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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切实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依据《土地管理法》、

《城乡规划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

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83 号)、《江苏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

213 号)等规定以及现行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矛盾图斑一致性处理，优

化布局存量空间规模，落实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追加流量指标及“三

条控制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刚性管控要求，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

间规划及“十四五”规划相衔接，形成常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

为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报省政府同意后施行，并纳入正在编

制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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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常熟市概况 

1.1.1 自然地理概况 

常熟市简称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经120°33′-121°03′，

北纬31°33′-31°50′），地处江南水乡，素有“江南福地”的美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吴文化发祥地之一。东北濒长江，与南通隔江相

望，东南邻太仓，南接昆山市、苏州市相城区，西连江阴市、无锡市锡

山区，西北与张家港市接壤。常熟境内交通便利，以沿江高速、苏嘉杭

高速、常昆高速等高速公路为骨架，以G204、S227、S338等国省道为

主干的公路网基本形成，申张线、望虞河、常浒线、苏虞线、白茆塘、

七浦塘、盐铁塘等航道纵横交错，同时随着沪通铁路建成通车，苏南沿

江铁路、通苏嘉甬铁路相继开建，常熟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图1-1  常熟市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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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地处温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2020年，全年气温略偏高，降水异常偏多，日照正常，全年

平均气温17.6度，降水量1571.8毫米，日照时数为1826.6小时，年日照

率41%。 

常熟市境内地势低平、水网交织，海拔大都在3—7米间。境域南部

低洼，属太湖水网平原，局部地段最低为2.5米；西北部与东北部略高，

属长江冲积平原。境内山丘主要有虞山、顾山、福山等。其中以虞山为

最，海拔263米，山脊长6400米。 

常熟境内水网交织，各河流湖荡均属长江下游的太湖水系，其分布

呈以城区为轴心向四乡辐射状，东南较密，西北较疏，河道较小，水流

平稳。主要河流有望虞河、白茆塘、常浒河、元和塘、张家港、盐铁塘、

耿泾塘等，湖泊有昆承湖、尚湖、南湖荡等。 

1.1.2 社会经济概况 

截至2019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106.69万人，常住人口151.89万，

城镇化率为69.66%。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69.82亿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5.3%，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9591元。三

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71：49.49：48.80。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2.28亿

元，比上年增长15.9%，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02亿元，实现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219.50亿元。2019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831

元，比上年增长8.5%。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962元，

比上年增长8.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76元，增长8.4%；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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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土地利用现状 

依据2018年常熟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常熟市土地总面

积127651.4639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59884.05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46.91%；建设用地39936.377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1.29%；其他土

地27831.033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1.80%。 

农用地中：耕地41656.4654公顷，占农用地的69.56%；园地

3045.2441公顷，占农用地的5.09%；林地744.9860公顷，占农用地的

1.24%；其他农用地14437.3577公顷，占农用地的24.11%。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34242.9613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

的85.74%（其中：城镇工矿用地14088.1334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20154.8279公顷）；交通水利用地面积5417.4234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

的13.57%；其他建设用地面积275.9930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0.69%。 

其他土地中全部为水域，面积27831.0330公顷。 
表1-1  常熟市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127651.4639  100.00  

农用地 

耕地 41656.4654  32.63  

园地 3045.2441  2.39  

林地 744.9860  0.58  

牧草地 0.0000  0.00  

其他农用地 14437.3577  11.31  

合计 59884.0532  46.91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工矿用地 14088.1334  11.04  

农村居民点用地 20154.8279  15.79  

小计 34242.9613  26.83  

交通水利用地 5417.423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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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 面积 比重 

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275.9930  0.22  

小计 5693.4164  4.46  

合计 39936.3777  31.29  

其他土地 

水域 27831.0330  21.80  

自然保留地 0.0000  0.00  

合计 27831.0330  21.80  

1.1.4 总体空间格局 

十四五期间，常熟市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沪

苏同城化战略机遇，全面接轨沪杭，融入苏州主城区，强化与长三角城

市群的有效对接，逐步构成“一心四片、双轴四园”的总体空间格局。 

 
图1-2  常熟市域空间结构图 

一心为常熟主城，由“1+4”个功能片区组成。“1”为常熟历史文

化名城，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旅游服务产业；“4”为科创湖、文旅谷、

智慧核、宜居城四大功能片区。其中，科创湖为昆承湖科教创新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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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城市科技创新、技术研发核心功能，以设计研发、国际教育等为主；

文旅谷为虞山尚湖文旅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宜居

城为东部生活片区，承担区域及城市服务功能，以生活居住、教育医疗、

商业配套等功能为主。智慧核为北部城铁片区，重点发展城市信息服务、

软件设计、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等产业。 

四片为沙家浜文旅片、支董协作片、沿江协作片、辛庄协作片。其

中，沙家浜文旅片进一步加强文旅优势，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生态休闲

等功能；支董协作片重点发展农业旅游、纺织服装制造及研发、金属制

品、物流、批发零售等产业；沿海协作片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协同保

护好沿江生态安全；辛庄协作片重点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科研服务

等产业。 

双轴以通苏嘉、苏通两交通走廊串联、带动四个产业园区发展。其

中，苏通交通走廊依托苏通长江大桥、常台高速等交通优势，加强与苏

州主城区、南通市的协同发展，沿线带动常熟经开区、常熟高新区的发

展；通苏嘉交通走廊则依托苏虞张公路、通苏嘉城际铁路等交通优势，

加强与张家港，南通的协同发展，沿线带动新材料产业园、虞山高新区

的发展。 

四园指常熟经开区、常熟高新区、虞山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四大

产业园区。其中，常熟经开区以汽车为主的高端智造、生产性服务功能

为主，加强与上海嘉定汽车城产业联系，融入区域产业链；常熟高新区

以电子信息、科技研发为主；加强与区域产业联系，建设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应用示范基地。虞山高新区以智能装备、技术研发、总部经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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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园以新材料、氟化工及技术研发等为主。 

近期实施方案围绕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

快产业布局建设，重点抓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

上，增强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品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新增建设

用地布局主要向常熟主城和四大产业园区倾斜，同时兼顾沙家浜文旅

片、支董协作片、沿江协作片、辛庄协作片建设需求，符合常熟市未来

城镇空间开发格局。 

1.2 实施期限 

实施方案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常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

时日止。 

1.3 近期规划空间需求 

（1）重大产业项目 

根据《常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常熟

市坚持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并重，存量优化与增量扩大并举，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汽车及零部件、装备

制造、纺织服装三大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

物流物贸、数字经济、氢燃料电池五大重点产业，改造提升智能货架、

高端无纺、现代氟材料、玻璃模具四大特色产业，构建高质量发展特征

更加鲜明的“354”现代产业体系。近两年需保障恒工流体机械核心部

件项目、上海虞祁项目、永联科技产业制造基地、忠明祥和精工二期、

丽瀑光能、康羽生命科学技术、百赛飞医用功能材料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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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生项目 

“十四五”期间，常熟市进一步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布局，推进

城乡建设空间更新提质；提升住房水平质量，构建多样化的住房保障体

系，保障基本居住需求，改善居住条件；补齐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短板，推进全域美丽村庄高质量提升，实现“千村美居”全覆盖和

全域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构建公办教育为

主、民办教育为辅的良好发展格局，推动教育事业发展。近期实施方案

涉及的民生项目包括安置小区、欢乐田园智慧乡村、幼儿园、中小学、

国际学校等项目。 

（3）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常熟市交通、水利等部门“十四五”规划，保障近两年将开工

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

工程、沿江高速新增大义互通连接线工程、开元大道东延建设工程、新

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南通至安亭段）站后工程、七鲇线（白茆塘至东南

大道）航道整治工程等项目暂时无法确认准确位置，为保障其用地需求

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对于白茆塘西港堤顺堤河、滨江路东延、虹桥

路延伸段（电厂路至高速）、华彩路、金麟路、庐山路、盛虞大道等已

经确定位置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保障用地需求安排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综上所述，近期实施方案为推进常熟市近两年重大产业、民生、基

础设施等项目落地建设，解决项目用地需求问题，更好的服务“十四五”

社会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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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2.1 指标安排 

2.1.1 上级下达指标情况 

常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39440.0000公顷，常熟市分别于2018年10月、2018年12月、2019年08月、

2019年11月、2020年06月、2020年11月通过指标交易流转174.5392公顷，

2018年8月下达常熟市苏南沿江铁路（常熟段）重点建设项目专项配给

规模54.0000公顷，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为39668.5392公顷。 

实施方案中苏州市共下达常熟市预支建设用地空间规模73.3333公

顷，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为39741.8725公顷。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

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常熟市人民政

府按照实际需求，综合考虑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结余情况、流量指标

归还能力等情况，申请追加规划流量指标，同时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申请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省厅根据常熟实际情况，最终下达规划流

量指标333.3333公顷（其中包含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66.6666公顷），

近期实施方案中可落实的规划流量指标为266.6667公顷。 

综上，常熟市近期实施方案可落实新增建设用地上图规模为

340.00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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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常熟市下达指标统计表 
单位：公顷 

县（区、

市） 
预支空间

规模 

规划流量指标 
近期实施方案

可落实指标 小计 
近期实施方案

流量指标 
村庄规划 
专项流量 

常熟市 73.3333  333.3333  266.6667  66.6666 340.0000  

2.1.2 指标分解与布局 

根据常熟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统筹安排全

市用地布局，综合考虑各板块近期项目用地需求和规划空间结余情况，

优先保障亟需建设的重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合理用

地需求，在《常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安排各项控

制性指标基础上，近期实施方案常熟可新增建设用地上图规模340.0000

公顷，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339.0113公顷，新增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上图规模0.9887公顷。 

近期实施方案在优化存量空间规模的基础上，结合各板块的近期

用地需求和项目级别，用地指标重点向常熟主城和常熟经开区、常熟高

新区、虞山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四大产业园区倾斜，优先保障近期重

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以及基础设施项目的用地需求，促进建设用地集

中布局，为推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优化调整产业布局，加快常熟高质

量发展，提升城市发展能级，高水平推进美丽常熟建设提供保障。 

各板块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分解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2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分解表 

单位：公顷 
板块 下达指标 占比 

一心 
主城 103.1236  30.42% 

小计 103.1236 30.42% 

四片 沙家浜文旅片 11.7893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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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下达指标 占比 

支董协作片 23.0115  6.79% 

沿江协作片 11.8794  3.50% 

辛庄协作片 20.8590  6.15% 

小计 67.5391 19.92% 

四园 

常熟经开区 58.2005  17.17% 

常熟高新区 60.3983  17.82% 

虞山高新区 20.7238 6.11% 

新材料产业园 29.0260 8.56% 

小计 168.3486 49.66% 

总计 339.0113 100.00% 

 

2.1.3 约束性指标管控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近期实施方案期内，常熟市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49299.320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40887.5100

公顷。 

（2）建设用地相关目标 

近期实施规划调整后，常熟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39741.8725

公顷，增加了73.3333公顷；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34237.3838公

顷，增加了72.3446公顷；规划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调整为15964.3905公顷，

增加了339.0113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5504.4887

公顷，增加了0.9887公顷;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调整为2932.0813

公顷，增加了339.0113公顷；规划流量指标调整为2155.7967公顷，增加

了266.6667公顷；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上图规模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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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087公顷，增加了0.9887公顷；建设控制区规模调整为1995.3450公

顷，减少了586.6628公顷。 

近期实施方案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表2-3  常熟市主要规划指标调整情况表 

指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年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量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49299.3200  49299.3200  0.0000  

  耕地面积 41912.6700  41912.67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0887.5100  40887.5100  0.0000  

园地面积 3221.2600  3221.2600  0.0000  

林地面积 744.9200  744.92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39668.5392  39741.8725  73.3333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4165.0392  34237.3838  72.3446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5625.3792  15964.3905  339.0113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5503.5000  5504.4887  0.9887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 830.0600  903.3933  73.333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43.8000  809.5125  65.7125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43.0600  591.0377  47.977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43.0600  591.0377  47.9777  

效率指标（平方米/人）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47  147  0  

其他指标（公顷）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2593.0700  2932.0813  339.0113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1889.1300  2155.7967  266.6667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66.6666 66.6666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126.1200  127.1087  0.9887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82.0078  1995.3450  -586.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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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各乡镇指标安排 

近期实施方案结合常熟市正在编制中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十四

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交通水利规划等相关规划及经济发展战略，在

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基础上，落实预支

建设用地空间规模和规划流量指标，将指标分解到各镇（街道）。指标

重点向主城和常熟经开区、常熟高新区、虞山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四

大产业园区倾斜，兼顾其他片区发展用地和民生工程用地。根据规划流

量指标和建设控制区安排、布局，重点调整各镇（街道）耕地保有量、

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流量指标。 



 

表2-4  常熟市各镇（街道）主要规划指标安排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镇 
（街道） 

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规划流量

指标 
建设控制

区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义务 面积 耕地 面积 耕地 
建设用地总

量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工矿用

地 

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

设用地 
面积 

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 

新增交通

水利及其

他用地 
占用耕地 

虞山镇 6138.2024  6068.1677  4460.0800  3894.9500  11257.7572  9473.2072  5914.4154  1784.5500  297.5000  261.0700  36.4300  194.4089  129  527.7059  235.4804 194.4089  

梅李镇 4102.9583  3777.5432  3447.6000  3207.5400  2773.3302  2437.3802  906.3772  335.9500  34.7774  25.6174  9.1600  23.0417  102  117.7561  206.6211 23.0417  

海虞镇 5058.6917  5022.2910  4237.8900  3875.6500  3412.7253  2866.3566  1080.7910  546.3687  80.6287  71.2500  9.3787  52.6270  103  204.3016  211.9682 52.6270  

碧溪街道 4407.9614  4245.7416  2829.8700  2579.6500  5763.7738  4985.1538  2737.2978  778.6200  166.7744  153.3844  13.3900  108.3372  249  365.6614  267.4158 108.3372  

古里镇 4935.5461  3808.5715  3840.4200  2801.5400  4005.0297  3416.7997  1744.5564  588.2300  142.9963  126.6863  16.3100  93.3843  286  307.0515  182.2891 93.3843  

沙家浜镇 3176.2522  941.6182  2439.0300  411.6000  1984.9956  1715.8956  813.0862  269.1000  42.8188  37.3288  5.4900  28.0046  182  162.1130  122.9450 28.0046  

支塘镇 7454.6864  5912.4443  6880.3200  5328.1900  2971.9727  2661.0127  851.1648  310.9600  57.0046  38.0346  18.9700  38.0017  179  140.7391  176.0138 38.0017  

董浜镇 3229.6217  3000.6453  2977.6300  2609.2500  1925.6270  1650.2870  602.6270  275.3400  24.4865  14.1265  10.3600  16.4838  127  90.6422  93.2874 16.4838  

尚湖镇 5761.8691  5406.8580  5100.6700  4699.2400  3074.4577  2776.9777  639.4387  297.4800  27.4074  23.2574  4.1500  17.9648  102  125.4818  182.6403 17.9648  

辛庄镇 5033.5307  3728.7893  4739.3900  3213.3100  2572.2033  2254.3133  674.6361  317.8900  28.9991  25.5291  3.4700  18.7837  109  114.3441  316.6839 18.7837  

合计 49299.3200  41912.6700  40952.9000  32620.9200  39741.8725  34237.3838  15964.3905  5504.4887  903.3933  776.2846  127.1087  591.0377  147  2155.7967  1995.3450 591.0377  

注：规划流量指标未包含下达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 66.666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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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用地布局 

2.2.1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近期实施方案落实上级下达常熟市预支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规

划流量指标，结合常熟未来“一心四片、双轴四园”的市域空间总体

格局，着重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重点保障主城和常熟经开区、常

熟高新区、虞山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四大产业园区，兼顾其他片区

发展用地和民生工程用地。 

（1）一心 

主城区内共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103.1236公顷，重点

保障了银行金融、居住、长江不锈钢、宏鑫检测等产业和经营性类项

目以及苏东路、锡东路、金甸路（元和路-大坝桥路）、和甸公交首末

站、达海路公交首末站、学校等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 

（2）四片 

四个协作片为沙家浜文旅片、支董协作片、沿江协作片、辛庄协

作片。区域内共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67.5391公顷，重点保

障了董浜医养项目、智林工业园、康尼格东、小牛自动化等产业项目

以及斜翁排涝站、洞港泾连接路、张港泾、沙家浜风景区公交首末站、

国际学校、欢乐田园等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文旅项目用地需求。 

（3）四园 

常熟经开区以汽车为主的高端智造、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主，加强

与上海嘉定汽车城产业联系，融入区域产业链。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

地上图规模58.2005公顷，重点保障了进联自动化、拓斯达智能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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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以及扬子江大道（徐六泾-通支线）改扩建工程等基础设施用

地需求。 

常熟高新区以电子信息、科技研发为主，加强与区域产业联系，

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示范基地。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

模60.3983公顷，重点保障了ROME产业园、东芝、恒工流体机械核心

部件项目、申通、永联科技产业制造基地、忠明祥和精工二期等产业

项目以及庐山路、金麟路、春霁小学等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 

虞山高新区以智能装备、技术研发、总部经济为主。安排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20.7238公顷，重点保障了合丰实业、丽瀑光能、

上海虞祁项目等产业项目以及福圩村委会、农房改善、小学等民生工

程用地需求。 

新材料产业园以新材料、氟化工及技术研发等为主。安排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29.0260公顷，重点保障了虞美、康羽生命科学技

术、百赛飞医用功能材料等产业项目以及危化品停车场、中新景观、

纺织科技园道路、物流园道路、汪湾路、盛虞大道、螺蛳湾休闲文化

园等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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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常熟市新增建设用地布局示意图 

2.2.2 建设用地管制区 

根据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常熟市近期实施方案划定允许建

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3类建设用地管制区域。近期实施

方案划定的建设用地管制区情况如下： 

（1）允许建设区 

近期实施方案对允许建设区的安排严格遵循集中布局、集聚建设

的原则，与试划的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衔接，一部分集中到城镇

及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另一部分调整到中心城区和各板块确定的发展

空间。全市共安排允许建设区36056.3807公顷，主要安排在主城区、

四园和各镇的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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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条件建设区 

近期实施方案按照预留弹性及战略留白的要求，对发展不确定性

区域安排为有条件建设区，全市共安排有条件建设区2368.0312公顷。 

（3）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开发整

理复垦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主要区域。全市共安排限制建设区

89227.0520公顷。 
表2-5  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区类型 面积 占比 

允许建设区 36056.3807 28.25% 

有条件建设区 2368.0312 1.86% 

限制建设区 89227.0520 69.90% 

总计 127651.4639 100.00% 

图2-2  常熟市建设用地管制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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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土地用途区 

近期实施方案划定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

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风景旅游用地区、林

业用地区和其他用地区等8类土地用途区，实行差别化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措施。具体划定情况如下： 

（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全市为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和

管理划定的区域，面积42200.4908公顷，占比33.06%。近期实施方案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变。 

（2）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指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发展需

要划定的区域，是开展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的重要区域，面积

18090.1801公顷，占比14.17%，该区在各镇区周边均有分布。 

（3）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区为城镇建设需要划定的区域，总面积为

18392.0766公顷，占比14.41%，主要分布在现有城区、建制镇、集镇，

国土空间的主导功能为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 

（4）村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农村居民点建设需要划定的区域，总面积为

17558.5568公顷，占比13.76%。主要分布在现有中心村及规划期内保

留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19 

（5）独立工矿用地区 

独立工矿用地区是为独立于城镇村的采矿用地以及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总面积为105.7473公顷，占比0.08%。 

（6）风景旅游用地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是指具有一定游览条件和旅游设施，为人们进行

风景观赏、休憩、娱乐、文化活动等需要划定的区域，总面积为28.2975

公顷，占比0.02%。 

（7）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指为林业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总面积为747.2382

公顷，占比0.59%。 

（8）其他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总面积为30528.8766公顷，占比23.92%。 
表2-6  土地用途区类型面积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区类型 面积 占比 

基本农田保护区 42200.4908 33.06% 

一般农地区 18090.1801 14.17% 

城镇建设用地区 18392.0766 14.41% 

村镇建设用地区 17558.5568 13.76% 

独立工矿用地区 105.7473 0.08% 

风景旅游用地区 28.2975 0.02% 

林业用地区 747.2382 0.59% 

其他用地区 30528.8766 23.92% 

合计 127651.463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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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控制区布局 

2.3.1 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常熟市建设用地复垦潜力以城镇开发边界外、《常熟市镇村布局

规划（2019版）》确定的搬迁拆并类村庄为主，其他一般村庄为辅，

结合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不在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线

内的旧工业、旧工矿等，常熟市建设用地复垦潜力约2207.9333公顷，

建设用地复垦潜力能够确保规划流量指标归还。 

2.3.2 建设控制区布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顺应农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要求，近期实施方案以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等工作为抓手, 结合

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考虑实施难易度将近期拟实施复垦项目纳

入建设控制区内，确保规划流量指标归还。 

按照不少于剩余未归还流量指标与新下达流量指标的规模（含村

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之和划定建设控制区，作为流量指标归还的复

垦区域。结合《常熟市镇村布局规划（2019版）》和产业用地更新“双

百行动”，全市统筹安排建设控制区1995.3450公顷，不少于未归还流

量指标规模（486.2899公顷）与新下达流量指标规模（333.3333公顷，

包括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标66.6666公顷）之和819.623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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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建设控制区布局情况表 
单位：公顷 

镇（街道） 建设控制区规模 占比 

虞山镇 235.4804 11.80% 

梅李镇 206.6211 10.35% 

海虞镇 211.9682 10.62% 

碧溪街道 267.4158 13.40% 

古里镇 182.2891 9.13% 

沙家浜镇 122.9450 6.16% 

支塘镇 176.0138 8.83% 

董浜镇 93.2874 4.67% 

尚湖镇 182.6403 9.15% 

辛庄镇 316.6839 15.87% 

合计 1995.3450 100.00% 

图2-3  常熟市建设控制区布局示意图 

2.3.3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 

根据江苏省规划管理台帐梳理，截至2021年2月底，常熟市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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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归还规模为1402.8401公顷，尚需归还流量指标486.2899公顷，近

期实施方案新追加流量指标333.3333公顷（包括村庄规划专项流量指

标66.6666公顷），因此常熟市需归还流量指标总规模为819.6232公顷。

为进一步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未

来两年，常熟市将结合镇村布局规划和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

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力度，拟在2022年底归还全部流量指

标，其中镇村布局规划内拆迁撤并村拆旧面积700.0000公顷，产业用

地更新“双百”行动拆除旧工业旧工矿面积126.6667公顷，确保流量

指标按时归还。 
表2-8  常熟市近期实施方案规划流量指标归还计划表 

单位：公顷 

实施年份 
流量指标归还计划 

合计 
镇村布局规划内 
拆迁撤并村拆旧 

产业用地更新 
“双百”行动 

2021 年 433.3334  366.6667  66.6667  

2022 年 393.3333  333.3333  60.0000  

合计 826.6667  700.0000  126.6667  

2.4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常熟市近期实施方案结合交通水利相关行业专项规划，为保障

“十四五”近期暂时无法落地的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等各级重点

建设项目，将其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2.4.1 交通类项目保障情况 

“十四五”期间，常熟市积极打造“空铁水公”等形式多样、空

间协调、功能融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重点加强高速铁路、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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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城市快速路等交通干线和枢纽节点的建设，加速从交通节点城市

向枢纽门户城市跨越。重点保障苏南沿江铁路、通苏嘉甬铁路等国铁

干线建设，推进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无锡至太仓高

速公路无锡至苏州段、苏通第二和第三过江通道、通常高速、常熟西

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建设，实施广济路北延（常熟段）等区域间“断

头路”打通工程。 

2.4.2 水利类项目保障情况 

“十四五”期间，常熟市围绕绿色发展和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强

力推进打基础、管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完善

防洪除涝及供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防洪除涝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保障长江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及沿江闸站、望虞河拓浚及东岸堤

防险工应急加固，推进苏虞线（六里塘-申张线交口）、申张线东南段、

七鲇线、白茆塘、元和塘、徐六泾等河道整治，实施中心镇区河、翁

庄园区河流等河道疏浚工程。 

2.4.3 电力能源类项目保障情况 

围绕完善能源保障体系，系统布局建设电网设施，不断完善220

千伏、110千伏网状架构，新建江苏苏州南滃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江

苏苏州沈浜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项目，提升供电保障能力。同时，

进一步拓展天然气气源，完善长输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

电常熟燃气热电项目配套天然气管道、江苏沿海输气管道如东-常熟-

太仓段、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江苏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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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其他类项目保障情况 

除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类项目外，常熟市将着力保障古里粮库、

楔形绿地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 

2.5 与相关规划成果的衔接 

2.5.1 与“三条控制线”划定成果的衔接 

（1）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根据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常熟市行政辖区内生态保护红

线4条，包括江苏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江苏苏州常熟南湖省级湿地

公园、江苏苏州常熟滨江省级湿地公园、江苏虞山国家森林公园。 

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近期实施方案与评估调整

前后的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充分衔接，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不涉及

生态保护红线，对基础性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影响；从建设用地布局

变化来看，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禁止建设区。因此，近期实施方案符

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注重了各类土地用途分区和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布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推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确保现行规

划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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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与评估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图 

（2）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深入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方案与常熟市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充分衔接，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不涉及占用划定的永久农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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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新增建设用地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衔接图 

近期实施方案与永久基本农田试划方案进行衔接，新增城乡建设

用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试划方案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 

 
图2-6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与试划永久基本农田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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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方案衔接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

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提升空间品质

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开发区等。近期实施方案所有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试划范围内，共384个地块，总

面积345.5314公顷，其中有10.8862公顷为存量空间规模布局优化调整。 

《常熟市镇村布局规划（2019版）》在全市211个行政村（含涉农

社区）中的5111个现状自然村中确定1051个规划发展村庄。为进一步

促进乡村振兴，深入开展村庄美居“233”专项行动，实施“千村美

居”工程，统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等工作，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促进现代农业高效

发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近期实施方案在试划城镇开发边界外的规

划发展村庄共落实了91个地块，总面积6.8087公顷的新增建设用地，

其中有2.4426公顷为存量空间规模布局优化调整。主要用于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一二三产融合和农房建设等项目。其中乡村内部健身

广场、停车场、道路等基础设施10个地块，面积0.4556公顷；公墓、

居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6个地块，面积0.4193公顷；螺蛳湾休闲文化园、

欢乐田园、常来熟、梨花屯等一二三产融合项目45个地块，面积5.0903

公顷；农房建设项目30个地块，面积0.8435公顷。 
表2-10  试划开发边界外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情况表 

单位：个、公顷 

类型 地块个数 面积 

基础设施项目 10 0.4556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6 0.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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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地块个数 面积 

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45 5.0903 

农房建设项目 30 0.8435 

合计 91 6.8087 

 
图2-7  新增建设用地与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方案衔接图 

2.5.2 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1）试划城镇开发边界与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衔接 

常熟市结合城市（镇）总体规划、城镇发展定位、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城镇发展现状、城镇发展规模、城

镇空间格局等规划成果、评价分析成果和研究结论，以现状城镇建设

用地边界为基础，纳入周边已批未建用地、工业保障线用地，统筹考

虑预安置地块，并根据市域空间结构明确增量空间布局，将昆承湖、

尚湖及部分生态廊道纳入特别用途区内统筹管理，试划了城镇开发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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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镇建设区相比，

新增区域主要分布在常熟主城、四个产业园以及四个协作片，落实“一

心四片、双轴四园”的市域空间总体格局。 

 
图2-8  试划城镇开发边界与常熟市城市总体规划衔接图 

（2）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城市（镇）总体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与现行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新增

建设用地集中布置到主城和四大产业园区，与周边允许建设区集中连

片。近期实施方案新增城镇建设用地345.4907公顷，均位于《常熟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各镇总体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

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不涉及城市（镇）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

划强制性内容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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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试划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城市（镇）规划 
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情况表 

单位：个、公顷 

序号 
试划城镇开发边界内 符合的城市（镇）规划及控制性

详细规划名称 
批复文号 

地块个数 面积 

1 119 115.1281  
常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30） 
苏建函规〔2018〕846

号 

2 35 10.9334  
常熟市梅李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8〕32 号 

3 47 28.6770  
常熟市海虞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9〕94 号 

4 78 59.6346  
常熟市碧溪新区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7〕174 号 

5 13 31.6628  
常熟市古里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1〕38 号 

6 6 3.4226  
常熟市沙家浜镇总体规划（2006-

2020） 
苏政复〔2008〕36 号 

7 14 13.1885  
常熟市支塘镇总体规划（2011-

2030） 
常政复〔2017〕175 号 

8 10 10.5744  
常熟市董浜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7〕143 号 

9 26 16.2226  
常熟市尚湖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5〕108 号 

10 16 20.7984  
常熟市辛庄镇总体规划（2010-

2030） 
常政复〔2019〕63 号 

11 6 15.3955  
常熟市城铁片区核心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 
常政复〔2019〕156 号 

12 1 3.7264  
常熟市城铁片区（ZC-N-07、08、

09 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常政复〔2018〕92 号 

13 1 1.0013  
常熟市莫城街道莫城社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常政复〔2018〕151 号 

14 1 0.5760  
常熟市尚湖镇翁家庄村 342 省道

南侧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常政复〔2017〕126 号 

15 4 2.7519  
常熟市沙家浜镇办事处控制性详

细规划 
常政复〔2017〕123 号 

16 7 11.8380  
常熟市沙家浜镇中心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常政复〔2017〕122 号 

合计 384 345.53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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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常熟市城市总体规划衔接图 

2.5.3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与《常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交通、水利、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等相关规划充分衔接，有效保障了全市近期基础设施、民生工

程和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1）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与“十四五”规划目标、发展战略、空间格局与产

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衔接。一是落实“十四五”期

间产业发展体系，加大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支柱

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物流物贸、数字经济、氢燃料电

池五大重点产业以及智能货架、高端无纺、现代氟材料、玻璃模具四

大特色产业的用地保障，促进构建高质量发展特征更加鲜明的“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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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体系。二是重点保障“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围

绕提升城市能级，按照加快推进与长三角互联互通建设，全面接轨上

海的战略思路，优先通苏嘉甬铁路用地，统筹国省干线、高速公路用

地；三是优化全域国土空间资源布局，推动各板块均衡、协调、差异

化发展，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空间资源的综

合利用，促进形成“六美集大美，幸福新常熟”发展格局。 

（2）与交通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对交通用地按照“列清单、留通道、定规模”的方

式予以安排，优先保障“十三五”期间未完成的和“十四五”近期亟

需建设的交通项目用地需求。近期实施方案与《常熟市“十四五”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衔接，以打造常熟跨

越发展新引擎为目标，站位长三角、苏州市、常熟市，构建与经济社

会共生共长，内联外通、协同可靠、经济高效、融合创新、绿色智慧

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保障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

工程、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南通至安亭段）站后工程、通苏嘉铁路、

锡太高速公路等项目，落实其用地需求，有力支撑常熟综合实力继续

走在全国县域经济前列。 

（3）与水利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强化了与《常熟市“十四五”水务发展

规划》的衔接。为加快推进系统完善、安全可靠、城乡融合的基础设

施网络建设，确保防洪除涝、供水等水安全保障体系安全可靠，涉及

中心城区的水利项目通过布局允许建设区进行保障，其他项目通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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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的方式进行保障。近期实施方案重点保障了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

航道建设工程、七鲇线（白茆塘至东南大道）航道整治工程、七鲇线

（东南大道-申张线）航道整治工程、苏虞线（六里塘-申张线交口）

航道整治工程、申张线东南段航道整治工程等重要的水利工程。 

（4）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进行了充分衔接并征求生态

环境部门意见，结合正在开展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优化调整工作，除

部分无法搬迁退出的农村居民点新增用地和无法避让的基础设施涉

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外，严格控制调整后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以进一步保护生态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涉及生态管控区域的基础设施未开展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

建设活动，并严格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

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号）等

相关政策规定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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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与生态空间管控区衔接图 

（5）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衔接 

根据《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及《苏州市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确定常熟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优先保护单元17个，重点管控单元48个，一般管

控单元12个，实施分类管控。近期实施方案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不涉及

优先保护单元；涉及的重点管控单元，在近期方案实施过程中推进产

业布局优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

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涉及的一般管控单元，在近期方案实施过程中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加强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

常熟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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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保障措施 

3.1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扎实推进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划定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

地保障线，并将其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按照分类处置原则，逐步

退出保障线外工业用地，空间腾挪至保障线内，优化产业用地布局，

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产出效益，提升产业用地质量。 

持续推进“零地增长”、老旧工业区更新改造等举措。鼓励现有

工业企业在不增加用地指标的前提下，经过批准，在自有土地上实施

改建、扩建，增加生产和研发用的建筑，提高产出水平，增加产出效

益。 

3.2 加大流量指标归还 

加大建设用地复垦力度，确保流量指标按期归还。加快增减挂钩

项目的实施进度，充分分析影响复垦的各类因素，合理确定多划入一

定数量的建设控制区，确保流量及时足额归还。增减挂钩项目涉及自

然资源、财政、住建、审计等部门，实施周期较长，因此各部门应各

司其职对项目加强指导，为项目的审批手续办理开辟“绿色通道”。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明确项目验收要求、列出验收资料清单，方便施

工单位提前组织验收材料；财政、住建、审计等部门应根据职责分工

优先办理投资批复、建设方案审查和工程决算审计。 

3.3 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近期实施方案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在优化布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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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空间规模基础上，落实预支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追加流量指标

及“三条控制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刚性管控要求，新增城镇建设

用地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3.4 加强公众参与 

近期实施方案的制定采取多种渠道，扩大公众参与，听取群众意

见，增强近期实施方案的公开性、透明度及公众参与程度。过渡期地

块的选址综合考虑了相关部门及涉及群众的意见，得到群众的广泛参

与和支持。近期实施方案形成后，举行听证、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以提高规划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对方案主要内容进行广泛

宣传，提高全社会依法用地意识，增强对科学用地、节约用地、保护

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让公众了解规划并监督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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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年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量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49299.3200  49299.3200  0.0000  

  耕地面积 41912.6700  41912.67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0887.5100  40887.5100  0.0000  

园地面积 3221.2600  3221.2600  0.0000  

林地面积 744.9200  744.92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39668.5392  39741.8725  73.3333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4165.0392  34237.3838  72.3446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5625.3792  15964.3905  339.0113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5503.5000  5504.4887  0.9887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 830.0600  903.3933  73.333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43.8000  809.5125  65.7125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43.0600  591.0377  47.977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43.0600  591.0377  47.9777  

效率指标（平方米/人）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47  147  0  

其他指标（公顷）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2593.0700  2932.0813  339.0113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1889.1300  2155.7967  266.6667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66.6666 66.6666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126.1200  127.1087  0.9887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82.0078  1995.3450  -586.6628  

 
注：变化量=规划目标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规划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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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镇 
（街道） 

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规划流量

指标 
建设控制

区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义务 面积 耕地 面积 耕地 
建设用地总

量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工矿用

地 

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

设用地 
面积 

新增城乡

建设用地 

新增交通

水利及其

他用地 
占用耕地 

虞山镇 6138.2024  6068.1677  4460.0800  3894.9500  11257.7572  9473.2072  5914.4154  1784.5500  297.5000  261.0700  36.4300  194.4089  129  527.7059  235.4804 194.4089  

梅李镇 4102.9583  3777.5432  3447.6000  3207.5400  2773.3302  2437.3802  906.3772  335.9500  34.7774  25.6174  9.1600  23.0417  102  117.7561  206.6211 23.0417  

海虞镇 5058.6917  5022.2910  4237.8900  3875.6500  3412.7253  2866.3566  1080.7910  546.3687  80.6287  71.2500  9.3787  52.6270  103  204.3016  211.9682 52.6270  

碧溪街道 4407.9614  4245.7416  2829.8700  2579.6500  5763.7738  4985.1538  2737.2978  778.6200  166.7744  153.3844  13.3900  108.3372  249  365.6614  267.4158 108.3372  

古里镇 4935.5461  3808.5715  3840.4200  2801.5400  4005.0297  3416.7997  1744.5564  588.2300  142.9963  126.6863  16.3100  93.3843  286  307.0515  182.2891 93.3843  

沙家浜镇 3176.2522  941.6182  2439.0300  411.6000  1984.9956  1715.8956  813.0862  269.1000  42.8188  37.3288  5.4900  28.0046  182  162.1130  122.9450 28.0046  

支塘镇 7454.6864  5912.4443  6880.3200  5328.1900  2971.9727  2661.0127  851.1648  310.9600  57.0046  38.0346  18.9700  38.0017  179  140.7391  176.0138 38.0017  

董浜镇 3229.6217  3000.6453  2977.6300  2609.2500  1925.6270  1650.2870  602.6270  275.3400  24.4865  14.1265  10.3600  16.4838  127  90.6422  93.2874 16.4838  

尚湖镇 5761.8691  5406.8580  5100.6700  4699.2400  3074.4577  2776.9777  639.4387  297.4800  27.4074  23.2574  4.1500  17.9648  102  125.4818  182.6403 17.9648  

辛庄镇 5033.5307  3728.7893  4739.3900  3213.3100  2572.2033  2254.3133  674.6361  317.8900  28.9991  25.5291  3.4700  18.7837  109  114.3441  316.6839 18.7837  

合计 49299.3200  41912.6700  40952.9000  32620.9200  39741.8725  34237.3838  15964.3905  5504.4887  903.3933  776.2846  127.1087  591.0377  147  2155.7967  1995.3450 591.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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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204 国道常熟北段改线工程 改建 - 虞山镇 

205 国道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342 省道常熟段改扩建工程----342 省道西线

改线工程（建华~无锡) 改建 - 尚湖镇 

342 省道常熟段改扩建工程----青墩塘路快速

化改造工程 
改建 - 虞山镇、古里镇 

359 省道常熟段改扩建工程（锡太公路） 改建 - 
辛庄镇、虞山镇、沙家

浜镇、支塘镇 

604 省道常熟段（S308 至太仓交界）工程 新建 - 支塘镇、董浜镇、梅李

镇、碧溪街道 
G524 常熟安定至相城界快速化改造工程（苏

常线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 - 虞山镇、辛庄镇 

S227 老线改造工程 新建 - 虞山镇、辛庄镇 

S228（苏虞张公路）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

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S342 老线改扩建工程 改建 - 尚湖镇、虞山镇 

S342 省道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X106 县道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安置点保通路 新建 - 尚湖镇 

百福路 新建 - 梅李镇 

宝和路 新建 - 虞山镇 

碧白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碧海路 新建 - 虞山镇 

碧沙路 新建 - 梅李镇 

蔡家浜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草荡路东延 新建 - 沙家浜镇 

昌谷路 新建 - 梅李镇 

常海线（谢王路至常熟北互通）改建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常合高速常熟北互通迁建工程 改建 - 海虞镇 

常合高速新增支塘互通建设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常合高速支塘互通连接线工程 新建 - 董浜镇、支塘镇 

常浒河码头 新建 - 梅李镇 

常寄娄路 新建 - 虞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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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常昆路改造 改建 - 虞山镇 
常昆线（黄浦江路至锡太公路段）改扩建工

程 
扩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常隆路 新建 - 辛庄镇 

常梅线梅李集镇段改扩建工程 扩建 - 梅李镇 

常沙线（南三环～沙家浜互通）快速化改造

工程 改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常熟港普睿司曼海底电缆码头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港区进港航道三期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市通用机场建设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常熟市扬子江大道（徐六泾-通支线）改扩建

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物流国际产业园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台高速常熟东互通改扩建工程 改建 - 古里镇、董浜镇 

常台高速公路常熟东互通连接线工程（东南

大道东延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常台高速新增高新区互通建设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常相线（富强路南延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常昭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厂区路 新建 - 虞山镇 

朝阳路 新建 - 虞山镇 

朝阳南路 新建 - 支塘镇 

陈北路 新建 - 古里镇 

陈许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程家巷路 新建 - 辛庄镇 

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尚湖镇、辛庄

镇 
川泾路 新建 - 辛庄镇 

春霁路 新建 - 虞山镇 

春南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达海路 新建 - 海虞镇 

达海路公交首末站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达海路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大滃南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丁霸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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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丁兰路 新建 - 梅李镇 

东环路 新建 - 梅李镇 

东南大桥改造 改建 - 虞山镇 

东南海关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东片区横二路 新建 - 尚湖镇 

东片区横一路 新建 - 尚湖镇 

东片区纵四路 新建 - 尚湖镇 

东山路（北环线-联丰路） 新建 - 虞山镇 

东胜路 新建 - 支塘镇 

东银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东张码头 新建 - 碧溪街道 

二横路 新建 - 虞山镇 

方浜东方红木前道路 新建 - 虞山镇 

方圩路 新建 - 虞山镇 

福汇路 新建 - 支塘镇 

福茂路 新建 - 虞山镇 

福山公交停保场建设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福山南环路改移 改建 - 海虞镇 

福盛路 新建 - 虞山镇 

福支线梅李集镇段改造工程 新建 - 梅李镇 

复兴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富春江路改造（黄山路—武夷山路） 改建 - 古里镇 

富康路 新建 - 虞山镇 

高新区珠泾路（庐山路一银河路）改造工程 改建 - 古里镇 

古湫路 新建 - 支塘镇 

古里公路养护应急基地建设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古支线二期建设工程 新建 - 古里镇、支塘镇 

光明路改造（老 G204-G 新 204） 改建 - 虞山镇 

广达路 新建 - 支塘镇 

广济路北延（相城界-锡太公路）道路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广济路北延二期工程 新建 - 虞山镇、尚湖镇、辛庄

镇 
广润路 新建 - 支塘镇 



42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广通路 新建 - 支塘镇 

规划二路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二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环路（光明路-五新河路）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七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三路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三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规划四路 新建 - 虞山镇 

桂林路北延（宁波路-纬一路） 新建 - 虞山镇 

海丰路 新建 - 海虞镇 

海康路（东延） 新建 - 海虞镇 

海康路（西延） 新建 - 海虞镇 

海太过江通道 新建 - 碧溪街道、支塘镇 

海棠路北延 新建 - 海虞镇 

海阳泾路西 新建 - 海虞镇 

海虞北路 新建 - 虞山镇 

和甸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和莫路 新建 - 虞山镇 

河西路 新建 - 尚湖镇 

衡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红杨路 新建 - 古里镇 

湖山路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湖山南路 新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沪通铁路常熟站客运枢纽 新建 - 虞山镇 

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 扩建 - 
虞山镇、海虞镇、梅李

镇、董浜镇、支塘镇 
花港路(香山南路-三环路) 新建 - 虞山镇 

华联路 新建 - 梅李镇 

华青路西延 新建 - 董浜镇 

华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环湖路改造 改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黄浦江路东延二期 新建 - 虞山镇 

黄浦路 新建 - 虞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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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黄山北路保通道路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黄山路(白茆塘～黄浦江路)改造工程 改建 - 虞山镇、古里镇 

黄山路贯通 新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黄山路南延（黄浦江路至昆承快速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沙家浜镇 

黄香路 新建 - 梅李镇 

汇龙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慧周路南延 新建 - 海虞镇 

建业路西延（东山路-南通路） 新建 - 虞山镇 

江海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海路南延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海南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南大道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南大道南延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夏路 新建 - 梅李镇 

将军路 新建 - 梅李镇 

交通交管所养护中心 新建 - 沙家浜镇 

捷豹二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金达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金甸路（元和路-大坝桥路） 新建 - 虞山镇 

金泾塘作业区港口开发公司码头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金泾塘作业区泰达汽车物流码头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金麟路改扩建工程 扩建 - 虞山镇 

金龙路 新建 - 虞山镇 

金门路改造 改建 - 虞山镇 

金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金山苑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金兴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金虞路北段 新建 - 古里镇 

锦江路 新建 - 梅李镇 

经三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经四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经一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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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静海路 新建 - 虞山镇 

开元大道东延建设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梅李镇、古

里镇、虞山镇 
昆承路 新建 - 虞山镇 

李白路 新建 - 古里镇 

李闸路 新建 - 虞山镇 

里浜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连登路 新建 - 虞山镇 

联丰路（珠海路-苏州路 ） 新建 - 虞山镇 

联丰路工程（南海路-南沙路） 新建 - 虞山镇 

练塘集镇横二路 新建 - 尚湖镇 

柳州路北延（苏州-纬一路） 新建 - 虞山镇 

龙墩路 新建 - 海虞镇 

龙腾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龙腾南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隆庆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芦福沙东路 新建 - 海虞镇 

庐山路 新建 - 古里镇 

庐山路改扩建工程 扩建 - 古里镇、沙家浜镇 

庐山路综合改造 新建 - 古里镇、沙家浜镇 

马泾路 新建 - 虞山镇 

马桥东路延伸段 新建 - 碧溪街道 

梅碧路 新建 - 梅李镇 

梅塘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孟宗路 新建 - 梅李镇 

淼旺路 新建 - 古里镇 

明晶公交站 新建 - 虞山镇 

莫干路改建工程 改建 - 虞山镇 

莫门路 新建 - 虞山镇 

南浜路 新建 - 虞山镇 

南浜路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南部新城交通枢纽 新建 - 沙家浜镇 

南丰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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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南海路改造（深圳路-联丰路） 改建 - 虞山镇 

南横泾路新建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南湖路 新建 - 尚湖镇 

南环路东延 新建 - 沙家浜镇 

南沙路（北环线-深圳路） 新建 - 虞山镇 

南沙路涉铁通道 新建 - 虞山镇 

南溪北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宁波路（柳州路-三亚路） 新建 - 虞山镇 

盘龙路 新建 - 虞山镇 

浦开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七鲇线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 古里镇、沙家浜镇 

琴川大道 新建 - 虞山镇 

琴川大道（龙腾路—昭文路） 新建 - 虞山镇 

青年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清水路 新建 - 梅李镇 

渠中路(新世纪大道-三环路) 新建 - 虞山镇 

全港路 新建 - 虞山镇 

泉兴路 新建 - 古里镇 

泉展路 新建 - 古里镇 

群蜂路南延伸 新建 - 虞山镇 

人民路 新建 - 梅李镇 

任昆路改扩建工程 改建 - 支塘镇 

日照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三环路高架养护站场建设 新建 - 虞山镇 
三环路快速化通道连接线工程（东三环－新

世纪大道） 新建 - 虞山镇 

沙洞线北延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沙家浜风景区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沙家浜客运站建设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沙家浜路公交换乘站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沙蠡线沙家浜集镇段改扩建工程 扩建 - 沙家浜镇 

沙阳线（暨澄林路北延） 改建 - 沙家浜镇 

尚湖大道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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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尚湖大道复线道路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虞山镇 

申张线航道常熟段整治工程 新建 - 虞山镇、尚湖镇、辛庄

镇、沙家浜镇 
深圳路（海虞北路-东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沈青路 新建 - 虞山镇 

沈张线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沈张线张桥集镇段改扩建工程 扩建 - 辛庄镇 

市政道路养护场 新建 - 虞山镇 

书院路 新建 - 梅李镇 

双虹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双忠路扩建 扩建 - 虞山镇 

顺周路 新建 - 海虞镇 

四海路改造工程 改建 - 碧溪街道 

苏浜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苏东路 新建 - 虞山镇 

苏通第二过江通 新建  虞山镇、海虞镇 

苏虞横一路 新建 - 海虞镇 

苏州路东延（南海路-海虞北路）  新建 - 虞山路 

苏州路东延（南海路-南沙路） 新建 - 虞山镇 

苏州路公交首末站地块 新建 - 虞山镇 

苏州-张家港快速通道 新建 - 尚湖镇、辛庄镇 

台山路东延（跨福山塘接黄埔路） 新建 - 虞山镇 

台山路工程（南海路-南沙路） 新建 - 虞山镇 

台山路西延（常青河-三亚路） 新建 - 虞山路 

台山路西延（常青河-兴建路） 新建 - 虞山镇 

台山南路 新建 - 虞山镇 

太尉路 新建 - 海虞镇 

泰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泰山路北延（衡山路—泰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泰州路（珠海路-新华路） 新建 - 虞山镇 

唐黄路 新建 - 虞山镇 

天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天字南路 新建 - 梅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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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通常高速白茆至何市段 新建 - 古里镇、支塘镇 

通港路养护工区 新建 - 梅李镇 

通江路改扩建工程 扩建 - 碧溪街道、梅李镇 

通莲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通苏嘉铁路常熟西站 新建 - 尚湖镇 

通苏嘉甬城际铁路常熟西站客运枢纽 新建 - 尚湖镇 

通苏嘉甬铁路常熟西站枢纽配套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通苏嘉甬铁路常熟西站枢纽连接线工程（西

三环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 - 尚湖镇、虞山镇 

通塘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万丰南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王金路 新建 - 尚湖镇 

王冶路道路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纬六路 新建 - 梅李镇 

纬三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纬四路（扬子江大道）改建工程 改建 - 碧溪街道 

纬一路（常福街道） 新建 - 虞山镇 

纬一路（支塘镇） 新建 - 支塘镇 

纬一路道路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文学街东延 新建 - 古里镇 

翁家庄园区永林路 新建 - 尚湖镇 

翁家庄园区永盛路 新建 - 尚湖镇 

翁庄园区道路 新建 - 尚湖镇 

无锡至太仓高速公路无锡至苏州段 新建 - 辛庄镇 

五新河路（光明路-规划环路） 新建 - 虞山镇 

五新路（阳光大道-朝阳路） 新建 - 虞山镇 

武夷山南路 新建 - 古里镇 

西环路 新建 - 支塘镇 

西环路（沙家浜镇） 新建 - 沙家浜镇 

西环路南延（中心河路-西南公路） 新建 - 虞山镇 

西南公路 新建 - 虞山镇 

锡东路 新建 - 虞山镇 

锡太公路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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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香桥路 新建 - 海虞镇 

香园路改扩建工程 扩建 - 沙家浜镇 

香园西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小五新路 新建 - 虞山镇 

谢桥大街扩建 扩建 - 虞山镇 

谢寺路下穿铁路段 新建 - 虞山镇 

辛渭线辛庄集镇段改扩建工程 扩建 - 辛庄镇 
辛羊线东延接 S227 道路工程（S227-羊辛线

连接线） 新建 - 辛庄镇 

新风东路 新建 - 支塘镇 

新风路 新建 - 支塘镇 

新华路（台山路-北三环） 新建 - 虞山镇 

新华路（台山路-泰州路） 新建 - 虞山镇 

新建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常熟段） 新建 - 
董浜镇、海虞镇、梅李

镇、虞山镇、支塘镇、

古里镇 
新建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苏州段站后工程补

征用地 新建 - 支塘镇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南通至安亭段）补征

用地 
新建 - 虞山镇 

新建铁路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铁路苏州

段 新建 - 
虞山镇、尚湖镇、辛庄

镇 
新茂路 新建 - 虞山镇 

新胜路（阳光大道-五新河） 新建 - 虞山镇 

新世纪大道北延养护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星安路南延 新建 - 董浜镇 

星光路 新建 - 虞山镇 

星湖路 新建 - 辛庄镇 

兴建路工程（北三环-深圳路） 新建 - 虞山镇 

兴隆路 新建 - 海虞镇、古里镇 

兴庆路改造及望江大道（沿江一级公路—兴

庆路） 改建 - 碧溪街道 

兴盛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兴周路 新建 - 海虞镇 

徐碧路 新建 - 梅李镇 

徐周路 新建 - 董浜镇 



49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压顾线无锡界段改扩建工程 扩建 - 尚湖镇 

压路机公交首末站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沿江高速常熟段扩容工程 扩建 - 支塘镇、董浜镇、梅李

镇、海虞镇、虞山镇 
沿江高速新增大义互通及连接线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沿江高速新增大义互通连接线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燕泾路东延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扬子江大道、同济路道路合并改造 改建 - 碧溪街道 

阳澄北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杨木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义虞路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羿家东路 新建 - 虞山镇 

羿家路 新建 - 虞山镇 

银桂路 新建 - 古里镇 

银海路改造（大滃江—黄浦江路） 新建 - 古里镇 

银通路改造（香江路—黄浦江路） 新建 - 古里镇 

银通路改造（珠泾路—富春江路） 新建 - 古里镇 

银湾路 新建 - 虞山镇 

银溪路(渠中路-花港路) 新建 - 虞山镇 

银杏路西段扩建 扩建 - 虞山镇 

迎宾路 新建 - 沙家浜镇 

永嘉南路 新建 - 碧溪街道 

永平路 新建 - 尚湖镇 

永升（安）路 新建 - 尚湖镇 

永欣路西段 新建 - 沙家浜镇 

永欣路延伸 新建 - 沙家浜镇 

永业路 新建 - 尚湖镇 

友谊路 新建 - 支塘镇 

渔丰路 新建 - 虞山镇 

虞东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新建 - 虞山镇、古里镇、董浜

镇、碧溪街道 
虞王公路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虞王公路建设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虞新线（沙蠡线）道路改造工程 改建 - 沙家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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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园区公交站 新建 - 虞山镇 

月河路 新建 - 梅李镇 

云海路 新建 - 虞山镇 

站二路 新建 - 虞山镇 

站前路 新建 - 虞山镇 

站一路 新建 - 虞山镇 

张桥公交停保场建设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长安路 新建 - 辛庄镇 

长浜路 新建 - 虞山镇 

长浜路改造工程 扩建 - 虞山镇 

长江路东延 扩建 - 虞山镇 

长江路东延支路 新建 - 虞山镇 

昭泾路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镇南路 新建 - 古里镇 

支川东路 新建 - 支塘镇 

支董线 新建 - 支塘镇 

支董线延伸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支董线延伸段一期（淦昌路-黄泾河）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支何公路延伸段建设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支何公路延伸段一期（东胜路-支董线）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支塘~董浜连接线工程 新建 - 支塘镇、董浜镇 

智周路南延 新建 - 海虞镇 

中发路 新建 - 尚湖镇 

中环路西延 新建 - 沙家浜镇 

中心镇区横三路 新建 - 尚湖镇 

中兴南路 新建 - 尚湖镇 

忠欣路北延 新建 - 虞山镇 

钟山路 新建 - 虞山镇 

珠海路改造（北三环-苏州路） 改建 - 虞山镇 

紫霞中心路 新建 - 古里镇 

自动化产业园道路 新建 - 古里镇、沙家浜镇 

纵三路 新建 - 虞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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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纵一路（苏东路-锡太公路） 新建 - 虞山镇 

纵一路（新茂路-宝和路） 新建 - 虞山镇 

2021 年市级河道生态美丽河湖建设--七浦塘

美丽河道建设工程（歧泾北排涝站） 新建 - 支塘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常浒河沿线防汛

提升项目（角里闸站） 
新建 - 梅李镇、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常浒河沿线防汛

提升项目（油麻泾北闸站）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常浒河沿线防汛

提升项目（油麻泾南闸）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常浒河沿线防汛

提升项目（赵家桥闸）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青墩塘沿线闸站

改建工程（东港南闸）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青墩塘沿线闸站

改建工程（清水江北闸站）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青墩塘沿线闸站

改建工程（西港南闸站） 
新建 - 古里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元和塘沿线泵站

改建工程（北塘河泵站） 新建 - 尚湖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元和塘沿线泵站

改建工程（东项排涝站） 
新建 - 辛庄镇 

2021 年市级河道整治工程--元和塘沿线泵站

改建工程（辛庄永丰闸站） 新建 - 辛庄镇 

八字桥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白古河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白茆塘整治工程 新建 - 
古里镇、支塘镇、碧溪

街道 
白泥滃排涝站 新建 - 虞山镇 

滨江自来水厂深度处理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工

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市畅流活水北环河工程颜荡泾整治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城区控制建筑物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一期项目—虞山镇泵站

（青墩塘枢纽）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常熟市虞山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常熟市长江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城东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城区防洪与水环境整治一期工程--海洋泾闸 新建 - 虞山镇 

城铁片区水系整治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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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穿越通苏嘉甬铁路段航道建设工程 新建 - 尚湖镇、辛庄镇 

东区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高新区消防取水码头 新建 - 虞山镇、古里镇、沙家

浜镇 
耿泾塘整治工程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荷家站涵 新建 - 古里镇 

红旗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洪洞水质净化厂 新建 - 梅李镇 

黄山路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金泾塘综合治理工程 新建 - 古里镇、董浜镇 

科技城排涝站 新建 - 虞山镇 

昆承排涝站 新建 - 虞山镇 

雷盆滃排涝站 新建 - 虞山镇 

理工排涝站 新建 - 虞山镇 

龙腾片区水系整治 新建 - 虞山镇、海虞镇 

麦芝西柏周边区域水系整治 新建 - 虞山镇 

南部新城北区块水利 新建 - 虞山镇 

藕渠片区水系整治 新建 - 虞山镇 

七鲇线（白茆塘至东南大道）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七鲇线（东南大道-申张线）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 古里镇、沙家浜镇 

琴东村控制闸 新建 - 古里镇 

琴东村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申张线东南段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苏峰站涵 新建 - 虞山镇 

苏虞线（六里塘-申张线交口）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天安排涝站 新建 - 沙家浜镇 

望虞河除险加固工程 扩建 - 尚湖镇 

望虞河扩大工程（常熟段） 扩建 - 
虞山镇、辛庄镇、海虞

镇 

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常熟段） 新建 - 虞山镇、尚湖镇、海虞

镇、辛庄镇 
纬一河（常青河-望虞河） 新建 - 虞山镇 

西湾站涵 新建 - 古里镇 

溪沿排涝站 新建 - 沙家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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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小桥港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新华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徐六泾整治工程 新建 - 古里镇、梅李镇、碧溪

街道 
羿家滃站涵 新建 - 虞山镇 

元和塘常熟段整治工程 新建 - 虞山镇、辛庄镇 

长春排涝站 新建 - 古里镇 

长春站涵 新建 - 古里镇 

长江岸线保护修复 新建 - 碧溪街道 

长江河势控导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长江主江堤控制建筑物徐六泾江边枢纽工程

（水利部灾后重建工程、长江堤防能力提升

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唐字号河 新建 - 尚湖镇 

走马塘拓浚延伸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220 千伏昭文（常熟东）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古里镇 

常熟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新建 - 碧溪街道 

常熟市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龚家圩天然气站 新建 - 虞山镇 

国道旁天然气互通站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沿海输气管道如东-常熟-太仓段 新建 - 董浜镇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新建 - 虞山镇 

支梅线天然气加压站 新建 - 董浜镇 

中电常熟燃机热电联产项目配套天然气管道

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江苏段 新建 - 碧溪街道 

1000 千伏苏州特高压过江 GIL 管廊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虞城（姑苏）换流站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江苏苏州±500 千伏苏州北直流输变电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苏苏州宝辰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江苏苏州崇文 22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江苏苏州道院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梅李镇 

江苏苏州丁薛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江苏苏州驸马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梅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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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位置（到乡镇） 

江苏苏州河口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江苏苏州红豆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江苏苏州红菱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江苏苏州蒋巷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江苏苏州聚沙 22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梅李镇 

江苏苏州康博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江苏苏州郎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江苏苏州庐山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江苏苏州梦兰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南沙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江苏苏州南滃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江苏苏州南滃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沙家浜镇 

江苏苏州平湖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江苏苏州青州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渠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三和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沈浜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辛庄镇 

江苏苏州塘口 22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铁黄沙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江苏苏州王市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江苏苏州王庄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江苏苏州望海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苏苏州维摩 22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江苏苏州新港 22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碧溪街道 

江苏苏州兴隆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阳桥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江苏苏州冶塘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江苏苏州永红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江苏苏州寨角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梅李镇 

江苏苏州昭文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支塘镇 

翁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尚湖镇 

肖桥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海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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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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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220 千伏同和变电站 新建 - 古里镇 

雪沟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董浜镇 

虞北电力应急中心 新建 - 虞山镇 

元和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中电常熟燃气热电联产工程 新建 - 古里镇 

生活固废终端处置场项目 新建 - 海虞镇 

梅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 新建 - 梅李镇 

古里粮库 新建 - 古里镇 
华诚沿江国际物流（苏州）有限公司物流中

转中心项目 
新建 - 碧溪街道 

楔形绿地工程 新建 - 虞山镇 

异地重建 2.0 万吨海虞粮库 新建 - 海虞镇 

异地重建 2.5 万吨支塘粮库 新建 - 支塘镇 

合计 - 127.1087 - 

 
注：按照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56 

附图 

1、常熟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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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苏州市下达预支指标的文件。 

2、听证公告、听证笔录及纪要。 

3、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4、不涉及已经批准或变更的建设用地调出允许建设区的说明。 

5、不涉及违法用地的说明。 

6、现行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及图件。 

7、苏州市和常熟市征求各部门反馈意见及落实情况说明。 

8、《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规划流

量指标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1号）。 

9、《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准苏州市所辖市（区）国土空间规

划近期实施方案的请示》（苏府呈〔2021〕16号）。 

10、《常熟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常熟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

的请示》（常政呈〔202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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