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11日，省长蓝佛安主持

召开省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规划范围：经济区涉及太原市尖草坪区、杏花岭区、迎泽区、万柏林区、古

交市、阳曲县6县（市、区），忻州市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繁峙县、代县、

五台县6县（市、区），共12县（市、区）的部分区域。涉及县（市、区）国土

面积共计1.68万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1-2025年，远期为

2026-2035年。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 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精准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雄安新区建设 ，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努力建设山西中部城市

群发展北引擎、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 服务构建全省

‘一群两区三圈’区域发展新布局”总体要求 ， 加强顶层设

计和空间战略引导 ， 全方位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高质量发

展。



定位与目标

高质量发展新示范

对外开放新通道
提升太原、忻州等综合交通枢纽服务功能，发展枢纽经济

建设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集聚区和高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打造数据流量谷，以数字经济助力对外开放

加快建设雄安新区清洁能源外送通道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打造高品质生态标杆，为全省提供先行示范

构建太忻科创走廊，探索产业创新载体的多元形式与灵活组织模式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区域文化为纽带，全力构建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典范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序引导开发建设，形成集约紧凑的组团式布局

着重在城乡人居品质提升、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文化传承、产城融合等方面率先突破

塑造适应未来生活方式的人居环境典范

生态文化优势转化新标杆
深度融合生态保护、人文历史与产业发展，以文化旅游为引擎助推经济转型

打造成为“生态+”“文化+”国土空间价值转化新标杆

总体定位

跨流域协同治理新样板
统筹推进汾河流域、滹沱河流域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系统治理

建立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协调机制

实现汾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探索跨流域生态补偿

建设水清、河畅、岸绿的生态水网



总体目标

开发格局更具高效

到2025年，“一核双轴多组团”

开发格局基本形成，与京津冀合作交

流的平台和通道布局进一步完善和升

级，全面实现经济区“三年成型、五

年成势”。

到2035年，“一核双轴多组团”

开发格局全面形成，建成全省融入京

津冀和服务雄安新区重要走廊、中部

城市群发展隆起地。

生态人文更具亮色

到2025年，“两屏四廊多区块”

生态保护格局基本形成，跨区域跨流

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能力显著提升。

到2035年，“两屏四廊多区块”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建成世界级旅游康养目的地。

资源利用更加集约

到2025年，水、土地、能源和矿

产资源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综合交通

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善，

防灾减灾体系更加健全。

到2035年，建成集约、绿色、低

碳、循环的资源利用体系。

人居空间更具品质

到2025年，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

覆盖率大幅提升；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建设成效显著。

到2035年，基本建成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

的美丽家园。



聚核育轴1

战略重点

精明增长：严守城

镇开发边界，采用集约

紧凑的组团式空间组织

模式，避免无序蔓延。

育轴：增强雄忻高

铁和108国道发展轴

要素集聚能力。

聚核：建设太原成

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忻州成为开放发

展前沿城市。

筑屏通廊2
绿色低碳：坚持绿色

发展，以生态环境高标准倒

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

实施产业负面清单管理。

通廊：以河流水系保

护为支撑构建联动区域

的生态廊道体系。

筑屏：强化恒山-

云中山、五台山-系

舟山为主体的两大

生态屏障带保护。

内通外联3

外联：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承

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京津冀“特

”“优”农产品供应基地、京津冀

旅游康养目的地。

内通：全方位拓展与山西转型综改

示范区的分工合作，建立与山西中部

城市群其他县（市、区）和三大城镇

圈多层次、多形式对接机制。

提质惠民4

惠民：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

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安全韧性、功

能复合的城乡生活圈。

提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塑造高

品质城乡人居环境。



构建“一核双轴多组团”开发格局

聚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统筹空间格局

“一核”

以省会城市太原为核心，引领

带动忻州与太原、雄安新区相

向发展。

“双轴”

以雄忻高铁、108国道沿线为

双主轴，构筑融入京津冀（雄

安新区）的大通道。

“多组团”

打造形成繁峙-代县-五台、忻

府-定襄-原平、尖草坪-阳曲-

古交、杏花岭-迎泽-万柏林4

个城镇组团。



维育“两屏四廊多区块”保护格局

擦 亮 最 美 生 态 底 色

“两屏”

恒山-云中山、五台山-系

舟山为主体的两大生态屏

障带，构建和巩固区域生

态屏障。

“四廊”

滹沱河、牧马河、清水河

和汾河为主体的四条生态

廊道，形成联通山水、功

能复合的绿色生态廊道网

络。

“多区块”

涵盖五台山草甸自然保护

区等5个自然保护区，雁门

关省级草原自然公园等22

个自然公园。



建设全国一流、开放的太忻科创走廊

充分发挥毗邻京津冀（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打造太忻科创

走廊。以高新技术企业总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新孵化与中

试基地等为极核，在经济区范围内形成以研发园区、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产业类特色小镇、产业园区为主要空间形式的创新集聚区，

实现“研发-中试-量产”板块有序组合，在全省率先实现重点产业

集群中试基地全覆盖。

建设高能级产业集聚区



建设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一核”即太原城区，致力于打

造生态、智慧、高品质的全国现

代服务功能区样板。

“两极”即忻府区、阳曲县综合型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

展水平，重点打造现代物流集聚区。

“多点”即包括各县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现代物流园等

多处特色型服务节点。

“一核”

“两极”

“多点”



强化经济区内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的提档升级与融合发展，

推进关联产业的集群建设和高效互动，着力构筑太原产业首脑-忻州落地承载的

分工格局，共建京津冀（雄安新区）产业转移承接区。

建设高能级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地

加强文旅资源整体开发利用，加快打

造由城镇发展主轴串联形成北起五台山南

至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的生态文旅走

廊，重点发展太原、忻府两大文旅康养集

聚片区，完善太原市中心城区和忻州市中

心城区两大综合旅游集散中心功能，提升

代县和五台山两大旅游集散核服务能力。

系统保护长城、五台山2处世界

遗产，太原、代县2个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阳明堡镇等3个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青龙镇村等15个中国传统村落，

王东社村等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111个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太

原兵工厂工业遗产等历史文化遗产。

建设世界级旅游康养目的地



在园区规划建设、吸引入驻上优先支持“专精特新”和“小巨人”

企业，特别对省级、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在用地、用气、用电、创新、

融资等方面优先提供支持保障，着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助推企业做优

做强做大，加快成为领跑园区经济发展的“先锋者”。

建设“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聚区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好滹沱河河谷盆地等集中连片的优质

稳定耕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依托阳曲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区、五台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中国杂粮之都”产业融合园区、

太原粮食物流园区等平台，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建设面向京津冀

（雄安新区）“特”“优”农产品供应基地。

建设面向京津冀“特”“优”农产品供应基地



强化产业政策引导与产业空间管控

强化经济区各板块产业功能定位引导和产业负面清单管理，因地制宜引

导和约束各板块发展，严控“两高”项目准入，推进经济区产业结构调整和

存量空间盘活，加快产能和生产模式转换，保障主导产业发展空间。（下表

仅以大盂板块和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板块为例）

板

块

现状

产业

基础

规划

主导

产业

板块

功能定位
准入条件 负面清单

五

台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板

块

旅游

和服

务接

待、

食品

加工

文化

旅游、

现代

服务

业和

特色

食品

加工

以文化旅

游为主导，

打造国际

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

地和世界

级旅游康

养目的地

1.与本区域发展规

划相协调的文化旅

游等相关领域的项

目

2.符合五台山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的

项目

1.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产业

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

2.禁止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

年本）》的禁止准入类事项

3.禁止准入不符合《山西省风景名胜区

条例》和《山西省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环

境保护条例》要求的项目

4.限制对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景点环境和

各类保护区有损害的一切生产、开发建

设活动

板

块

现状

产业

基础

规划

主导

产业

板块

功能定位
准入条件 负面清单

大

盂

板

块

水泥、

食品、

新能

源

（燃

气）

新材

料、

现代

服务

业、

先进

制造

业

以新材料、

新能源、

现代物流、

先进制造

业为主导，

太原市向

北与忻州

市协同发

展的前沿

阵地

1.与片区功能定位

一致的低能耗、

低水耗、低污染、

低风险的高新技

术产业项目

2.清洁生产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的项

目

3.片区配套公共设

施项目有利于形

成产业相互配套、

循环产业链的项

目

1.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产

业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

项目

2.禁止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0年本）》的禁止准入类事项

3.不符合太原市“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管控要求的项目

4.严控“两高”项目准入，严禁新增

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玻璃、

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产能，涉及

关小上大、转型升级、民生保障等项

目除外

5.禁止准入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的生产、

仓储、物流配送等项目



建设高效快捷的轨道交通系统

建设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打造畅通便捷的道路交通系统

建设集成转换新一代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构建轨道、公路、公交三网融合多层次绿色交通系统，加强道路与轨道

顺畅连通，支持轨道站点和客运枢纽周边用地综合开发，建设枢纽经济区。

加快雄忻高速铁路、集大原高

速铁路、太原铁路枢纽东环阳曲西-

太原南段高速铁路、太原至五台轻

轨以及太原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

二期、3号线建设，谋划研究开通太

原至忻州城际铁路班车及市域（郊）

列车。

加强区域道路内外联系能力，

推进新乐至忻州（山西段）、古交

至娄烦至方山、繁峙至五台、太原

西北二环、青银二广高速公路太原

联络线等高速公路和国道108、208

一级公路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

完善经济区内道路布局与等级级配，

待太原西北二环建成后，太原绕城

高速改造为城市快速路。



建设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加快区域内供水能力提升工程建

设，重点抓好万家寨引黄工程联结段、

万家寨引黄南干线与滹沱河连通、坪

上应急水源和经济区滹沱河供水等重

大水资源配置工程。

统筹布局供水、电力、能源等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持续加快区域能源供给体系和电力外送通道建设，不断完善内部500千

伏电网主网架构的同时，加快建设一批生态友好、条件成熟、指标优越的

抽水蓄能电站，因地制宜发展风光蓄多能互补基地。加快油气管网建设，

加大古交煤层气综合利用力度，增强太原都市区储气调峰能力，依托一系

列能源岛项目，持续提升清洁供暖水平。



科学谋划启动区

核心区空间范围初步方案

围绕经济区“三年成型、五年成势、十

年成城”的总体建设目标，考虑到经济区核

心区主要进行城镇产业开发，核心区范围重

点结合各县（市、区）开发区设立情况、城

镇开发边界初步方案以及经济区产业布局意

图等因素确定。

启动区空间范围初步方案

围绕经济区“三年成型”的分阶段建设目

标，按照经济区各县（市、区）同步启动、协

同发展的建设思路，综合考虑区位条件、土地

资源条件、建设条件、对经济区后续建设的影

响等因素，初步确定在阳曲县大盂镇、阳曲县

东黄水镇及周边、忻州经济开发区、太原中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拓展区、原平经济技术开

发区、五台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核心区、五台

县石咀镇、拟设古交经济技术开发区、定襄经

济技术开发区、代县产业园区和繁峙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区域先行启动建设。



组织保障

强化要素保障

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对区域

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等重大项目，优先保障土地供应，探索混合产业

用地供给和点状供地模式，允许不同产业用地类

型依法合理转换。

加大舆论宣传

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及时宣

传报道，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

社会关心、支持和主动参与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

良好氛围。

加强组织协调

构建“领导小组决策统筹、省发展促进中心

统筹协调、两地运营中心组织落实、省直有关部

门(单位)对口指导、分管市领导协调调度、专项

合作组对接联动、市级部门和县(市、区)主体推

进”的工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