镇建设用地闲置

低效现象也比较普遍ꎬ１１ 个县(市、区)批而未供土地达 ５ １ 万亩

(３４ 平方公里)、闲置用地达 １ ０３ 万亩(６ ８４ 平方公里)ꎬ存量用地

占现状建设用地的比重高达 ３０％ ꎬ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ꎮ 此外ꎬ流

域内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约为亩均 ２１７ 万元ꎬ亩均产出约

为 ２８４ 万元ꎬ亩均税收约为 ８ 万元ꎬ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７１％ 、

６４％ 和 ５４％ ꎬ用地效率明显偏低ꎮ

现状城镇规模统计表

名　 称 人口规模(万人) 规模等级

西昌城市 ５４ ４６ 中等城市(５０ 万人—１００ 万人)

盐源县城 ５ ０２

德昌县城 ５ ９０

会理城市 １３ １１

会东县城 ６ ２０

宁南县城 ５ ６９

喜德县城 ３ ００

冕宁县城 ４ ８０

Ⅱ型小城市(２０ 万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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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人口规模(万人) 规模等级

仁和城区 ７ １０

米易县城 ５ ６８

盐边县城 １ ８５

Ⅱ型小城市(２０ 万人以下)

(五)配套设施短板突出ꎬ人居环境品质不高ꎮ

枢纽站场能级不足ꎬ西昌青山机场基础设施等级偏低ꎬ未形成

“多方式、零换乘”的客运枢纽和“多式联运”物流运输体系ꎮ 对外

陆路通道仅成昆铁路和 Ｇ５ 京昆高速两条ꎬ东西方向联系薄弱、通

道较为单一ꎮ 区内高速公路密度约为 ５７ ８ 公里 / 万平方公里ꎬ仅

为成都平原经济区的 ８％ ꎮ Ｇ５ 京昆高速全年超过 １００ 天处于管制

状态ꎬ“孤城现象”时有发生ꎮ 县道及以上等级公路密度 ０ ２ 公里 /

平方公里ꎬ路网密度严重不足ꎮ 三级及以上公路占比仅 ９ ４％ ꎬ道

路等级质量较差、互联互通水平不高ꎮ 城镇文化、体育、养老等设

施未实现全覆盖ꎬ医疗资源短缺现象依然突出ꎬ教育基础较弱且存

在“城挤、乡弱、村空”问题ꎮ 城乡防灾减灾设施不足ꎬ应急能力不

强ꎬ存在消防站覆盖率低、防洪体系不完善等问题ꎬ其中乡村微型

消防站覆盖率仅 ４ ５％ ꎮ 应急避难场所布局未达到全域全覆盖要

求ꎮ 村落形态有待提升ꎬ建筑风貌特色不鲜明ꎬ人居环境品质不

高ꎮ 用地不够节约集约ꎬ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逐年增加ꎬ达到 ２１２ ０４

平方米ꎬ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１６３ ６４ 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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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思路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关于推动安宁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ꎬ紧紧围绕“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

思路ꎬ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ꎮ 坚持系统观念ꎬ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ꎬ着重空间统筹协调ꎬ推动安宁河流域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ꎮ

统筹发展和安全ꎬ重点引导区域生产力优化布局、加快资源优势向

发展优势转化步伐ꎬ推动区域公共资源精准投放、设施互联互通和

共建共享ꎬ为巩固“天府第二粮仓”地位、打造安宁河经济走廊奠

定空间基础ꎮ

第二节　 规划原则

统筹协调、优化布局ꎮ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ꎬ优化国土空

间布局ꎬ科学划定农业、生态、城镇空间ꎬ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ꎬ统筹做好资源能

源、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ꎬ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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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优先、绿色低碳ꎮ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ꎬ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ꎬ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ꎬ强化水

资源刚性约束ꎬ加强流域生态保护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

理ꎬ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ꎬ引

导形成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ꎮ

内畅外联、开放协作ꎮ 坚持破瓶颈、畅循环ꎬ增加路网密度ꎬ完

善路网结构ꎬ提升路网质量ꎬ加快形成通达高效、覆盖城乡、水陆空

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ꎬ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ꎬ大力拓展东盟、南亚国际市场ꎬ加快构建开放协作

发展新格局ꎮ

以人为本、和谐共享ꎮ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ꎬ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基本公共服务向农

村覆盖ꎬ实施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ꎬ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

网ꎬ让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发展成果ꎬ实现共同

富裕ꎮ

突出特色、提升品质ꎮ 尊重自然地理格局ꎬ突出河谷地带、二

半山区和高寒山区“三带”特征ꎬ坚持文化自信ꎬ保护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民族文化特色ꎬ注重村落形态塑造ꎬ保持乡土风情和传统

文化肌理ꎬ打造形成具有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现代

“富春山居图”ꎮ

第三节　 规划目标

贯彻落实相关上位国土空间规划ꎬ充分发挥安宁河流域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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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的区位优势、特色鲜明的产业优势、山清水秀的生态优势和物

产丰富的资源优势ꎬ把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战略引领ꎬ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配置ꎬ建设现代优质高效农业示

范区、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和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把安宁河流域打造成为民

族地区共同富裕新样板ꎬ形成布局更优化、粮仓更稳固、生态更优

美、产业更高端、功能更完善和交通更顺畅的“天府第二粮仓”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ꎮ

空间布局优化ꎮ 主体功能区布局进一步优化ꎬ“以地定城、以

水定人定产”要求得到全面落实ꎬ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得到有效提

升ꎬ基本形成经济发展形态、城镇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发展格局ꎮ

粮仓地位稳固ꎮ 耕地布局进一步优化ꎬ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ꎬ安宁河谷良田沃土等优质耕地得到严

格保护ꎬ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全面完成ꎬ富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农

业硅谷”基本形成ꎮ

生态环境优美ꎮ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

升ꎬ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ꎬ安宁河岸线整治取得明显

成效ꎬ水土流失情况持续改善ꎮ “退房傍山、还田于谷”任务基本

完成ꎬ形成村落形态自然、建筑风貌和谐、自然环境优美的发展

格局ꎮ

产业发展高端ꎮ 绿色低碳生产方式普遍形成ꎬ产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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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基本构建ꎬ产业小散乱得到有效治理ꎮ 产业链条得到延伸ꎬ钒

钛稀土深加工及应用技术跃居世界前列ꎬ全面形成钒钛稀土、清洁

能源、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等千亿级产业集群ꎮ

服务功能完善ꎮ 以西昌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新格局基本构建ꎬ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ꎬ全面建成

城镇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和乡村社区生活圈ꎬ形成城乡一体、与人

口分布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ꎮ

交通更加顺畅ꎮ 复合型对外走廊全面形成ꎬ南向对接云南、面

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地位更加凸显ꎮ 流域内部路网结构更加合理ꎬ

二半山和高寒山区交通连通度得到提高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能力得到大幅提升ꎮ

安宁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指标体系表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基期年 目标年 属性

农业
发展
类

耕地保有量 万亩 ３７７２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 万亩 ２９３５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２５ 度以上坡耕地
占耕地比重

％ ２２ ≤１０ 预期性

生态
保护
类

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

平方公里 ７０３３ ７０３３ 约束性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２０ ０１ ２７ １０ 约束性

林地保有量 万亩 ３０７８ ３０７８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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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基期年 目标年 属性

生态
保护
类

基本草原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７７５４ ≥２７７６ 约束

湿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６６ ≥６６ 约束性

重要河湖自然
岸线保有率

％ ８２ ８５ 约束性

绿色矿山比例 ％ — ６０ 预期性

非化石能源
消费占比

％ — ５０ 预期性

区域
建设
类

国土开发强度 ％ ２ ６２ ３ ８５ 预期性

城镇建设用地 平方公里 ２０６ ≤２８０ 预期性

高速公路网
密度

公里 /
万平方公里

５７ ８ ４００ 预期性

铁路网密度
公里 /

万平方公里
１６４ ３２０ 预期性

单位 ＧＤＰ 使用
建设用地下降率

％ —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单位 ＧＤＰ 用水
下降率

％ —
完成国家
下达目标

约束性

流域城镇人口占
全省城镇人口比重

％ ３ ６ ４ ５ 预期性

城镇化率 ％ ４７ ５ ６５—６８ 预期性

说明:本规划期限至 ２０３５ 年ꎬ«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规划»期限至 ２０３０
年ꎮ 因期限不一致ꎬ本规划城镇化率高出 ５—８ 个百分点ꎬ年均增长 １—１ ６
个百分点ꎮ

—８１—



第三章　 优化全域全要素空间格局

落实“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部署ꎬ遵循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ꎬ强化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ꎬ促进优

势地区重点发展ꎬ推动攀枝花和凉山州共同优化空间保护利用格

局ꎬ重塑高质量发展经济地理版图ꎮ

第一节　 构建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立足安宁河流域自然地理格局和资源环境禀赋ꎬ根据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ꎬ整体谋划安宁河河谷和

两侧山区发展ꎬ按照“全域全要素”统筹思路ꎬ形成“一核两轴、三

带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ꎮ

“一核”指西昌城市ꎮ 由西昌主城区及周边小城镇群共同构

成ꎬ以西昌主城区为核心ꎬ推动经久乡、安宁镇、太和镇、裕隆乡重

点发展ꎬ促进川兴镇和佑君镇优化发展ꎬ形成产业集聚、功能多元、

设施完善的“大西昌”ꎬ扩大对流域的辐射带动作用ꎬ引领流域实

现高质量发展ꎮ

“两轴”指安宁河谷综合发展主轴和南部城镇协同发展副轴ꎮ

主轴串联冕宁、喜德、西昌、德昌和米易ꎬ坚持以强带弱、以城带乡ꎬ

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山前地区集聚、“还田于谷”ꎻ加强水利设施建

设、统筹推进土地综合整治ꎬ优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布局ꎬ将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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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打造成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生态良好的综合发展轴ꎻ副轴

串联盐源、仁和、盐边、会理、会东和宁南ꎬ以攀枝花主城区(东区、

西区和仁和区)为依托ꎬ强化生态保护修复ꎬ促进盐源和盐边共同

维护生态安全ꎻ突出交通内联外畅和设施共建共享ꎬ推动会东、会

理和宁南同向发力、借势互补ꎬ共同打造成为分工明确、空间统筹、

高效开放的协同发展轴ꎮ

“三带”指西部锦屏山—磨盘山高山生态带、中部牦牛山生态

带和东部小相岭—螺髻山生态带ꎮ 西部锦屏山—磨盘山高山生态

带ꎬ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为重点ꎬ加强森林及野生动植物保

护ꎬ适度发展高山生态农业ꎮ 中部牦牛山生态带ꎬ重点开展天然林

保护、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ꎬ逐渐提高综合植被盖度ꎬ增强生

态系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ꎬ适度开发光伏、风能等清洁能

源ꎮ 东部小相岭—螺髻山生态带ꎬ以保护保育为主、人工辅助修复

为辅ꎬ优化林种结构、提高森林质量ꎬ进一步巩固区域水土保持和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ꎬ适度发展旅游ꎮ

“四区”指四个重点农业区ꎮ 北部“粮蔬”平原种植农业区ꎬ推

动喜德、冕宁、西昌和德昌地区保护农业基础空间ꎬ重点保护“第二

粮仓”高效优质粮油和蔬菜种植ꎬ打造形成“现代农业硅谷”核心

区ꎮ 东部“粮经”丘陵综合农业区ꎬ推动会东、会理、宁南共同组成

一体化保护发展区ꎬ增加农业空间ꎬ共同布局烟叶、蚕茧、特色水果

等粮经特色农业种植区ꎮ 南部“粮果”干热河谷特色农业区ꎬ由米
—０２—



易、盐边、仁和“环攀”干热河谷地区组成ꎬ共同建设干热河谷粮食

和热带水果种植区ꎬ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ꎮ 西部高山生态农业区ꎬ

由盐源和盐边西部高山地区构成ꎬ携手打造高山生态农业、农牧业

产业区ꎮ 全面形成基础牢固、各具特色和优势明显的农业保护和

发展空间ꎬ推动安宁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ꎮ

第二节　 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划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为基础ꎬ围绕规

划目标和“一核两轴、三带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ꎬ充分衔接

片区乡村国土空间规划ꎬ以乡镇为单元ꎬ发挥各地比较优势ꎬ深化

细化安宁河流域主体功能区区划ꎬ将原三大主体功能区中的城市

化发展区细化为城镇化重点区和城镇化优化区ꎬ重点生态功能区

细化为生态保护区和生态维育区ꎬ逐步形成农产品主产区、生态保

护区和生态维育区、城镇化重点区、城镇化优化区等五类功能区ꎬ

分别明确各类功能区划分原则和空间管制要求ꎬ并按照适地适用

和耕地、生态、城镇发展的优先序ꎬ明确各乡镇的主体功能ꎮ 共规

划形成 ８３ 个农产品主产区、１８ 个生态保护区、４０ 个生态维育区、

１８ 个城镇化重点区和 ２３ 个城镇化优化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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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分区表

功能区
数量
(个)

县级
行政区

涉及乡镇
划分原则
和空间管制

农产

品主

产区

８３

冕宁县
复兴镇、若水镇、棉沙镇、石龙镇、宏模

镇、河边镇

喜德县 鲁基乡、李子乡、且拖乡、两河口镇

西昌市
四合乡、琅环镇、樟木箐镇、开元乡、马鞍

山乡、阿七镇、黄联关镇

德昌县

麻栗镇、巴洞镇、铁炉镇、金沙傈僳族乡、
南山傈僳族乡、永郎镇、黑龙潭镇、热河

镇、茨达镇

宁南县 石梨镇、竹寿镇、大同镇、华弹镇、西瑶镇

会东县

堵格镇、新街镇、江西街乡、大崇镇、鲁吉

镇、铅锌镇、溜姑乡、松坪镇、鲹鱼河镇、
嘎吉镇、铁柳镇、乌东德镇

会理市

云甸镇、益门镇、内东乡、小黑箐镇、鹿厂

镇、彰冠镇、关河镇、木古镇、通安镇、新
发镇、新安傣族乡、树堡乡、绿水镇

盐源县
藤桥乡、田湾乡、卫城镇、黄草镇、梅雨

镇、龙塘镇、兴隆镇、棉桠镇、白乌镇

仁和区

福田镇、太平乡、中坝乡、啊喇彝族乡、大
田镇、大龙潭彝族乡、务本乡、布德镇、同
德镇

盐边县 新九镇、红果彝族乡、惠民镇、永兴镇

米易县
丙谷镇、麻陇彝族乡、草场镇、白马镇、湾
丘彝族乡

农业生产适宜

条件良好、耕地

资源分布密集、
特色农产品生

产地位重要的

乡镇划定为农

产品主产区ꎬ严
守耕地保护红

线ꎬ在保证粮食

生产前提下ꎬ培
育特色农业功

能ꎬ保障主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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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
数量
(个)

县级
行政区

涉及乡镇
划分原则
和空间管制

生态

保护

区

１８

冕宁县
大桥镇、彝海镇、和爱藏族乡、新兴乡、健
美乡、磨房沟镇

喜德县 沙马拉达乡、米市镇、洛哈镇

盐源县 洼里乡、梅子坪镇、沃底乡、官地镇

会理市 六华镇、槽元乡

会东县 野租乡

盐边县 共和乡

西昌市 巴汝镇

生态功能极重要

区面积大、生态

保护红线分布较

集中的乡镇划定

为生态保护区ꎬ
重点保护生态功

能ꎬ严格控制开

发ꎬ加强水源涵

养和水土保持ꎬ
实施生态修复ꎬ
促进自然生态质

量整体改善和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

全面增强ꎮ

生态

维育

区

４０

冕宁县 惠安镇、锦屏镇、里庄镇、泽远镇

喜德县 贺波洛乡、尼波镇、北山乡

西昌市 大兴乡、海南街道、安哈镇

德昌县 乐跃镇

宁南县
松新镇、六铁镇、跑马镇、白鹤滩镇、幸福

镇、俱乐镇、骑骡沟镇

会东县 满银沟镇、老君滩乡、淌塘镇

会理市 太平镇

盐源县

树河镇、润盐镇、平川镇、右所乡、金河

镇、盐塘镇、甲米镇、泸沽湖镇、长柏镇、
大坡蒙古族乡

米易县 白坡彝族乡、得石镇、普威镇

盐边县
温泉彝族乡、格萨拉彝族乡、国胜乡、红
宝苗族彝族乡、渔门镇

生态功能极重

要区面积较大、
但生态保护红

线分布相对较

为分散的乡镇

划定为生态维

育区ꎬ维护好生

态保育功能的

前提下ꎬ可适度

开发ꎬ点状培育

生态休闲、文化

旅游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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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
数量
(个)

县级
行政区

涉及乡镇
划分原则
和空间管制

城镇

化重

点区

１８

西昌市

安宁镇、北城街道、东城街道、经久乡、高
草回族乡、马道街道、太和镇、西城街道、
新村街道、长安街道、裕隆回族乡

会理市 城北街道、城南街道、古城街道

仁和区 仁和镇、金江镇、大河中路街道、前进镇

城镇建设适宜条

件好、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强、区
位条件及经济基

础良好的乡镇ꎬ
划定为城镇化重

点区ꎮ 适度提高

开发强度ꎬ鼓励

人口集聚ꎬ适度

扩大产业空间ꎬ
率先实现创新驱

动和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区域ꎮ

城镇

化优

化区

２３

冕宁县 高阳街道、泸沽镇、漫水湾镇

喜德县 光明镇、冕山镇、红莫镇

西昌市 礼州镇、川兴镇、佑君镇

德昌县 德州街道、昌州街道

宁南县 宁远镇

会东县 金江街道、鱼城街道、姜州镇

会理市 黎溪镇

盐源县 盐井街道

仁和区 平地镇

盐边县 桐子林镇、红格镇

米易县 攀莲镇、撒莲镇、新山傈僳族乡

具有一定的城

镇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及发展

能力的乡镇ꎬ结
合城镇开发边

界划定ꎬ细化为

城镇化优化区ꎬ
适度控制开发

强度ꎬ提高用地

利用效率ꎬ合理

保障生态、农业

或能矿开发等

兼容功能的协

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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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夯实“第二粮仓”空间基础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ꎬ“农田就是农田ꎬ而且必须是良

田”ꎬ统筹优化全域耕地布局ꎬ促进耕地增量提质ꎬ同步优化现代农

业布局ꎬ保障并夯实“天府第二粮仓”空间基础ꎮ

第一节　 落实耕地保护空间

(一)严控现状耕地ꎮ

严控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ꎬ特别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ꎬ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ꎮ 强化耕地用途管制ꎬ明确耕

地利用优先序ꎬ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ꎻ严格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制度ꎬ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不减少ꎻ积极推行“田长制”ꎬ坚决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

责ꎻ将田长制执行情况作为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评和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的重要内容ꎬ考核结果作为有关党政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ꎬ严格实行奖惩ꎻ加大耕地执法

监督力度ꎬ完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执法监督机制ꎻ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ꎬ对非法批准、非法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

田的有关责任人ꎬ严肃追责问责ꎮ

(二)扩充新增耕地ꎮ

通过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ꎬ识别农业生产适宜区ꎻ在农业生产

适宜区中ꎬ根据 ２０２０ 年国土变更调查和地形分区ꎬ确定耕地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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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ꎮ 主要采取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复垦和土地开发等三种方

式ꎬ争取新增耕地 ７０ 万亩至 ９０ 万亩ꎮ

农用地整理ꎮ 按照国省农用地整理和新增耕地核定等有关规

定ꎬ结合耕地坡度等级ꎬ对坡度 ２°到 ２５°之间的现状耕地采用“小

并大”“坡改梯”等手段减少田坎ꎬ增加有效耕种面积ꎬ争取转入耕

地面积 ２１ ６８ 万亩(１４４ ５２ 平方公里)ꎬ区域内平均田坎系数降低

为 １１ ６３％ ꎮ 在尊重承包经营者意愿的前提下ꎬ根据耕地恢复难易

程度和成本估算ꎬ结合农用地整理实施经验ꎬ优先将农业生产适宜

区中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的园地、林地及坑塘水面等土地进行还

耕ꎬ争取转入耕地面积 ２７ ０４ 万亩(１８０ ２９ 平方公里)ꎮ

建设用地复垦ꎮ 有序开展村庄建设用地、工矿废弃地、低效闲

置工业用地等土地整治ꎮ 按照不同地形分区规划村庄聚居度(将

河谷平原聚居度提高至 ８０％ ꎬ低二半山、南部丘陵地区和盐源盆地

聚居度提高至 ７０％ ꎬ高二半山和高寒地区以散居和小型聚居为主

将聚居度提高至 ５０％ )ꎬ采用人均 ９５ 平方米标准进行村庄建设用

地整理ꎬ若按照现状农村户籍人口ꎬ预计可补充耕地面积 １８ ７９ 万

亩(１２５ ２７ 平方公里)ꎻ若按照规划农村户籍人口ꎬ可争取补充耕

地面积 ３５ ５７ 万亩(２３７ １２ 平方公里)ꎮ 充分利用地方废弃工矿摸

排调查成果ꎬ开展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综合治理ꎬ争取补充耕地面

积 ０ ３７ 万亩(２ ４５ 平方公里)ꎮ 结合工业园区整合、园区外工业有

序入园和现状工业用地 “退二进一”等工作ꎬ争取补充耕地面积

１ ８７ 万亩(１２ ４７ 平方公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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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ꎮ 在农业生产适宜区内ꎬ结合土壤质地、土层厚度、

灌溉条件等因素ꎬ对其他草地、盐碱地、沙地和裸土地进行土地综

合开发ꎬ争取补充耕地面积 ２ ０４ 万亩(１３ ６３ 平方公里)ꎮ

扩充新增耕地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区
名称

农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复垦

田坎
“两可”
恢复

村庄建设用
地(争取)

工矿废
弃地

低效闲置
工业用地

土地
开发

新增耕
地合计
(争取)

西昌市 １１ １４ ２８ ３４
２６ ４３

(４３ ８３)
０ ５１ ２ ２２ ０ １１

６８ ７６
(８６ １５)

盐源县 ９ ６７ ３４ ４５
１０ ０２

(２２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３６ ０ ０３

５４ ５４
(６７ ４７)

德昌县 ５ ７８ ４ ４７
５ ５９

(１１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５８ ０ ７７

１７ １９
(２３ ５６)

会理市 ３５ １７ ８ ５１
２３ ７４

(３７ ５１)
０ ４１ １ ５２ １ ６７

７１ ０１
(８４ ７９)

会东县 ２５ ５６ ８ ２６
１３ ２０

(２６ ２１)
０ ０３ ０ ７９ ０ ４２

４８ ２６
(６１ ２７)

宁南县 １２ ７６ ０ ９５
７ ３１

(１３ ８０)
０ ０４ １ ２２ ０ １３

２２ ４０
(２８ ９０)

喜德县 ９ ６８ １ ２５
１ ２８

(６ ６５)
０ ６８ ０ ２４ ２ ３５

１５ ４８
(２０ ８５)

冕宁县 １２ ４１ １２ ７２
１１ ６３

(２４ ４７)
０ ７８ １ ５６ ０ ４１

３９ ５１
(５２ ３５)

仁和区 ４ ３６ ３０ ２６
９ ８９

(１７ ２６)
０ ００ ０ ９７ ４ ７０

５０ １８
(５７ ５５)

米易县 ８ ７８ ３９ ８８
７ ５６

(１５ ６５)
０ ００ １ ３６ ２ ８４

６０ ４２
(６８ ５１)

盐边县 ９ ２２ １１ １９
８ ６３

(１６ ８３)
０ ００ １ ６３ ０ １９

３０ ８６
(３９ ０６)

合计 １４４ ５２ １８０ ２９
１２５ ２７

(２３７ １２)
２ ４５ １２ ４７ １３ ６３

４７８ ６３
(５９０ ４７)

说明:表中“两可”恢复是指农业生产适宜区范围内进行还耕的即可恢复和工程恢复的

园地、林地等土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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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化节约集约ꎮ

优先保障流域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区域设施和乡村振兴等用

地需求ꎬ严格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制度ꎬ少占良田沃土ꎬ尽可能为全

省发展腾挪出必要空间ꎮ 科学确定城镇建设规模ꎬ推动城镇紧凑

发展和节约集约用地ꎬ同时鼓励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ꎮ 严格按

照土地使用标准规划产业用地ꎬ优先利用荒地、劣地ꎬ坚持以“亩产

论英雄”ꎬ推进“标准地”改革和混合用地制度ꎬ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ꎮ 按照合理布局、经济可行、控制时序的原则ꎬ切实加强重大区

域设施的科学规划ꎬ合理论证用地需求ꎬ避免盲目投资、过度超前

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耕地资源ꎮ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各项市

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绿化建设ꎬ严禁规划建设脱离实际乱占耕地和

滥用土地ꎮ 保障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需求ꎬ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土地资源基础性作用ꎬ优先盘活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ꎬ减少

耕地占用ꎮ

第二节　 促进耕地提质增效

(一)优化水利基础设施布局ꎮ

坚持“向水要地”ꎬ大力开展安宁河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

设ꎬ以区域水网连通、提灌蓄能结合、小微水利支撑为手段ꎬ形成流

域大中小微相结合的立体水网体系ꎮ

严控用水总量ꎮ 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ꎬ严格落实水资源刚

性约束管理要求ꎬ水资源开发利用符合区域流域水量分配、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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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指标和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ꎬ安宁河流域规划年用水

总量控制在 ２７ １０ 亿立方米以内ꎬ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在 ０ ２２ 亿

立方米以内ꎬ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率达 ９５％ 以上ꎮ

统筹骨干水利基础设施建设ꎮ 衔接«四川省“十四五”水安全

保障规划»«攀枝花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凉山州水资源综合规

划»ꎬ充分预留各项水利基础设施空间用地ꎬ以三大水系为基本单

元统筹骨干水利基础设施建设ꎮ 安宁河水系区ꎬ推动引雅济安、大

桥水库灌区、米市水库、东河水库和老街子水库等大中型水利工程

建设ꎬ形成以大桥和米市水库为龙头ꎬ安宁河为主水源ꎬ大桥灌区

为主脉络的区域水网ꎮ 雅砻江水系区ꎬ开展引雅入盐三结合项目

和龙塘水库、沙坝水库等中大型水利设施建设ꎬ形成以引雅入盐和

龙塘水库为重点水源ꎬ沙坝等中小型水库互为支撑的区域水网ꎮ

金沙江水系区ꎬ推进横山水库、大窄门水库、攀枝花水资源配置工

程和竹寿水库扩建等一批大中小水库及骨干水网连通工程建设ꎬ

形成南部和东部农业区相互连通的区域水网ꎮ

完善中小微水利工程ꎮ 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布局ꎬ规划新改建

一批中、小型蓄水和微型集雨工程ꎮ 加强电力提灌和太阳能提灌

工程建设ꎬ构建蓄引提相结合的中小微型灌溉网络ꎮ

构建现代化水利管理体系ꎮ 推进水文水资源和水利基础设施

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ꎬ构建流域统一的水情、水文、水库、取用水监

测和预警预报信息一体化平台ꎬ实现流域水系与水利设施的统筹

指挥调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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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项目规划一览表

水系分区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安宁河水系区

大桥水库灌区二期 西昌市、德昌县、冕宁县

大桥水库引水工程 西昌市、冕宁县

引雅济安工程 西昌市、盐源县

和平水库 德昌县

米市水库 喜德县

老街子水库 米易县

东河水库 西昌市

西礼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西昌市

晃桥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米易县

雅砻江水系区

引雅入盐工程 盐源县

龙塘水库及灌区工程 盐源县

二滩南部片区供水工程 盐边县

沙坝水库 盐边县

云川堰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盐边县

甘塘大堰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盐源县

金沙江水系区

攀枝花水资源配置工程 仁和区、盐边县

大窄门水库 会理市

矮郎河水库 会理市

横山水库 会理市

两岔河水库 会东县

大竹河水库 仁和区

竹寿水库扩建工程 宁南县

七○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宁南县

(二)持续开展耕地提质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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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ꎬ在稳定安宁河流域粮食高

产区农业发展的基础上ꎬ以流域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为核心ꎬ持续开

展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ꎬ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条件ꎬ

同步开展面源污染耕地的治理与修复工作ꎮ 依据水资源配置和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ꎬ持续开展“旱改水” “坡改梯”综合整治工程ꎬ争

取规划期末垦造水田 ５６ ４０ 万亩(３７６ 平方公里)ꎮ

可垦造水田资源潜力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区名称 可垦造水田旱地 可垦造水田水浇地 合计

西昌市 ６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００

盐源县 ３７ ３０ ０ ００ ３７ ３０

德昌县 １４ ８８ ０ ３９ １５ ２７

会理市 １２３ ２２ ０ ０３ １２３ ２５

会东县 ９０ ７４ ０ ００ ９０ ７４

宁南县 ２０ ８９ ０ ００ ２０ ８９

喜德县 １５ ７０ ０ ０４ １５ ７３

冕宁县 ２５ ４３ ０ ２０ ２５ ６２

仁和区 １６ ６１ ０ ８１ １７ ４３

米易县 １１ ８３ ０ ００ １１ ８３

盐边县 １１ ８３ ０ １３ １１ ９５

合计 ３７４ ４２ １ ５９ ３７６ ０１

(三)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ꎮ

按照«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要求ꎬ优

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储备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ꎬ推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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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方式集约化、生产手段智能机械化和生态化ꎮ 争取规划

２０３５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６７ ２９ 万亩(１１１５ ２６ 平方公里)ꎬ占流域

现状耕地面积 ２８％ ꎬ包括新建高标准农田 ９７ ２８ 万亩(６４８ ５３ 平方

公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７０ ０１ 万亩(４６６ ７３ 平方公里)ꎮ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区名称
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建高标准农田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合计

西昌市 ３４ ４７ ３０ ８０ ６５ ２７

盐源县 ８９ ６７ ９３ １３ １８２ ８

德昌县 ３５ ０７ １９ ２０ ５４ ２７

会理市 ８７ ３３ ６５ ０７ １５２ ４

会东县 ８２ ６７ １０８ ２７ １９０ ９４

宁南县 ５６ ９３ ３８ ９３ ９５ ８６

喜德县 ４６ ８７ ４５ ６７ ９２ ５４

冕宁县 ８２ ２７ ３０ ００ １１２ ２７

仁和区 ２９ ２０ １３ ７３ ４２ ９３

米易县 ４９ ５３ １８ ３３ ６７ ８６

盐边县 ５４ ５３ ３ ６０ ５８ １３

合计 ６４８ ５３ ４６６ ７３ １１１５ ２６

第三节　 优化现代农业布局

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ꎬ聚焦“提品质、拓市

场、促融合、能富民”ꎬ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ꎬ实施种业振兴ꎬ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ꎬ建成国家现代优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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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农业示范区ꎮ

(一)完善农业科研机构布局ꎮ

围绕现代农业种业开发及高新农业技术集成研究ꎬ加快建设

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高端研发平台ꎬ通过技术扩散效应ꎬ推进流

域农业产业快速发展ꎮ 规划在西昌建设 １ 平方公里农业科创核心

区ꎬ形成农业科创极核ꎬ系统提升现代农业科研实力ꎮ 结合现状农

业发展基础ꎬ在各地布局 ２０ 个农业科研成果示范展示基地ꎬ保障

现代农业产业增质提效ꎮ

(二)加快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ꎮ

按照国家级和省级农业园区建设标准ꎬ发挥农业比较优势ꎬ示

范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ꎮ 规划建设会理粮食石榴园区、宁南粮食

蚕桑园区、盐源苹果园区、仁和芒果现代农业园区、米易稻—菜轮

作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西昌玉米制种园区、冕宁油橄榄现代农业

园区和盐边芒果现代农业园区等 ８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ꎬ建设

中国凉山安宁河现代农业硅谷农高新区科创园区、西昌葡萄现

代农业园区、西昌蔬菜园区、冕宁食用菌现代农业园区、德昌桑葚

现代农业园区、德昌麻栗稻鱼园区、德昌枇杷产业园区、德昌核桃

产业园区、喜德洛发生猪现代农业园区、喜德高端有机蔬菜现代农

业园区、会东蓝莓现代农业园区、会东粮烟现代农业园区、盐源花

椒产业园区、盐源核桃产业园区、会理芒果园区、宁南肉牛园区、仁

和三阳湾粮菜现代农业园区、仁和啊喇乡稻渔现代农业园区和盐

边粮食蚕桑现代农业园区等一批省级现代农业园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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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支撑ꎮ

做优现代农业种质种业ꎬ规划一批育种基地和种质资源库ꎮ

在西昌、米易等地建设玉米、蔬菜良种繁育基地 ２ 个ꎬ在西昌、德昌

和米易等地建设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３ 个ꎬ在盐源、喜德、冕宁和会

东等地建设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４ 个ꎬ在会东、喜德和冕宁新建昌

鸭、钢鹅、黑山羊育种基地 ３ 个ꎬ在西昌、米易、仁和和盐边建设特

色种质资源创新开发利用基地 ４ 个ꎮ 配套冷链物流工程ꎬ在西昌、

冕宁、喜德、会理、德昌、盐源、仁和、米易和盐边等地建设农产品仓

储冷链物流集配中心ꎬ共占地约 １５００ 亩ꎻ建设仁和平地、米易城南

及西昌金泰水果批发市场等 １４ 个农产品交易市场ꎮ 配套国家级、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ꎬ新建及改扩建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 ５８６

座以上ꎬ新增静态库容 ６ 万吨以上ꎮ

(四)优化立体农业发展模式ꎮ

依托现代农业科研创新和园区提档升级ꎬ围绕中国凉山安宁

河现代农业硅谷建设ꎬ立足“河谷地带、二半山区、高寒山区”的特

点ꎬ优化安宁河流域立体农业发展模式ꎮ 河谷地带重点发展粮油

产业ꎬ在西昌、德昌、米易和会理规划优质稻生产区ꎬ在仁和、米易、

宁南和盐边规划冬春蔬菜生产区ꎮ 二半山区重点发展种养循环产

业ꎬ在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盐源、喜德、米易等地布局夏秋

蔬菜生产区ꎬ发挥特色农业比较优势ꎬ采用套种、轮种等方式因地

制宜布局烟叶、蚕桑、特色水果、油橄榄、核桃等特色农业种植区ꎮ

在西昌、德昌、冕宁和喜德布局畜禽养殖区ꎮ 在冕宁、喜德和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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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山地区打造以草食畜、夏秋菜、马铃薯、荞燕麦为主的高山生

态农业ꎮ 配套旅游基础设施ꎬ塑造农业景观ꎬ促进传统农业、林业

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多产业融合发展ꎮ

第五章　 筑牢山清水秀生态空间

准确把握高山河谷地形地貌特征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ꎬ夯

实生态空间本底ꎬ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保护生态廊道网络ꎬ加快

推进生态修复ꎬ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ꎬ实现区域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ꎮ

第一节　 夯实生态空间本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ꎬ根据流域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

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明确生态管控区域ꎬ全

面夯实生态空间本底ꎮ

(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ꎮ

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生态环境极敏感区、自然保护地和饮用

水水源地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潜在重要生态价值区域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ꎮ 保持上报国务院的生态保护红线总体稳定ꎬ全域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１０５４ ９９ 万亩(７０３３ ３ 平方公里)ꎬ占安宁河流

域总面积的 １９ ２％ ꎮ 生态保护红线以内的区域ꎬ按国家规定进行

严格管控ꎮ

(二)明确生态管控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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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于生态保护红线之外ꎬ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地、森林、

河流湖泊ꎬ以及其他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

划定为生态管控区ꎮ 全域共划定冕宁水源涵养生态管控区、小相

岭—米市水库生态管控区、锦屏山—牦牛山—磨盘山生态管控区、

西昌邛海—泸山生态管控区、盐源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管控区、

格萨拉—二滩—白坡山生态管控区、黑水河—大凉山生态管控区、

鲁南山—大黑山生态管控区等 ８ 个生态管控区ꎬ总面积 １１０４ １１ 万

亩(７３６０ ７ 平方公里)ꎬ占安宁河流域总面积的 ２０ ０％ ꎮ 生态管控

区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ꎬ加强对区域内采矿、水电资源及旅游开

发等管理ꎮ 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ꎬ且符合空间准

入、强度控制和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ꎬ生态管控区可充分挖掘释

放生态产品价值ꎬ进行适度开发利用ꎬ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

转化ꎮ

第二节　 保护生态廊道网络

依托重要山脉、河湖水系、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基础设施等ꎬ建

立和完善有机串联的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ꎮ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制度ꎬ优先保护四川山鹧鸪、黑鹳等重要生物栖息地ꎮ 推进金沙

江、雅砻江、安宁河三条主要水生生态廊道上下游、左右岸及全域

水系协同治理ꎬ重点加强以安宁河为主的“一谷两湖四支”水生态

环境保护ꎬ强化流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ꎬ加强沿线小流域面

源污染治理ꎬ提升沿河涉重企业、尾矿库风险防范水平ꎮ 衔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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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安宁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ꎬ落实重

要岸线保护与管控措施ꎬ因水制宜建设河湖水系防护林ꎬ打造开放

式、多元化蓝网绿道滨水空间ꎮ 改造铁路、高速公路、重大电力设

施通道两侧防护林带ꎬ利用乡土植物修复植物群落ꎬ运用桥梁下

方、隧道上方及缓坡平交等通道形式ꎬ连通白坡山自然保护区—螺

髻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潜在生态廊道ꎬ打通生态廊道断点ꎬ构建完

整生态廊道ꎬ保障野生动物正常生活、迁徙和繁衍ꎮ 保护其他点状

分布的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源保护地、生态水库等生态斑块ꎬ构

建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功能齐全的点(块)状生态系统ꎮ

第三节　 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对流域内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各类自然

保护地及其他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等区域进行全面

生态价值评估ꎬ整合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螺髻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等 ７ 个自然保护区ꎬ以及二滩国家森林公园、邛海—螺髻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盐边格萨拉国家地质公园、彝海省级风景名

胜区、泸沽湖省级风景名胜区等 ２０ 个自然公园ꎬ共同构建以自然

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以自然恢复为

主ꎬ辅以必要的人工措施ꎬ分区分类开展受损自然生态系统修复ꎬ

进一步巩固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ꎮ 在做好生态保

护的前提下ꎬ在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适度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

验、生态旅游等活动ꎬ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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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统筹推进生态修复

以重点流域和重要山脉为基础ꎬ以乡镇为单元ꎬ突出自然地理

完整性、生态系统连通性和生态问题相似性ꎬ将安宁河流域划分为

４ 大生态修复区ꎬ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工作ꎮ

(一)河谷水土流失防治与城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ꎮ

包括西昌、德昌、冕宁和喜德 ４ 县(市)ꎬ涉及阿七镇、大桥镇、

巴久乡等 ５６ 个乡镇(街道)ꎬ总面积 １２９７ ０１ 万亩(８６４６ ７６ 平方公

里)ꎬ主要位于安宁河流域核心腹地ꎬ涵盖小相岭、牦牛山、螺髻山

等ꎬ地貌以河谷、低二半山为主ꎮ 主要生态问题为水土流失、耕地

退化和城镇人居环境下降ꎮ 重点采取人工辅助修复为主、保育保

护为辅的修复策略ꎮ 在小相岭、螺髻山等地区开展天然林保护、植

树造林、人工种草等ꎬ提升森林质量ꎬ提高综合植被盖度ꎬ增强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ꎻ在西昌、喜德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坡耕地整治等ꎬ治理陡坡耕地ꎬ提升耕地质量ꎬ改善农田生态ꎻ

在西昌、德昌、冕宁、喜德城镇建成区开展城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ꎬ

城镇建成区以面源污染治理和补齐老旧城区环境卫生设施短板为

重点ꎬ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垃圾收运设施完善、黑臭水体治理、污水

管网改造等一批绿色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城镇空间生活居住品质ꎮ

(二)锦屏山—雅砻江水土流失防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ꎮ

包括盐源、冕宁和西昌 ３ 县(市)ꎬ涉及巴汝镇、白乌镇、和爱藏

族乡等 ３９ 个乡镇ꎬ总面积 １５６５ ７０ 万亩(１０４３７ ９９ 平方公里)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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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位于横断山区雅砻江下游右岸ꎬ涵盖锦屏山、牦牛山、盐源盆地、

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等ꎬ地貌以低二半山、高二半山为主ꎮ 主要生态

问题为生物多样性下降和水土流失严重ꎮ 重点采取保护保育、自

然恢复和人工辅助修复相结合的修复策略ꎮ 在雅砻江流域、泸沽

湖自然保护区、牦牛山—卧罗河流域、磨盘山开展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保护、森林质量提升和草原植被恢复ꎬ加强生态廊道建设ꎬ维护

生物多样性ꎻ在锦屏山北部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牦牛山开展天然

林保护、盐源盆地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雅砻江流域开展水土流失综

合防治ꎬ提高雅砻江流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ꎮ

(三)雅砻江下游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土地综合整治ꎮ

包括米易、仁和、盐边和会理 ４ 县(市、区)ꎬ涉及关河镇、白马

镇、啊 喇 彝 族 乡 等 ４７ 个 乡 镇 ( 街 道 )ꎬ 总 面 积 １２３８ １０ 万 亩

(８２５４ ０３ 平方公里)ꎬ主要位于安宁河—雅砻江流域汇流区ꎬ涵盖

龙肘山、柏林山、二滩水库等ꎬ地貌以深丘、低二半山为主ꎮ 主要生

态问题为植被破坏、耕地退化及水土流失ꎮ 重点采取人工辅助修

复为主ꎬ自然恢复为辅的修复策略ꎮ 在米易—盐边北部中低山、高

山区域实施林草种植、封山育林、围栏封育等ꎬ改造低产低效林ꎬ精

准提升森林质量ꎬ修复野生动植物基因交流走廊带ꎬ串联区域重要

生态保护地ꎻ在会理市鹿厂镇、关河镇开展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

复ꎬ恢复矿山植被ꎬ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ꎻ在雅砻江流域开展水土

流失综合防治、高标准农田建设ꎬ提高耕地质量ꎬ改善农田生态ꎬ着

力强化水土保持能力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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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鲁南山森林质量提升与石漠化综合治理ꎮ

包括会东、宁南和会理 ３ 县(市)ꎬ涉及大崇镇、白鹤滩镇、槽元

乡等 ３９ 个乡镇(街道)ꎬ总面积 ９５６ ９９ 万亩(６３７９ ９６ 平方公里)ꎬ

主要位于安宁河流域东南部ꎬ涵盖鲁南山、老君峰等ꎬ地貌以低二

半山、高二半山为主ꎮ 主要生态问题为陡坡耕种、滥砍滥伐等人类

活动导致石漠化及水土流失严重ꎮ 重点采取人工辅助修复、自然

恢复相结合的修复策略ꎮ 在会理北部鲁南山开展天然林保护、宁

南—会东东北部中低山、高山区域实施草原植被恢复ꎬ提升低质林

和中幼龄林质量ꎬ增大牧草密度ꎬ提升退化草地的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ꎻ在宁南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ꎬ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

林建设等手段ꎬ将工程措施和农业措施结合ꎬ重点治理鲁南山石漠

化问题ꎬ恢复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ꎮ

生态修复重点项目表

单位:平方公里

重点工程 面积
县

(市、区) 重点项目 建设时序

河谷水土
流失防治
与城镇人
居环境综
合整治

８６４６ ７６
西 昌、 德
昌、冕宁、
喜德

小相岭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城镇建成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喜德县坡耕地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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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 面积
县

(市、区) 重点项目 建设时序

锦屏山—
雅砻江下
游水土保
持与生物
多 样 性
维护

１０４３７ ９９ 盐 源、 西
昌、冕宁

雅砻江流域、泸沽湖自然保护区、
牦牛山—卧罗河流域、磨盘山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森林质量
提升和草原植被恢复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牦牛山天然林保护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锦屏山北部石漠化综合治理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西昌市巴汝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盐源盆地土地综合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雅砻江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雅砻江下
游废弃矿
山生态修
复与土地
综合整治

８２５４ ０３
会 理、 米
易、仁和、
盐边

米易盐边北部山区森林质量提升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会理鹿厂和关河镇废弃露天矿生
态修复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

雅砻江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会理市绿水镇、黎溪镇高标准农
田建设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米易县撒莲镇土地综合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

会理市人居环境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会理市城北街道土地综合整治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鲁南山森
林质量提
升与石漠
化 综 合
治理

６３７９ ９６ 会 东、 会
理、宁南

鲁南山天然林保护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宁南—会东东北山区草原植被
恢复

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

宁南县石漠化综合治理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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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筹城镇建设发展空间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ꎬ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ꎬ促进流域各级

城镇协调发展ꎬ合理确定城镇等级规模结构ꎬ推动毗邻地区共建共

享ꎬ形成集约高效和宜居适度的城镇空间ꎮ

第一节　 优化区域城镇空间布局

(一)构建以城镇群为主体的空间形态ꎮ

加快西(昌)德(昌)冕(宁)喜(德)同城化发展ꎮ 依托京昆高

速、Ｇ１０８ 和 Ｓ２１９ 国省道及河谷北部环线ꎬ加快构建河谷复合交通

网络ꎮ 以西昌市为核心ꎬ统筹安排产业、服务和相关设施ꎬ促进区

域同城化发展ꎮ 围绕钒钛稀土、清洁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

重点产业ꎬ着力打造融合发展试验区ꎬ推动西德冕喜城镇在资源、

功能、空间高效协同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发展ꎮ

推动仁(和)米(易)盐(边)联动发展ꎮ 强化攀枝花中心城区

对盐边和米易的辐射带动能力ꎬ围绕钒钛和阳光康养促进环攀城

镇联动发展ꎮ 统筹攀枝花中心城区与新九矿区、红格镇公共设施

布局ꎬ明确职能分工ꎬ推动协同发展ꎮ 依托攀枝花外环、攀枝花至

盐源、宜宾至攀枝花等高速和城郊快速路ꎬ加强环攀枝花内圈交通

通达性ꎬ构建半小时通勤生活圈ꎮ

促进会(理)会(东)宁(南)一体化发展ꎮ 加密区间路网ꎬ加快

推进宜宾至攀枝花高速、攀枝花至昭通铁路等交通干线规划建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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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交通内联外畅ꎮ 合理布局区域重大公共服务设施ꎬ推动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ꎮ 统筹铅锌矿、磷矿产业发展布局ꎬ采取结对共建

“飞地园区”等形式整合优化工业园区布局ꎬ促进城镇同向发力、

借势互补ꎬ提升会理、会东、宁南三县(市)内部关联度和整体竞争

力ꎬ形成会会宁城镇一体化发展格局ꎮ

(二)促进各级城镇协调发展ꎮ

提升西昌城市能级ꎮ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ꎬ重点推进西昌西进

南拓ꎬ促进城市组团发展ꎬ推动西昌由“邛海时代”迈入“安宁河时

代”ꎮ 加快高铁新城建设ꎬ推动“站产城”一体化发展ꎮ 统筹推进

西昌高新区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建

设ꎬ促进产城融合发展ꎮ 开展旧城更新ꎬ加快空间调整ꎬ提升西昌

老城人居环境品质和综合服务水平ꎮ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ꎮ 提升会理城区建设品

质ꎬ引导城市北拓东进ꎬ有序拓展城市空间ꎮ 加快培育德昌、米易、

冕宁县城ꎬ加快县城补短板强弱项ꎬ优化城镇功能布局ꎬ完善市内

交通网络ꎬ提升县城宜居水平ꎮ 引导盐源、宁南、喜德、会东、盐边

等县城“精明增长”ꎬ有序推进城市功能和产业转移疏解ꎬ做强新

区服务功能ꎬ进一步提高城镇发展质量ꎮ

大力培育县域副中心ꎮ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

业基础等ꎬ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ꎮ 支持泸沽、礼州、红莫

等中心镇建设县域副中心ꎬ提升城镇建设水平ꎬ完善生产生活服务

功能ꎬ支撑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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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

依据“六普”和“七普”人口发展趋势ꎬ参照«安宁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规划»ꎬ按“２０３５ 年安宁河流域城镇人口达到 ２５０ 万人以

上ꎬ城镇化率达到 ６５％ 以上”规划城镇规模结构ꎬ基于城镇发展潜

力ꎬ结合现状城镇等级规模ꎬ分类促进各级城市和小城镇人口稳步

增长ꎮ

提升西昌城市规模等级ꎬ促进其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迈进ꎮ

培育会理、仁和进入常住人口 ２０ 万以上的Ⅰ型小城市行列ꎮ 争取

将德昌、米易、会东、冕宁建成人口 １０ 万以上的县城ꎬ将喜德、宁

南、盐源、盐边建成人口 ５—１０ 万的县城ꎮ 努力将泸沽、礼州、麻

栗、红莫、姜州、黎溪、撒莲、红格、平地等城镇建成 ５ 万人左右的县

域副中心ꎮ ２０３５ 年安宁河流域将形成由 １ 个大城市为核心、２ 个

Ⅰ型小城市、８ 个Ⅱ型小城市和 ９ 个县域副中心城镇为支撑、３７ 个

中心镇和 １３６ 个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结构ꎮ

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表

城镇
等级

城镇名称 数量 备注

核心

城市
西昌市 １

联合周边小城镇群ꎬ力争规划期末成为百万人

口以上大城市ꎮ 具体根据国家“三区三线”划

定规则及相关目标指标下达情况而定ꎮ

重点城市

(区)
会理市、仁和区 ２ 争取发展到 ２０ 万人以上ꎮ 其他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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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等级

城镇名称 数量 备注

一般城市

德昌、米易、会
东、冕宁

喜德、宁南、盐
源、盐边

８
争取发展到 １０ 万人以上ꎮ 其他同上ꎮ

争取发展到 ５—１０ 万人ꎮ 其他同上ꎮ

县域

副中心

泸沽镇、礼州

镇、麻栗镇、红
莫镇、姜州镇、
黎溪镇、撒莲

镇、红格镇、平
地镇

９ 争取发展到 ５ 万人左右ꎮ 其他同上ꎮ

中心镇
茨达镇、太平

镇等
３７ 争取发展到 ０ ５ 万人以上ꎮ 其他同上ꎮ

一般镇
云甸镇、北山

乡等
１３６ ———

第三节　 推动毗邻地区协同发展

德昌—米易:共建攀西阳光康养高地ꎮ 整合两县优势资源ꎬ推

进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ꎮ 谋划建设一批医养康养项目、共同打

造攀西阳光康养品牌ꎮ 推动国省道等干线公路升级改造ꎬ着力完

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ꎬ促进毗邻地区协调发展ꎬ努力建设安宁河谷

城镇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ꎮ

仁和、盐边、米易—会理、会东、盐源:共建攀西南向开放门户ꎮ

推进攀枝花机场迁建ꎬ推进会东机场和盐源通用机场建设ꎬ依托宜

宾至攀枝花、米易至会理、色达至盐源、会理至禄劝高速公路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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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南向交通通道ꎬ共建攀西南向开放门户ꎮ 合作打造钒钛等产

业集群ꎬ推动文旅等优势产业发展ꎮ 依托攀枝花教育研发基础ꎬ共

建职教联盟ꎬ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共享ꎮ

盐边—盐源:共保雅砻江生态功能ꎮ 推进雅砻江生态廊道上

下游协同治理ꎬ统筹清洁能源、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布局ꎮ 共

同保护二滩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地和格萨拉地质公园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ꎬ共同维护雅砻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ꎮ 加快建设攀枝花

至盐源、盐源至米易等高速公路ꎬ推动国省道提档升级ꎬ尽快打通

联系两县的断头公路ꎬ强化毗邻地区互联互通ꎮ

第四节　 促进城镇空间提质增效

(一)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ꎮ

严格遵守«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ꎬ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ꎬ合理划定安宁河流域

城镇开发边界ꎮ 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格局ꎬ统筹发展和安全ꎬ坚持反

向约束与正向约束相结合ꎬ以土地资源、水资源和上级下达指标为

依据ꎬ合理设置扩展系数ꎬ严控新增建设用地ꎬ推动城镇紧凑发展

和节约集约用地ꎮ

(二)盘活存量低效建设用地ꎮ

推进“批而未供”土地开发利用ꎬ重点针对西昌、米易、会东、

盐源ꎬ采取“出让一批” “调整一批” “注销一批”等处置方式ꎬ盘活

５ ０８ 万亩(３３ ８８ 平方公里)批而未供土地(城镇批次ꎬ不含单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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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闲置低效土地整治力度ꎬ通过协商收回、鼓励流转、协议置换、

合作经营、自行开发等多种形式ꎬ推进西昌、会理等城区内老旧社

区、老旧商业区和老旧厂房等城市低效用地更新改造ꎬ努力盘活

１ ０３ 万亩(６ ８４ 平方公里)低效闲置建设用地ꎮ 鼓励工业用地“提

容增效”ꎬ提高会理有色产业经济开发区、会东特色产业循环经济

园区等用地效率ꎬ加快“腾笼换鸟”ꎬ推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ꎮ

落实“增存挂钩”要求ꎬ以当年处置存量土地规模作为重要依据核

定计划指标ꎬ推进存量盘活ꎮ

(三)提高增量建设用地利用效率ꎮ

高标准建设西昌安宁新区、攀枝花钒钛高新区等城市新区ꎬ优

化新增建设用地结构ꎬ强化城镇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土地投资强

度、人均用地指标整体控制ꎬ推动城市与环境有机融合ꎬ提升新区

建设品质ꎮ 加快推进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园区“亩均

论英雄”“标准地”等改革ꎬ建立基于区域综合评估基础上的带容

积率、固定资产投入强度、亩均税收、单位能耗标准、单位排放标准

等基本指标出让的“标准地”供应制度ꎮ 加强产城融合ꎬ推进钒钛

产业园等工业主导型园区加快完善生产及生活配套服务ꎬ促进成

都凉山工业园区等产城融合型园区完善科教研发功能ꎬ提升园

区品质ꎬ向城市综合功能区升级ꎮ

第七章　 建设各具特色的产业空间

以战略资源、清洁能源综合利用为核心ꎬ统筹工业园区布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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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业向园区集聚ꎬ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ꎮ 同步规范矿产资

源开采相关工作ꎬ全面推进战略资源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ꎮ

第一节　 统筹布局特色工业园区

按照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工业园区建设标准ꎬ大力推进工业企

业集中入园ꎬ同步实施“亩产论英雄”和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ꎬ

积极探索“飞地园区”“一区多园”等模式ꎬ促进园区提档升级ꎮ 严

格落实以水定地ꎬ开发区、新区规划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ꎬ应当

在规划审批前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ꎮ 保留攀枝花国家级钒钛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ꎬ主导产业为发展钒钛新材料、钒钛机械制造和清

洁能源装备制造等ꎻ支持西昌钒钛产业园区扩区调位创建国家级

现代工业园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ꎬ主导产业为钒钛钢

铁、数字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业ꎮ 在符合国家“三区三线”规则等

相关政策的前提下ꎬ为工业园区适度预留发展空间ꎮ 布局仁和、会

理、会东、米易、盐边、冕宁和德昌等 ７ 个省级现代工业园区ꎬ以及

西昌、盐源、宁南和喜德等 ４ 个市(州)级现代工业园区ꎬ形成各具

特色的工业园区布局体系ꎮ

工业园区产业业态表

工业园区名称 工业园产业业态

西昌钒钛产业园区 钒钛深加工、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

西昌成凉经济

技术开发园区
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食品加工

宁南县工业集中区 农副产品加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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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名称 工业园产业业态

喜德工业集中区 金属铸造、建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

德昌特色产业园区 绿色化工、稀土加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会理有色产业经济开发区
有色金属加工、铅锌矿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清洁能源装

备制造、稀土加工

会东特色产业

经济循环园区

有色金属加工、磷矿加工、铅锌矿加工、清洁能源装备

制造

冕宁稀土经济开发区 稀土加工、石材采选加工、农副产品加工

米易白马工业园区 绿色矿业、钒钛加工

盐边钒钛产业开发区 钒钛磁铁矿采、选ꎬ清洁能源ꎬ钒钛新材料ꎬ耐磨铸造

盐源工业集中区 农副产品加工、合金加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攀枝花钒钛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钒钛新材料、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钒钛机械制造、循环经

济、现代服务业

仁和南山循环经济发展区 钢铁加工、钒钛深加工

第二节　 有序建设清洁能源基地

充分利用本区域丰富的水、风、光资源ꎬ统筹开发流域清洁能

源ꎬ不断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ꎬ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ꎮ 综合考

虑资源分布、候鸟迁徙、地形地貌和空间管控要求等因素ꎬ对各类

基地建设开展适宜性评价ꎬ划定风电场、光伏基地项目宜建区、不

宜建区和禁建区ꎮ 宜建区内按相对集中、成组成团的原则组织建

设ꎮ 不宜建区内已建、在建风电场、光伏基地项目限制继续拓展ꎮ

禁建区内不新建风电场、光伏基地ꎮ

合理安排风能基地ꎮ 在冕宁—西昌、喜德、盐源、德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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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盐边、会理—会东—宁南和仁和等宜建区布局风电场设施ꎮ

调整光伏基地布局ꎮ 在冕宁—西昌—喜德、盐源、德昌—米

易、盐边、会理—会东—宁南和仁和—盐边—米易等宜建区布局光

伏基地ꎮ

综合开发利用水能ꎮ 限制安宁河水能开发ꎬ禁止新建小水电ꎮ

扎实推进白鹤滩、乌东德、二滩、锦屏等龙头水电站项目ꎬ建设“西

电东送”的重要基地和骨干电源点ꎮ

科学开发利用氢能ꎮ 围绕电力资源富集地区开展氢能基地建

设ꎬ大力发展水解制氢ꎮ 在西昌、盐边、仁和、会东、宁南、盐源等地

的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布局氢能开发项目ꎬ在仁和区布局氢能及

碳中和技术研发中心ꎮ

推动“水风光氢储”多能互补ꎮ 在西昌建设“水风光氢储”多

能互补一体化技术研发中心ꎬ在会理—会东—宁南和盐源实施水

风光一体化开发ꎬ在仁和、盐源建设抽水蓄能电站ꎬ共同构成金沙

江、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积极推进地热能勘查开发ꎮ 在西昌、喜德、会东、会理、米易、

仁和等地热资源富集地区ꎬ布局勘查开发示范区ꎬ开展地热供暖、

温泉康养、温室种养殖等综合利用ꎮ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规划一览表

单位:万千瓦

项目选址 项目类型 装机容量

仁和区
风电项目 ８０

光伏发电项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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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 项目类型 装机容量

米易县
风电项目 ２９

光伏发电项目 ２５

盐边县
风电项目 ９６

光伏发电项目 ５０

西昌市
风电项目 ７３ ５

光伏发电项目 ３９

德昌县
风电项目 ３５ ８

光伏发电项目 ２３

冕宁县
风电项目 ２５

光伏发电项目 ３６

会理市
风电项目 ３３ ９５

光伏发电项目 １０３

会东县

水电项目

(大弯腰树水电站)
５ ４

风电项目 １００ ３

光伏发电项目 ４６

宁南县
风电项目 ２１ ３５

光伏发电项目 ７７

喜德县
风电项目 ４５ １５

光伏发电项目 ９７

盐源县
风电项目 ７７ ８

光伏发电项目 ２７１

第三节　 加快战略资源开发利用

聚焦打造世界级钒钛、稀土产业基地ꎬ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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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ꎬ着力延伸产业链ꎬ加快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步

伐ꎮ 依托钒钛磁铁矿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ꎬ大力开发钒钛精

细化工、钒钛金属材料、钒钛功能材料等高附加值终端产品ꎮ 结合

流域经济地理走廊ꎬ坚持产城融合原则ꎬ优化全产业链空间布局ꎮ

发挥相关县(市、区)现有稀土资源采选优势ꎬ大力开发稀土超导

材料和磁性材料等高附加值终端产品ꎬ加快稀土产业提档升级ꎬ拓

展稀土资源应用领域ꎮ

提高钒钛资源创新开发能力ꎮ 在西昌、仁和建设 ２ 个钒钛新

材料、装备制造创新研发平台ꎬ提升钒钛新材料研发创新能力ꎬ大

力发展钒钛产业后端ꎬ实现钒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ꎮ 规划在会理、

会东、米易、喜德、冕宁、德昌和盐边等地引进龙头矿山企业ꎬ关停

小散污矿山企业ꎬ提升矿山企业采选和初级加工能力ꎬ鼓励延伸产

业链ꎬ发展会东新山干红沟金红石钛等科创项目ꎮ

加大稀土资源开发利用ꎮ 提升冕宁牦牛坪、郑家梁子等矿山

周边大型采矿企业就地采选、初级加工能力ꎬ夯实产业发展基础ꎮ

在冕宁建设 １ 个稀土创新研发平台ꎬ主要承接宁波稀土产业转移

与延链配套ꎬ聚焦稀土科技研发ꎮ 在德昌、西昌和会理布局 ３ 个科

研成果转化基地ꎬ德昌重点发展稀土催化材料产业ꎬ西昌重点发展

稀土合金材料产业ꎬ会理重点发展稀土发光材料ꎬ强化产业下游精

深加工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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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一览表

项目类型 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钒钛资源

开发项目

仁 和、 西 昌、 米

易、盐边、会理、
德 昌、 会 东、 喜

德、冕宁

实施铁精矿、钛精矿、金红石采选能力建设项

目ꎬ建设冶炼渣碳化提钛项目ꎬ开展钒钛磁铁

矿全氧高炉冶炼技术ꎬ氢冶金直接还原、熔融

还原、钒钛磁铁矿规模化高效清洁分离提取等

前沿技术应用示范等ꎮ

钒钛新材料

应用项目

仁 和、 西 昌、 盐

边、米易、西昌、
会东

建设钒铝、钒氮合金生产线以及钛白粉、海绵

钛、钛锭、氯化钛白、钛材深加工产业项目ꎬ开
展高耐蚀镀层机组、装备智能化升级改造ꎬ建
设大规格钛合金棒材、钛焊管、钛基建材、丝
材、钛粉和钛合金异形件、高端钛合金新产品

研发、凝壳炉国产化等项目ꎬ实施钒钛新材料

及高端汽车零部件精密铸造、高端钒钛耐磨材

料项目等ꎮ

稀土资源

开发项目
冕宁、德昌

实施稀土矿山扩能技改新增产能ꎬ实施稀土冶

分企业搬迁ꎬ建设新增冶分产能项目ꎮ

稀土材料

应用项目
冕宁、德昌

建设 １ ２ 万吨稀土金属生产线ꎬ年产 １ 万吨钕

铁硼稀土永磁项目生产线、富铈稀土永磁材料

生产线ꎬ１０ 万吨 / 年稀土催化剂项目生产线ꎮ

储能和动力

电池产业项目

仁 和、 盐 边、 米

易、冕宁、德昌

建设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生产线、高钒能储百兆

瓦全钒液流储能装备制造中心及配套百兆瓦

光伏、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等ꎮ

第四节　 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明确勘查开采分区ꎬ根据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求ꎬ将港口、机

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以内、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

城镇市政工程设施附近一定距离以内、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

离以内、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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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要风景区ꎬ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所在地及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等范围划定为矿

产资源禁止开采区域ꎬ非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ꎬ不得开采矿产资

源ꎮ 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已依法设立矿业权

的特定矿种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继续勘查开采ꎬ到后

期依法有序退出ꎮ 将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分布区

域、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的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等范围划定

为矿产资源控制开采区域ꎮ 严格控制冕宁、德昌稀土矿产资源、仁

和区石墨矿矿产资源开采强度ꎮ 在矿产开采禁止区和控制区之

外ꎬ加大西昌、仁和、会理、米易和盐边钒钛磁铁矿、盐源铁矿、会理

铜矿、会东铅锌矿的开采规模ꎮ

第八章　 打造国际阳光康养魅力空间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突出 “冬日暖阳”特色ꎮ

发挥生态、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ꎬ构建旅游新格局ꎬ建立魅力景观

区ꎬ精心组织旅游线路ꎬ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支撑能力ꎬ全力打造国

际阳光康养魅力空间ꎮ

第一节　 构建区域旅游新格局

围绕“国际阳光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目标定位ꎬ积极融

入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和川滇旅游黄金线走廊ꎬ统筹构建全域旅

游空间新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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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造“一廊”ꎮ 沿安宁河建设国际阳光康养旅游走廊ꎬ加

快完善旅游服务功能ꎬ促进康养与养老、养生、医疗、运动、农业、文

化等产业融合ꎮ

协同塑造“三带”ꎮ 依托壮丽的金沙江沿岸、雅砻江峡谷生态

风光ꎬ以航道和公路为主线ꎬ串联沿线科技、民俗、生态景观形成金

沙江高峡平湖生态康养带、雅砻江黄金水上走廊探秘带ꎮ 依托红

军长征历史文化ꎬ结合旅游康养项目ꎬ沿仁和—会理—德昌—西

昌—冕宁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康养发展带ꎮ

着力培育“两心”ꎮ 规划将西昌培育为区域旅游服务主中心ꎬ

建设休闲度假胜地ꎻ米易培育为区域旅游服务次中心ꎬ打造康养产

业示范区ꎮ

支持发展“多点”ꎮ 发展红格国际运动康养温泉度假区、普达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度假区、凯地里拉温泉康养度假区、彝海旅游景

区等各类重点旅游区ꎬ重点做亮“国际阳光康养休闲度假目的地、

国际航天水电高科技目的地、国家红色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国家安

宁河流域农文旅融合旅游目的地”四大旅游名片ꎬ带动全域旅游

发展ꎮ

第二节　 协同建立魅力景观区

依托安宁河流域山川形胜和历史人文ꎬ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

衔接ꎬ按照“季季有景、各美其美”目标ꎬ规划构建生态康养、特色

文化、工业科技、农文旅、高峡平湖五类魅力景观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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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康养魅力景观区ꎮ 以邛海—螺髻山风景名胜区、泸沽湖

风景名胜区、二滩国家森林公园、金沙江大峡谷、格萨拉国家地质

公园、米市水库等各类生态景观资源为依托ꎬ着力打造生态环境优

美的特色康养项目ꎮ 加大对自然风景资源的保护ꎬ制定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ꎬ适当迁出景区农村聚居点ꎮ 在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充分

保障生态空间前提下ꎬ积极培育旅游休闲、风景游览等特色功能ꎬ

着力提高旅游接待能力ꎬ扩大旅游接待规模ꎮ

特色文化魅力景观区ꎮ 以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南方丝绸之路

文化等流域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主体ꎬ以会理古城、彝海结盟旅

游景区、喜德“彝族老家”、国家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等实

体空间为依托ꎬ在保护古朴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的基础上ꎬ通过文

化资源的挖掘整理ꎬ系统塑造魅力文化展示区ꎮ

工业科技魅力景观区ꎮ 以航天科技、水电科技、工业遗产资源

为主体ꎬ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卫星发射基地、白鹤滩水

电站、二滩水电站和各类特色工业园区为依托ꎬ在协调产业发展与

景观旅游空间关系的基础上ꎬ逐步构建工业科技旅游走廊和特色

景区ꎮ

农文旅融合魅力景观区ꎮ 依托世界级阳光康养资源ꎬ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安宁河河湖公园建设ꎮ 依托现有乡道和村道ꎬ

构建便捷的乡村生态旅游网络、加强重点镇(村)乡村旅游发展ꎮ

结合农业庄园、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园区等服务节点ꎬ完善乡村

酒店、客栈、民宿和自驾游营地配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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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峡平湖魅力景观区ꎮ 以金沙江、雅砻江梯级电站形成的高

峡平湖为主体ꎬ推动金沙江、雅砻江大峡谷沿江旅游经济整体发

展ꎮ 进一步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条件ꎬ重点加大交通、通讯、水电等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ꎬ同步配套建设旅游码头、汽车营地、水上运动

(水校)等支撑设施ꎬ串联沿江旅游景区、城镇和特色村落ꎮ

第三节　 联动开发精品旅游线路

结合全域工农业园区建设、风景区建设、消费场景建设、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和历史文化区保护利用等ꎬ着力开发全域联动的精

品旅游线路ꎬ推动旅游与各类功能空间相互融合ꎬ形成“旅游＋”发

展模式ꎮ

(一)建设六大精品旅游线路ꎮ

围绕乡村振兴、红色文化、休闲度假、生态康养、秘境探索、大

国工程等主题ꎬ建设六大精品旅游线路ꎮ 以彝海结盟旅游景区、会

理会议纪念地、邛海—螺髻山风景名胜区和灵关古道为依托ꎬ打造

仁和—会理—德昌—西昌—冕宁攀西红色文化经典旅游线ꎬ全面

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ꎮ 以现状历史文化和山水景观为依托ꎬ打

造喜德—冕宁—西昌—德昌—会理—仁和 “南方丝绸之路”旅游

线和仁和—红格—格萨拉—泸沽湖—邛海—螺髻山 “山水文化”

旅游线ꎮ 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会理 ９０１ 镍矿、脱贫攻坚

成就展示馆、西昌和米易钒钛产业园、冕宁漫水湾康养小镇和西昌

卫星发射基地等空间实体为依托ꎬ打造大国工程科技观光休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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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线ꎮ 以农业公园和各类农业园区为依托ꎬ打造沿安宁河谷阳光

康养休闲度假线和西昌—德昌—米易—会理—会东—宁南农文旅

融合发展线ꎮ

(二)促进“旅游＋”融合发展ꎮ

“旅游＋文化”空间布局ꎮ 以红军长征遗址及主要事件为依

托ꎬ规划五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ꎬ以冕宁为核心打造彝海结盟

旅游景区、红军长征纪念馆、卫星发射中心ꎬ以会理为核心打造会

理会议纪念地旅游景区及皎平渡旅游景区ꎮ 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会理及攀枝花(申报中)、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西昌、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礼州镇及迤沙拉国家级历史文化村等为依托ꎬ规划历史文

化旅游区ꎬ打造集文创商店、特色书店、文化剧场等多业态为一体

的消费集聚地ꎮ 以普格“彝族火把之乡”、喜德“彝族老家”为依

托ꎬ规划彝族文化核心体验区ꎮ 以盐源泸沽湖风景名胜区为核心ꎬ

规划泸沽湖摩梭文化体验区ꎮ 以凉山州科教园区、西昌高等医学

专科学校、西昌市职业技术学校等重点教育设施为依托ꎬ规划“旅

游＋教育”文化研学体验区ꎮ 依托特色文化ꎬ打造德昌凤凰古镇、

会理城北生态旅游小镇、会东姜州镇康养旅游特色小镇、德昌傈僳

文化小镇等文旅康养小镇ꎮ

“旅游＋工业”空间布局ꎮ 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攀钢基地

为依托ꎬ以仁和、会理 ９０１ 镍矿为核心规划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旅

游区ꎬ打造“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ꎮ 以冕宁漫水湾康养小镇、

卫星发射基地、攀枝花清洁能源项目为依托ꎬ结合锦屏电站、雅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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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峡谷、乌东德、白鹤滩、二滩、桐梓林等景点ꎬ沿线打造科技体

验、科考探险旅游带ꎮ

“旅游＋农业”空间布局ꎮ 依托安宁河河谷平原、米易、会理、

会东、德昌、宁南、仁和等地乡村旅游重点镇(村)、田园综合体、省

级示范休闲农庄、农业产业园区ꎬ加快发展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和

民宿康养等旅游业态ꎬ形成“旅游＋康养”休闲度假区ꎬ打造乡村康

养休闲旅游度假产业链ꎬ做大做强“彝族村” “米易梯田” “凉山州

植物园”和“攀西国际兰花谷”等旅游品牌ꎮ 推进农业产业基地景

区化改造ꎬ完善农业观光服务设施ꎬ建设观光步道、观光平台等旅

游设施ꎬ打造攀西地区重要的农业观光及农业体验基地ꎮ

第四节　 强化阳光康养旅游设施配套

(一)构建三级旅游集散体系ꎮ

结合旅游资源分布和配套设施建设情况ꎬ进一步完善三级旅

游集散体系ꎮ 在西昌建设国际旅游集散中心ꎬ在仁和、米易、冕宁、

会理、会东、盐源、喜德建设区域旅游集散中心ꎬ在德昌、盐边、宁南

建设旅游集散基地ꎮ

(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ꎮ

夯实旅游交通基础ꎮ 新增机场航线ꎬ加快规划宜西攀铁路等

对外交通网络ꎬ提高旅游“快进”便捷程度ꎬ加快融入成渝双城经

济圈、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和川滇旅游黄金线ꎮ 提高内部旅游交

通道路等级ꎬ构建冶勒—大桥—彝海等旅游环线ꎬ形成 “环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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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内部旅游交通网络ꎮ 国省道路沿线增设观景设施和旅游服

务驿站ꎬ同步提升沿线景区道路等级、提高“慢游”舒适度ꎬ形成一

批独具特色的旅游道路ꎮ

塑造“风景道”体系ꎮ 以打造滇川国家旅游风景道为目标ꎬ建

设安宁河一级风景道ꎬ构建沿江多样化慢性系统和河湖公园体系ꎬ

塑造具有世界品质的美丽自然山水典范区ꎮ 建设冕宁—喜德—西

昌—普格—宁南—会东、会东—会理—盐边—仁和、西昌—盐源—

盐边—仁和、盐源—西昌—普格 ４ 条县际二级风景道ꎬ通过改善沿

线生态环境ꎬ布局发展大地自然景观ꎬ打造“步步为景”的线型生

态空间及旅游目的地ꎮ

(三)提升旅游配套设施水平ꎮ

完善 Ｇ５ 京昆高速沿线景区和城镇旅游公共服务设施ꎬ打造高

速公路主题服务区ꎮ 在西昌建设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度假酒店ꎬ提

升旅游配套设施高端化和国际化水平ꎮ 在农文旅融合旅游区内大

力发展乡村民宿ꎬ提高游客服务中心建设水平及其景观性、艺术

感ꎬ同步完善景区配套停车场、加油站等功能设施ꎮ 加强旅游标识

系统建设ꎬ在重要旅游区建设星级厕所ꎬ在主要旅游区新(改)建

ＡＡＡ 级厕所ꎮ 加强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ꎬ推进智慧旅游发展ꎮ

旅游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旅游设施 项目类型 数量 建设方式

景区基础设施补短板
游客服务中心 ３０ 个 新建、改扩建

旅游停车场 ６０ 个 新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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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设施 项目类型 数量 建设方式

旅游厕所提升 旅游厕所 ８０ 座以上 新建、改扩建

路景融合建设

旅游服务驿站 ３６ 个 新建、改扩建

高速公路

主题服务区
１０ 个 ———

国道省道景观路 ——— ———

智慧旅游建设 智慧旅游景区 ３０ 个 ———

第九章　 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空间网络

统筹建设内联外畅的综合交通体系ꎬ优化区域能源与市政基

础设施布局ꎬ全面提升安宁河流域基础设施支撑能力ꎬ助推并支撑

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ꎮ

第一节　 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紧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发展

机遇ꎬ以铁路和高速公路重点工程为抓手ꎬ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

畅通关键通道ꎬ构建通达高效、覆盖城乡、互联互通ꎬ水陆空一体的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ꎮ

(一)共建流域交通网络ꎮ

抓住“交通强国”建设契机ꎬ充分衔接省“四向八廊”综合交通

走廊ꎬ巩固南向门户交通区位优势ꎬ构建“三主三次四环”流域交

通网络ꎮ

“三主”指成昆走廊、香西昭走廊和丽攀昭走廊等三条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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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通走廊ꎮ 成昆走廊由京昆高速、成昆铁路等重大设施组成ꎬ是

流域南北向快速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孟中印缅经济和中国—中

南半岛经济的走廊ꎻ香西昭走廊和丽攀昭走廊ꎬ分别以西昌和攀枝

花为中心ꎬ依托宜西攀、丽攀昭高铁和西昌至昭通、攀枝花至宜宾

高速等重大设施ꎬ畅通东西向对外联系ꎬ促进流域向东与川南、云

南和重庆等地密切对接ꎮ

“三次”指成昆第二通道、藏羌彝开放通道和中部联系通道等

三条次要对外联系通道ꎮ 成昆第二通道强化喜德—西昌—宁南对

接ꎬ藏羌彝开放通道打通攀枝花—盐源—色达联系ꎬ中部联系通道

串联盐源—米易—会理—会泽ꎬ全面提升流域对外联系能力ꎮ

“四环”指环西昌南北双环、环攀枝花环线和会理—会东—宁

南一体化交通环线等四条内部交通环线ꎮ 北部以西昌为中心ꎬ构

建喜德—西昌—冕宁和西昌—德昌—普格环线走廊ꎻ南部以攀枝

花为中心ꎬ形成串联盐边、米易、会理等地的联系走廊ꎻ东部以会理

为中心ꎬ促进会理—会东—宁南成环相连ꎮ

(二)推进重大交通设施建设ꎮ

围绕流域交通走廊构建ꎬ以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重点ꎬ以国省干

道为基础ꎬ扎实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ꎬ为实现流域高质量发

展提供支撑ꎮ

完善流域铁路系统ꎮ 补齐铁路建设短板ꎬ构建“一纵两横”铁

路系统ꎮ “一纵”即成昆铁路及复线ꎬ推动实施扩能提速改造ꎬ提

升铁路客货运能力ꎬ适时利用既有线路开行市域铁路ꎬ推行“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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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大站停”相结合的灵活客运组织模式ꎻ“两横”包括宜宾至西

昌至攀枝花高铁和攀枝花至昭通高铁ꎬ加速推进高铁建设前期工

作ꎬ强化西昌、攀枝花向东联系ꎮ 开展西昌至昭通、西昌至丽江、西

昌至成都等高速铁路研究ꎬ全面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

群铁路网络ꎮ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ꎮ 规划形成“五纵两横”高速公路骨架网

络ꎬ实现流域县县通高速ꎮ 依托现状京昆高速ꎬ加快建设金口河至

西昌至宁南、德昌至会理高速公路ꎬ开辟攀枝花至盐源高速公路入

藏新通道ꎬ研究论证盐源至米易高速公路ꎬ形成“五纵”突出支撑

流域向南开放ꎻ加快建设西昌至昭通、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ꎬ推

进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前期工作ꎬ形成“两横”促进流域向东全面

融入成渝地区ꎻ加快推进会理至禄劝、会东至会泽、会理至米易、喜

德至冕宁、攀枝花绕城高速等联络线前期工作ꎬ全面提升高速公路

互联水平ꎮ

促进国省公路成网ꎮ 重点围绕破瓶颈、畅循环ꎬ加快补齐交通

基础设施短板ꎬ完善国省公路网络ꎬ加强国省道重点路段、重要节

点的灾害防治ꎬ全面提升国省公路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ꎮ 推进干

线公路城镇过境段、城市出入口路段升级改造ꎬ实现公路与城市道

路无缝衔接ꎮ 加快普通国省道待贯通路段和低等级路段改造ꎬ全

面消除瓶颈路段ꎬ构建高等级、网络化公路系统ꎬ有效串联流域重

要节点ꎮ

(三)改善内部交通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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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续断头、补短板”工作ꎬ通过增加路网密度、完善路

网等级结构、疏通关键交通节点ꎬ进一步强化重点毗邻地区交通联

系ꎬ全面提升内部交通系统运行效能ꎮ

促进北部交通协同发展ꎮ 建设复合型交通中轴ꎬ打造环西昌

“半小时”通勤圈ꎮ 推动新建重大交通设施集约利用土地、通道线

位、岸线等资源ꎬ少占河谷优质耕地ꎮ 新建拉红路等联系通道ꎬ构

建环西昌交通环线ꎬ促进毗邻地区城镇互联互通ꎮ 坚持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ꎬ利用既有成昆铁路复线开行市域列车ꎬ大力

发展城市快速公交ꎮ 依托 Ｓ２１９ 西昌段ꎬ建设沿安宁河滨水景观绿

道ꎬ打造河谷慢行中轴ꎮ

打造东部一体化交通体系ꎮ 发挥轨道引领作用ꎬ促进高速路

网和国省公路无缝衔接ꎮ 以规划中的攀枝花至昭通高铁为轴线ꎬ

快速联系会理、会东和宁南ꎮ 依托德昌至会理、宜宾至攀枝花、西

昌至宁南等高速形成高速公路环线ꎬ依托 Ｇ３５３、Ｓ４６５ 等国省公路

打造公路环线ꎬ加强高速公路出入口与地方公路间连接道路建设ꎬ

促进“双环”相互融合ꎮ 结合 Ｓ５６３ 改造ꎬ推动宁南经竹寿、太平至

会理公路提档升级ꎮ 打通 Ｓ３１５ 串联大崇—铁柳—通安ꎬ形成联系

会理、会东和宁南的 ３ 条通道ꎬ有效提升内部连通水平ꎮ

提升农村公路服务水平ꎮ 强化农村公路安全功能ꎬ依托里庄

街、沿江公路等县乡村道ꎬ建设联网成环的森林草原防灭火通道ꎬ

构建生命线网络ꎮ 完善农村路网体系ꎬ开展中心镇通三级公路、乡

村振兴旅游路、产业路、通组硬化路、撤并建制村通新村委会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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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撤并乡镇通新乡镇政府直连路等专项工程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ꎮ 打通二半山地区若水至河边等地联系ꎬ改善藤桥至官地至

梅子坪、麻栗至铁炉、茨达至热河、若水至里庄、米易北部和盐边北

部地区等地交通条件ꎬ全面提升二半山区城镇通达性ꎮ

(四)提高客货运服务能力ꎮ

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ꎬ积极发展多式联运ꎬ推进客

运“零换乘”ꎬ全面提高出行服务水平ꎬ构建绿色高效的现代交通

运输体系ꎮ

提升航空港口枢纽能级ꎮ 构建“一主多副”机场格局ꎬ研究推

动西昌青山机场建设国际口岸机场ꎬ加快推进攀枝花机场迁建及

会东支线机场建设工作ꎬ新增米易、盐源、宁南、冕宁和盐边等 ５ 个

通用机场ꎬ支撑流域建设四川南向门户ꎮ 全面提升流域水运能力ꎬ

按照金沙江达到 ＩＶ 级以上、雅砻江达到Ⅴ级到Ⅶ级航道标准ꎬ有

序推动金沙江、雅砻江逐段通航ꎻ预留白鹤滩、乌东德翻坝转运设

施建设空间ꎬ加快凉山港枢纽港口和攀枝花一般港口建设ꎻ在金沙

江、雅砻江合理新增便民码头ꎬ打造会理、会东、宁南水上交通ꎮ

优化客运交通枢纽布局ꎮ 结合全域旅游规划ꎬ构建三级客运

枢纽体系ꎬ强化青山机场与成昆铁路站场联动ꎬ推动建设综合交通

枢纽ꎬ打造以旅游服务为核心功能的复合型综合客运枢纽ꎬ建设国

际旅游集散中心ꎮ 在仁和、米易、冕宁、会理、会东、盐源和喜德建

设区域旅游集散中心ꎬ在德昌、盐边、宁南建设旅游集散基地ꎮ

构建多式联运物流运输体系ꎮ 促进铁路、机场、公路、水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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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相互联动ꎬ依托青山机场和成昆铁路西昌站场建设西昌现代物

流中心ꎬ依托保安营机场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物流中心ꎬ规划国

家级公路水路应急储备中心ꎬ在盐源规划藏羌彝开放物流园区ꎬ依

托会东机场规划布局会东空港物流园区ꎬ同步完善园区、港口等与

公路网和铁路网的衔接ꎬ实现“公铁空水”多式联运ꎮ

(五)建设绿色智慧交通ꎮ

坚持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智慧引领ꎬ以低碳化、数字化、智能

化为主线ꎬ着力推动交通新基建工程ꎬ促进交通运输减耗能、扩功

能、优性能ꎮ

实施“交通＋”融合发展工程ꎮ 将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文化

遗产、旅游游憩、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深度融合ꎬ促进“风景道”

“产业路”“文化线”等建设ꎬ扩展交通运输功能ꎬ充分发挥交通设

施对国土空间保护利用的支撑作用ꎮ

提高基础设施智慧化服务水平ꎮ 推动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建

设ꎬ完善智能联程导航、标识引导、综合立体换乘等设施ꎻ推动智慧

高速建设ꎬ充分利用资源优势ꎬ探索建设光伏高速等新型高速“公

路”ꎻ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工程ꎬ通过实时采集重大设施的数字化

信息ꎬ开展安全风险监测评估ꎬ提升风险防控水平ꎮ

提升交通设施安全应急能力ꎮ 建设集监测、调度、管控、应急、

服务于一体的智慧信息系统ꎬ推广交通突发事件信息的精准推送

和伴随式出行服务ꎻ推进车道级雾天行车诱导、消冰除雪等先进技

术研究ꎬ提高特殊环境下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ꎮ
—６６—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一栏表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机场
攀枝花(迁建)机场、会东机场、米易通用机场、盐源通用机场、宁南

通用机场、冕宁通用机场、盐边通用机场

铁路

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扩能改造、丽江至攀枝花至昭通高铁、宜宾

至西昌至攀枝花高铁ꎻ开展西昌至昭通、西昌至丽江、西昌至成都等

高速铁路、成昆复线冕宁支线和西昌—泸沽湖山地旅游轨道前期

研究

高速公路

金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西昌至宁南高速公路、西昌至香格里拉高

速公路、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攀枝花

至盐源至色达高速公路、盐源至米易高速公路、攀枝花绕城高速公

路、攀枝花西区至仁和高速公路、德昌至会理高速公路、会理至禄劝

高速公路、会东至会泽高速公路、会理至米易高速公路、喜德至冕宁

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公路
新改建 Ｇ１０８、 Ｇ２２７、 Ｇ２４８、 Ｇ３４８、 Ｇ３５３、 Ｇ５５０、 Ｓ２１８、 Ｓ２１９、 Ｓ２２１、
Ｓ３１５、Ｓ４６４、Ｓ４６５、Ｓ４６８、Ｓ４７０、Ｓ４７１、Ｓ５４０、Ｓ５６４、Ｓ５６５ 等普通国省道

内河水运
白鹤滩、乌东德翻坝转运设施ꎻ金沙江库区航道建设ꎻ金沙江、雅砻

江便民码头

客货运枢纽

西昌国际旅游集散中心、西昌市现代物流中心、国家级公路水路应

急储备中心、盐源藏羌彝开放物流园区、会东空港物流园区、川西南

滇西北现代物流中心ꎮ

第二节　 加强能源输配设施建设

突破流域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瓶颈ꎬ完善城乡能源供给网络ꎬ增

强能源线路安全风险防控ꎬ构建安全、高效、稳定的能源输配体系ꎬ

提高能源服务保障能力ꎮ

(一)建设安全高效的输配电力系统ꎮ

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ꎮ 充分发挥安宁河流域清洁能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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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ꎬ支撑全省及全国电网主网架提档升级ꎮ 推动白鹤滩至江苏、至

浙江±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建设ꎬ加快建设白鹤滩左右岸

５００ 千伏送出工程、建昌至叙府等一批配套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和

攀西特高压交流送出工程ꎮ

加强流域骨干供电设施建设ꎮ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流域内负荷

中心的骨干电力设施ꎬ构筑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坚强电力网络ꎮ

新扩建盐源和盐边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ꎬ推进西昌西、永郎西、安

宁、枣子坪等一批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和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建设ꎬ构建以

５００ 千伏为骨干、２２０ 千伏为补充、１１０ 千伏为支撑的区域供电保障

体系ꎮ

(二)构建韧性可靠的燃气设施网络ꎮ

推进天然气输送设施建设ꎮ 加快实施缅气入凉工程ꎬ提高流

域能源供给保障ꎮ 推进攀枝花至凉山天然气管道建设ꎬ论证建设

会理会东支线管道ꎮ 规划新建西昌、会理等一批燃气分输站、阀

室ꎬ形成区域一体的高压输气格局ꎮ

完善城乡配气设施建设ꎮ 加快城乡天然气管网和储配气设施

建设ꎬ实现供气一体化ꎮ 以流域燃气长输管线为气源ꎬ积极延伸和

完善城乡天然气配气网络建设ꎬ扩大天然气供应范围ꎮ 规划新建

西昌、德昌、会理、会东等天燃气配气站 １０ 座、凉山储气库 １ 座ꎬ提

高流域天然气普及率至 ８０％ 以上ꎮ

第三节　 统筹配套市政基础设施

加快城乡供水设施建设ꎮ 实现区域供水设施共建共享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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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及乡村规模化供水率ꎮ 结合地形地理条件ꎬ规划形成两个一

体化供水分区和四个独立供水分区ꎮ 安宁河谷一体化供水区ꎬ以

大桥水库、米市水库两座大型水库为水源ꎬ为西昌、冕宁、德昌、喜

德一市三县用水提供保障ꎬ各输水主网互联互通ꎬ实现区域供水一

体化ꎮ 环攀枝花一体化供水分区ꎬ以观音岩引水工程和引雅济安

工程为供水水源ꎬ为盐边、米易、仁和两县一区用水提供保障ꎬ构建

输水一张网ꎬ实现供水设施互联互通ꎮ 四个独立供水分区ꎬ以临近

水库和河流为供水水源ꎬ独立形成盐源、会理、会东和宁南等四个

供水区ꎮ

统筹共建环保环卫设施ꎮ 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统筹衔接与合理

布局ꎬ推动污水处理设施跨区共建共享ꎮ 尽快开展流域内城市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升级ꎬ大力补齐乡镇污水处理短板弱项ꎬ实

现流域内所有城市和建制镇均具备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ꎮ

统筹区域性重大垃圾处理设施建设ꎮ 促进流域内垃圾分类和

无害化处理ꎮ 推动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处理ꎬ以西昌、会东、盐源及

仁和四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处理中心ꎬ协同处理市政污泥与

生活干垃圾ꎻ新建 ８ 座餐厨垃圾处理厂ꎬ实现生活湿垃圾资源化处

理处置ꎮ 最大限度推进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ꎬ开展一批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ꎬ达到节约减排、循环利

用的目标ꎮ 完善区域城乡垃圾运输体系ꎬ强化农村垃圾收集转运

设施建设ꎬ提高城乡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覆盖率至 ９０％ 以上ꎮ

发展新一代通信网络设施ꎮ 进一步提高信息网络覆盖水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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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跨行业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ꎮ 加快 ５Ｇ 基站及模组网设施

建设ꎬ重点实现流域 １１ 县(市、区)城区 ５Ｇ 信号覆盖ꎬ并逐步向乡

村地区延伸ꎬ同时完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ꎬ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

力ꎮ 结合流域高速公路、铁路建设预留重要通信管道与走廊ꎬ优化

通信网络结构ꎮ

第十章　 提高人居环境空间品质

推动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ꎬ提升人居环境品质ꎮ 强化

自然灾害防御ꎬ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ꎮ 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美

丽乡村ꎬ形成高品质安全宜居环境ꎮ

第一节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网络

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坚持民生福祉优先ꎬ布局覆盖

城乡、体系完整、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ꎬ逐步实现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ꎬ为安宁河

流域城乡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夯实根基ꎮ

城市地区ꎬ按照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规模等级ꎬ全面配套

文教体卫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城镇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

圈”ꎬ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商业服务ꎬ推进实施基础教育

公平优质工程和县级医院提标扩能工程ꎬ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ꎬ加快学前三年教育普及ꎬ完善基层文化和健身设施配置ꎮ

乡村地区ꎬ按照片区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ꎬ统筹布局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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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养老、育幼、殡葬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ꎬ实施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工程ꎬ着力构建“片区(中心镇)—

镇乡—中心村—基层村”四级乡村生活圈ꎮ 充分利用闲置资产补

齐公共服务设施ꎬ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从分散低效向集约高效

转变ꎬ实现服务能力显著增强ꎬ镇村居民生活宜居指数显著提升ꎮ

第二节　 推动跨区域服务设施共享

打破行政壁垒ꎬ推动重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建共享ꎮ

统筹布局特色文化基地、体育赛事基地、医疗中心、康养基地和职

业院校等重大公共服务设施ꎬ提升整体服务能力ꎬ共同构建以优质

服务为支撑的城际生活圈ꎮ

共建攀西特色文化基地ꎮ 强化各城市区域文化特色ꎬ差异化

建设完善文化展示设施ꎮ 围绕西昌中心城市定位ꎬ积极推进博物

馆聚落、科技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文化设施建设ꎮ 完善仁

和区三线建设文化展示设施、冕宁航天科技展示设施ꎮ 提升各县

(市、区)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站(文化中心)等现

有文化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利用效率ꎮ

共同完善体育赛事场地ꎮ 结合米易国家级皮划艇激流回旋训

练基地、全国亚高原中长跑训练基地、四川省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

红格训练基地ꎬ以及国际帆船赛、邛海国家马拉松比赛、环攀枝花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攀枝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总决赛等运动

资源ꎬ加快形成体育健身服务产业群ꎬ打造攀西体育赛会中心及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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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际竞训基地ꎬ联动发展区域赛会经济ꎮ

强化卫生健康服务共享体系ꎮ 整合区域内外优质医疗资源ꎬ

以建设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为主要抓手ꎬ促进医疗资源上

下联动、高效联动ꎮ 重点在西昌高质量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

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ꎬ积极创建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示范

园区ꎮ 支持仁和、米易、会理和盐源建设市(州)级区域医疗中心ꎬ

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建设ꎬ加强区域卫生应急信

息共享联动ꎬ共同构建 “资源共享、高效协同” 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ꎮ

推进区域性养老康养基地建设ꎮ 立足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发

展定位ꎬ积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康养产业体系ꎬ推动养老、医

疗健康、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ꎮ 在仁和、米易、德昌、宁南、喜德和

红格等地打造一批健康产业和养老服务项目ꎬ加快推进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ꎬ深入推进“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ꎮ

推动优质教育设施跨区域共享ꎮ 统筹布局优质教育资源ꎬ鼓

励采用合作办学、建立分校区等方式ꎬ全面构建优质基础教育资源

辐射共享机制ꎬ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覆盖面ꎮ 持续实施“三名工

程”ꎬ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工程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工程ꎬ扩大

教育优质资源供给ꎬ助力流域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ꎮ

高质量建设凉山州科教园区ꎬ优化整合西昌学院、西昌高等医学专

科学校、西昌职业技术学校、凉山技师学院和四川省彝文学校等职

业院校ꎬ推动完善产业学院、研发平台和产学研园区建设ꎮ 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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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仁和、会理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ꎬ建立区域职业教育联盟ꎬ

为战略资源开发、现代农业和康养旅游发展培养技术人才ꎬ打造全

省产教融合发展示范区ꎮ

重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一览表

类别 设施项目

区域级
文化设施

凉山州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凉山州图书馆改扩建、凉山州博物
馆、西昌建川电影博物馆聚落、会理市规划展览馆、会理市博物馆、
会理市考古工作站、盐源县规划馆、盐源县博物馆、盐源县青铜博物
馆、摩梭博物馆ꎻ成昆铁路实景博物馆、桥梁博物馆、钒钛博物馆、仁
和苴却砚博物馆等ꎮ

区域级
体育设施

西昌全国亚高原中长跑综合训练基地、盐源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会
理、会东水上和户外运动训练基地、冕宁拳击、滑翔和户外运动训练
基地、西昌、德昌“三大球”训练基地、喜德摔跤和射弩等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赛训基地ꎻ凉山民族体育中心、凉山州老年及青少年体育活
动中心(综合拳击馆)、凉山州老年健身中心、会理市体育运动中心、
德昌县、会东县、宁南县文体中心、盐源县体育馆ꎮ 攀枝花国际射击
射箭竞训基地、米易国家级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四川省青少
年体育活动中心(红格训练基地)、红格体育综合运动基地、盐边“三
大球”训练基地、沙沟体育公园、米易县、盐边县文体中心等ꎮ

区域级
医疗设施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西昌医专附属医院)、凉山州第一人民
医院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凉山州重大疾病
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凉山州第七人民医院)、凉山州第二人民医
院新区、凉山州妇女儿童医院新区、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区、
会理市州级区域医疗中心和盐源县州区域医疗中心ꎻ西昌市重大疾
病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会理市、德昌县、会东县、宁南县、冕宁
县、盐源县 ６ 个县(市)重大疾病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ꎻ会理市、德
昌县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工程ꎻ西昌市中医药制剂中心、宁南冕
宁中药材种植中心ꎻ凉山州南部区域精神卫生中心(会东)、凉山州
南部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宁南)等ꎮ 花城新区医院、仁和区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仁和区人民医院二期、攀西精神卫生综合防治研究中心、
攀枝花市妇女儿童健康中心、米易县人民医院综合楼、米易县疾控
检测检验中心、盐边红格运动康复中心、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ꎻ仁和
区重大疾病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ꎻ盐边县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
工程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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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设施项目

区域级养老
康养设施

西昌市养老综合体、西昌会理德昌会东喜德医养康养中心ꎻ中西医
结合康养示范中心(攀枝花)、米易县撒莲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米易鱼米阳光康养基地、米易县医疗集团医养照护中心等ꎮ

区域级
教育设施

西昌学院农特产品研发中心、绿色生物农药研发中心及中试车间等
学生实践基地、凉山州科教园区、西昌高等医学专科学校、西昌市职
业技术学校、凉山技师学院、凉山州职业技术学校、凉山州农业学
校、四川省彝文学校、凉山州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凉山职业学院
(民办ꎬ名称暂定)、西昌市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会理市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ꎻ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仁和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等ꎮ 安宁
河流域职教联盟(人才支持中心、专业支持中心、招生就业支持中
心)ꎮ

第三节　 营造美丽宜居乡村空间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以改善民生、增进福

祉为目标ꎬ有序引导村民适度集聚ꎬ塑造多元美丽大地景观ꎬ加强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ꎬ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ꎬ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

福感和获得感ꎮ

(一)引导村民适度聚居ꎮ

立足自然地理特征和乡村产业特点ꎬ在尊重村民意愿和乡风

民俗的前提下ꎬ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宜聚则聚宜散则散和“三

避让”“三远离”的原则ꎬ分区分类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ꎮ

河谷平原及盆地地区ꎮ 推进“傍山”建设布局模式ꎬ尽量避免

占用良田沃土ꎬ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ꎮ 城镇周边的农村居民点

以大型聚居为主ꎬ推行“镇村合一”建设模式ꎬ实现设施共建共享ꎮ

其他区域的农村居民点以中型聚居为主ꎬ鼓励跨村组聚居ꎮ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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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山边水边良好人居环境ꎬ采取集中紧凑布局ꎬ形成组团式生态

化聚落空间和“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乡村新格局ꎮ 农房建筑以低

层坡屋顶为主ꎬ努力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蜀风雅韵”新中式现代

民居风貌特色ꎮ

低二半山及丘陵地区ꎮ 依据地形地貌和耕作半径推进农村居

民点合理布局ꎮ 台地区域以中小型聚居点为主ꎬ推进村落沿山临

山布局ꎮ 坡地区域以小型聚居点为主ꎬ推行“大分散小聚居”布局

模式ꎮ 丘陵地区以中型聚居点为主ꎬ推进村落沿丘脚丘坡内聚围

合布局ꎬ形成“伴山而居、聚顶而立”乡村聚落风格ꎮ 农房建筑应

充分体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ꎬ因地制宜ꎬ

随坡就势ꎮ 建筑风格应结合居民生活习惯ꎬ延续地域文化特点ꎬ在

檐口、山墙点缀民族图案ꎬ凸显具有民族特色的“彝风新韵”传统

民居风貌特色ꎮ

高二半山及高寒山区ꎮ 坚守人居安全底线ꎬ引导生态保护红

线、地质灾害影响区、森林火灾易发区内村民ꎬ向条件相对较好的

地区适度聚居ꎬ逐步实现“生态移民”ꎮ 结合地形地貌和用地分散

实际情况ꎬ以小型聚居点和散居为主建设农村居民点ꎮ 农房建筑

应满足当地抗震设防烈度ꎬ建议以 １—２ 层建筑为主ꎮ

(二)塑造美丽大地景观ꎮ

协调自然景物、农业生产及村落风貌ꎬ优化山水林田湖草景观

格局ꎬ实现景观连线成片ꎬ营造滨水地区、河谷平原、二半山区和高

寒山区梯次分布、各美其美的魅力大地景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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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地区景观塑造ꎮ 维护江源河流自然形态ꎬ严禁随意裁弯

取直和开挖围填ꎬ建设生态堤岸ꎬ种植深根性、固土能力强的乡土

植物ꎬ形成自然群落式河流防护林带ꎮ 保护湖泊、湿地等水生生态

系统和自然风貌ꎬ鼓励人工坑塘退塘还湿、退塘还河ꎬ塑造岸绿水

美的滨水景观风貌ꎮ

河谷平原地区景观塑造ꎮ 保护田园景观的原真性、整体性和

乡土性ꎬ促进“村落依山、拥望良田”ꎮ 河谷和山前缓坡区域种植

水稻、蔬菜、粮油等农作物ꎬ适当栽植花卉及景观性树种ꎬ整治纵横

交错的乡村道路和田埂肌理ꎬ营造平畴沃野、阡陌纵横、美田弥望

的田园大地景观ꎮ

二半山地区景观塑造ꎮ 维育山林自然生态ꎬ加强村庄与山林

之间的缓冲景观塑造ꎬ适地建设乡村公园ꎬ利用乡土材料ꎬ配置与

山林环境相协调的景观步道和休闲游憩设施ꎮ 保护梯田景观ꎬ鼓

励种植林、牧、粮、果、药等季节性识别度植物ꎬ打造层次分明、四季

可观的山林大地景观ꎮ

高寒山区景观塑造ꎮ 保护高山生态环境ꎬ严禁乱砍滥伐ꎬ依托

原始森林、奇峰云海、草原草甸和冰雪山川形成典型风貌景观组

合ꎮ 山体背景厚重浓郁ꎬ以深绿、蓝绿色为主要底色ꎬ辅以高远通

透的碧云蓝天、玲珑清秀的高山花海和晶莹剔透的雪山美景ꎬ彰显

巍峨壮丽、大气恢弘的视觉冲击ꎮ

(三)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ꎮ

补齐农村“厕所革命”短板ꎮ 遵循“群众接受、经济适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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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原则ꎬ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ꎬ重点开

展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旱厕无害化改造ꎬ稳步提升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ꎮ

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ꎮ 推进“户分类、村收集、镇乡转

运、市县处理”的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ꎬ合理布局垃圾集中收集

点和转运设施ꎬ同步推广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方式ꎬ２０３５ 年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本覆盖ꎮ

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ꎮ 持续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ꎬ

巩固农村黑臭水体成果ꎬ实现房前屋后的河塘沟渠等水体河清水

净ꎮ 开展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ꎬ因地制宜实行污染治理与资

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污水处理方式ꎬ研究推广适宜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ꎮ

持续加大农村面源污染防控ꎮ 大力推进畜粪污资源化利用ꎬ

加强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置建设ꎬ实现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 ８０％ 以上ꎮ 加大秸秆综合利用ꎬ建立健全秸秆经济、便捷、

高效收储运体系ꎬ提高流域秸秆综合利用率至 ９０％ 以上ꎮ 推进农

药、化肥减量化使用ꎬ以把关河小流域为示范开展流域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ꎮ

第四节　 提升自然灾害抗御能力

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ꎬ加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ꎬ进一

步完善防灾减灾设施体系ꎬ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综合防治能力ꎬ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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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综合灾害危险性划分ꎮ 依据四川省县域 １５００００ 地质灾害

风险调查评价ꎬ结合地质灾害点与地震活动断裂带分布特征ꎬ将安

宁河流域划分为极高危险区、高危险区、中等危险区和低危险区四

种区域ꎮ 极高、高危险区主要分布在西昌中部、冕宁中部、米易中

部和盐边北部ꎬ中等危险区主要分布在宁南南部、会东东部、米易

东部、盐边东部和仁和北部ꎮ

地质灾害防御ꎮ 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基本原

则ꎬ重点防治安宁河流域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ꎮ 采取合理避

让为主的方式ꎬ对西昌赵家山沟泥石流、宁南沈家沟泥石流等灾害

点进行综合治理ꎮ 以工程措施为主ꎬ对德昌大沙窝滑坡、盐边共和

簸箕湾滑坡、米易普威小湾子泥石流、冕宁卧巴沟泥石流等灾害点

进行综合治理ꎮ 推动其他灾害点采用“人技结合”、群专结合监

测、常态化开展动态巡排查等方式进行防控ꎬ持续提高源头防范水

平ꎮ 对尾矿库、排土场等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地段进行危险

性评估ꎬ积极采用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等措施进行预防ꎮ

地震灾害防御ꎮ 依据地震安全性评价ꎬ按照规范根据不同建

筑种类设置 １００—４００ 米的最小避让距离避让安宁河—则木河和

普格达等地震断裂带ꎮ 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ꎬ西昌按烈度

９ 度进行抗震设防ꎬ宁南、冕宁、盐源、德昌、喜德按烈度 ８ 度进行抗

震设防ꎬ其余县(市、区)按烈度 ７ 度进行抗震设防ꎮ 医院、学校提

高一度进行抗震设防ꎬ对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应开展规划选址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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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安全性评价ꎮ

森林火灾防御ꎮ 宁南按 ＩＩ 级火险等级设防ꎬ其他县(市、区)

按 Ｉ 级火险等级设防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应提高一级设防ꎮ 打通林区内部的断头路ꎬ以 Ｇ５ 京昆高速及

Ｇ１０８ 等南北向国省干道为主轴ꎬ构建内畅外联的林区防火应急道

路网络ꎮ 升级改造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并扩大航护范围ꎬ规

划在会理市大坪子、喜德县波洛乡等地新建停机坪ꎬ扩展空中防火

通道ꎬ提升森林航空消防能力ꎮ

洪水内涝防御ꎮ 西昌、仁和按照 ５０ 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ꎬ会

理、德昌、冕宁等 ９ 个县(市)和小城镇按照 ２０ 年一遇设防ꎬ村庄按

照 １０ 年一遇设防ꎮ 加强安宁河流域防洪体系建设ꎬ尽快完成西昌

安宁河鑫源养殖场至马裕大桥河段、安宁河米易段、德昌茨达河和

重点山洪沟等防洪治理工程ꎬ同步开展病险水库加固工作ꎬ保障汛

期安全度汛ꎬ加快推进安宁河流域防护工程ꎬ形成完整的防洪封

闭圈ꎮ

第五节　 完善应急救援网络体系

按照未雨绸缪、预防为主要求ꎬ进一步强化消防与公共卫生应

急建设ꎬ同步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科学合理布局应急避难场所ꎬ全

面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ꎮ

消防应急设施建设ꎮ 城市按照 ５ 分钟到达事故现场的要求设

置消防站ꎮ 在西昌设置消防站 ７ 座ꎬ其中新建一级、二级和特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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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站各 １ 座ꎬ在会理和盐源新建二级消防站各 １ 座ꎬ在米易和盐边

新建一级消防站各 １ 座ꎮ 加强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ꎬ在片区中

心镇或事故易发区布局消防站ꎬ构建“一主两辅”消防应急体系ꎮ

按照每个工业园区内设置一处消防站的要求ꎬ规划布局 １３ 座消

防站ꎮ

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建设ꎮ 按照防患未然、安全方便、交通便利

和均等服务的要求ꎬ着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设施ꎬ积极应对可能发

生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事

件ꎮ 在西昌、会理与仁和城区的下风向ꎬ选择远离居民区、幼儿园、

大中小学校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ꎬ布局单个规模不小于 １ ５ 公

顷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设施用地ꎮ 其余各县以既有大空间建筑为

主ꎬ预留医疗方舱等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场所ꎮ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ꎮ 按半径合理和人口全覆盖的原则ꎬ充分

利用人防工程、城镇公园、体育场馆等容量较大、安全系数较高的

公共空间ꎬ推动建设不同级别的规范化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ꎬ实现

短距离短时间到达应急避难场所的目的ꎮ 按照每个城市设置 １ 处

中心避难场所、服务规模不低于 ３０—５０ 万人的要求ꎬ布局 １３ 处中

心避难场所ꎬ其中西昌 ３ 处ꎬ其他城市各 １ 处ꎮ

应急储备物资库建设ꎮ 依据四川省“十四五”应急体系规划

和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ꎬ按照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远离火源、

市政配套较好的原则ꎬ在整合利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布局建设应

急储备物资库ꎮ 采用与中心避难场所合建的方式ꎬ在西昌建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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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应急储备物资骨干库ꎬ其他市县区各建设 １ 处县级应急储备物

资库ꎮ

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一节　 强化协同机制

　 　 依托攀西经济区联席会议制度ꎬ对涉及实施的重大政策、重要

改革、重点区域保护与重大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进行统筹ꎬ协调解

决规划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ꎮ

第二节　 落实地方责任

以两市(州)为主导ꎬ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采用定期会商的

方式ꎬ共同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ꎮ 抓好本规

划与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ꎬ统筹做好规划目标、任务、重

大项目等的分解落实ꎬ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ꎮ 对能

源、交通、水利等领域涉及两市(州)空间保护利用的工作ꎬ建立专

题推进机制ꎬ抓好各类专项工作的推动和落实ꎮ

第三节　 完善配套政策

省直相关部门从自身职能职责出发ꎬ在空间统筹、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补偿等方面加快建立“一揽子”配套政

策ꎮ 实现信息平台和项目管理平台共享ꎬ促进人力资源、资金要素

等方面的跨区域自由流动ꎮ 具体实施项目与主管部门充分衔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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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财政继续通过现有渠道统筹安排资金予以积极支持ꎮ

第四节　 加强实施监督

省直有关部门制定传导和落实本规划的行动计划和工作台

账ꎬ按台账定期对市(州)相关部门进行督办ꎮ 市(州)人民政府按

要求做好规划实施ꎬ同步完善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规划实施监督

机制ꎬ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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