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地形山水环绕，地势有如向西南展开的马蹄形，既有巍峨连绵的高山和起伏

的丘陵，又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整个版图形似展翅欲飞的天鹅。独特的“大森林、大草原、

大湿地、大农田、大界江、大湖泊、大冰雪”自然地理人文景观，构成了雄伟壮丽的北国

风光。

公众征求意见版



       黑龙江省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东北森林

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我国气候变化敏感区和重要碳汇区，在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屏障，黑龙江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东北

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按照自然资源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和黑龙江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推动美丽龙江建设要求，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制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规划基期

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

       本规划是省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规划，是未来十五年黑龙

江省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任务的总纲和实施重点工程项目的空间指

引，是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





区域生态地位

规划基础

生态系统资源禀赋
自然地理格局



区域生态地位

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东北森林带
核心组成部分

黑龙江省地处：

大兴安岭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生态功能区

小兴安岭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生态功能区

松嫩平原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洪水调蓄 重要生态功能区

三江平原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生态功能区

长白山区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生态功能区

大小兴安岭 森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江平原 湿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长白山 森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松嫩平

原、三江平原、长白山 生物多

样性国家保护优先区域

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

三江平原
湿地生态功能区

长白山
森林生态功能区

东北森林带

哈尔滨

长春

哈尔滨

长春

大兴安岭区

小兴安岭区

松嫩平原区

三江平原区

长白山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所处区域：



四江四湖一河

四岭一山两平原

大兴安岭、小兴安岭
张广才岭、老爷岭

黑龙江省辖区总面积47.07万平方公里

自然地理格局

四岭

完达山一山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两平原

黑龙江、乌苏里江
松花江、嫩江四江

兴凯湖、镜泊湖
五大连池、莲花湖四湖

绥芬河一河

二热量带

南北跨中温、寒温两个热量带

三湿度带

东西跨湿润、半湿润、半干旱三个湿度带

三植被带

植被地带性分布明显，呈现寒温带针叶林、温

带针阔叶混交林和草甸草原三个基本植被带

五 山

一 水 一 草

三 分 田

四江四湖一河

四岭一山两平原



黑土地肥沃  量大质优

河流湖泊众多

资源丰富 构建了多彩的自然景观

田

水

资源总量丰富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810亿立方米

耕地1718.01万公顷
黑土等优质土壤占耕地总面积78%

发现矿产136种 探明储量88种

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124种 东北虎豹栖息地

原始状态寒温带针叶林和温带针阔混交林 

生物 资源丰富

矿产 资源富集

           森林面积 2164.47万公顷
           草原面积 118.23万公顷 
           湿地面积 349.71万公顷

形成独特北方生态景观

生态系统资源禀赋

湿

草

林

 温带草原典型地带性生态系统

高纬度永久冻土

完整寒温带、温带自然水生生态
湿地生态系统



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主要目标
管控策略

总体要求
与规划目标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及

我省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

为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

铸就坚实的 国土空间生态基础

为加快建设 美丽龙江

指导思想

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2025年

构建“一带两区四廊”总体格局，
全省生态、农业、城镇、三类国土空
间突出的生态系统问题得到进一步解
决，北方生态屏障功能持续稳步提升。
切实保护好重要生态系统，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
• 量质并重提升森林生态质量
• 多措并举加强草原湿地修复
• 精准施策保护珍稀物种资源
• 标本兼治强化黑土资源保育
• 综合治理提高农村人居质量
• 系统修复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 稳步有序修复矿山地质环境
• 整体联动推进山水工程建设

基本解决突出的生态系统问题，
自然、人工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
好转，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成。
生态环境优良，粮食生产稳定，城
乡宜居，生态系统碳增汇、碳固定
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生
态经济结构优化、体系完善，初步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
开发利用与保护修复新格局，推动
实现由生态大省向生态强省、生态
富省的历史性转变，实现美丽龙江
建设目标。

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基本原则

主要目标

2035年



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管控策略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刚性约束

三类空间相邻或冲突区域：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

                                         建设三类空间边缘过渡地带生态缓冲带

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 生态空间



构建“一带两区四廊”总体格局

划分5个一级修复分区  27个二级修复分区

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格局



“一带两区四廊”生态修复格局

形成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的良性传导和有机循环

切实保护好重要生态系统，优化生态安全屏障

推进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一带

两区

四廊

筑牢我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大战

略保障带，是国家双重规划中东北

森林带森林保育和矿山生态修复重

大工程任务的重点落实区域。
以山为骨
  以土为肌
    以水为脉

松嫩平原

三江平原

是实施黑土地资源战略性保护和建

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核心区，

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点区，是

国家双重规划中东北森林带重要湿

地保护恢复重大工程任务的重点落

实区域。

以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四

大重要江河水系为中心，链接“一带两

区”，形成绿色生态廊道网络。

构建“一带两区四廊”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



修复分区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重点任务和工程

重点任务
重点工程



大兴安岭永久冻土与森林生态保护修复区
• 全面保护寒温带天然针叶林、天然草原和自然湿地，加强后备资源培育

• 修复退化的森林、湿地和草原生态系统

• 恢复和增强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物种保护等生态功能

• 推进珍稀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修复和生态廊道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小兴安岭森林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区
• 保护温带天然针阔混交林，加快恢复以红松为主的地带性针阔混交林

• 推进森林恢复和修复受损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连通重要生态廊道

• 保护黑土地，综合治理侵蚀沟，减轻水土流失，修复水生态系统

• 加大沙金过采区等历史遗留矿山和废弃地的生态环境修复与整治

• 推进珍稀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修复和生态廊道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松嫩平原黑土资源与农林牧湿地综合生态保护修复区
• 全面推进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提升防风固沙功能，恢复重要自然湿地功能

• 开展水土流失和侵蚀沟综合治理，实施黑土保育，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

• 加强农田林网建设，构建农田稳产高产的防护屏障

• 推进重要物种栖息地保护恢复和鸟类迁徙生态廊道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点任务



三江平原黑土资源与农田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区
• 修复整治自然湿地，恢复苇草沼泽湿地植被和珍稀水禽重要栖息地

• 开展漫川漫岗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壤治理

• 推进沿江沿河黑土地保育保护和流域综合治理，恢复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 加强农田林网建设和老化防护林更新改造，构建高标准农田防护屏障

• 培育红松、水曲柳、胡桃楸、椴树等本土珍贵树种

• 推进鸟类迁徙生态廊道建设，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

张广才岭—老爷岭森林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区
• 保护温带天然针阔混交林，推进次生阔叶林修复提质，全面恢复红松阔叶

混交林

• 积极发展红松等本土珍贵树种，加强后备资源培育

• 加强湿地资源保护管理，修复受损的湿地生态系统

• 建立江河沿岸植被防护体系，建设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和侵蚀沟综合治理

• 加强东北虎豹等旗舰物种栖息地保护恢复，连通物种迁徙生态廊道，保护

生物多样性

重点任务



张广才岭老爷岭
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工程

大兴安岭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森林生态保育重点工程

小兴安岭
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重
点工程

松嫩平原
黑土资源保育综合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三江平原
黑土资源保育与湿地保护恢复重点工程

黑龙江省
“一纵一横三边”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
构建重点工程

重点工程

生态  农业 城 镇

黑龙江省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黑龙江省
生态保护修复支撑重点工程

黑龙江干流
沿岸国土安全防护与生态廊道构建重点工程



保障机制



Ø 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领导机制

Ø 强化规划传导，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的规划传导体系

Ø 部门集成统筹，全面提升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效

严格评估监管

建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监管、评估体系

鼓励公众参与

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宣介宣讲

创新政策体系 铸牢科技支撑 夯实资金保障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
权请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联系

  2022年4月25日 — 2022年5月1日

网   站：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网站

公众号：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邮寄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263号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邮箱地址：hljstxfg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