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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城市总体规划（2020-2035） 

（公示稿） 

 

一、规划修编背景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城市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

城市规划的指示批示精神。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三师图木舒克市的发展要求 

（三）贯彻落实兵团党委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在城

市发展上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 

二、规划纲要主要内容 

（一）现行规划情况 

1.现行规划批准时间及范围 

现行规划 2013 年编制，2014 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新

政函〔2014〕51 号）。市域面积 1914.91 平方公里，规划期末（2030

年），城市规划区面积 101.22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

模控制在 26.18 平方公里，市域人口达到 34 万人，中心城区人

口达到 17.5 万人。 

2.基本情况 

2019 年末，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师域总规模 8118 平方公里，

分为前进、喀什、小海子三大垦区，下辖三个街道和 16 个团镇，

师域总人口 27.01 万人。师域现状城乡建设用地约 11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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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图木舒克市域总规模 3623.91 平方公里，总人

口 25.89 万人。师域和市域尚未完全实现师市合一。 

2019 年末，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达 23 平方公里，人

口 6.1 万人。下辖三个街道：前海街道、锦绣街道、永安坝街道。 

3.规划修编必要性 

（1）城市定位要求发生重大变化。 

（2）城市规划范围发生重大变化。2019 年增加 7 个建制镇

后，师域规划面积由 1914.91 平方公里增至 3623.91 平方公里，

全部建镇实现“师市合一”后，将增至 8118 平方公里。 

（3）城市发展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城区建设用地即将饱和，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与师市的快速发展不能很好匹配，

城市规划亟需与师市“十四五”发展规划进行衔接。 

（4）城市交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唐王城机场已于 2018

年底通航，图木舒克铁路即将通车运营。城市规划需要与未来公

路、铁路规划建设衔接。 

（二）规划的主要要素 

1.规划范围。此次规划修编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市域

范围按照“师市合一”，与师域范围保持一致，面积 8118 平方

公里。中心城区范围北起规划铁路，南至达坂山工业园，西起达

坂山、马帝山，东至规划外环路，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 

2.城市定位 

在规划期内将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建设成为南疆区域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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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打造南疆之心、军垦古城、丝路绿洲。 

3.发展战略：全面贯彻开放、创新、协调、绿色、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五个坚持”统领师市城镇建设全局工作。 

(1)坚持创新引领，加快产业发展； 

(2)坚持地级标准，提升城市品质； 

(3)坚持交通先行，实现互联互通； 

(4)坚持绿色发展，履行卫士使命； 

(5)坚持兵地融合，促进区域协调。 

4.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1）市域城镇格局 

构建“一主三副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 

一主：以图木舒克市中心城区作为师市发展的核心； 

三副：以 41 团草湖镇、45 团前海镇、54 团兴安镇作为师市

副中心城镇； 

多节点：把其他 12 个团镇作为城镇发展节点。 

（2）重点团镇 

①41 团草湖镇 

发展定位：融合示范、产业高地、花园城市。 

建设规模：2035 年人口达到 12-15 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25km²，实行全域城市化。 

②45 团前海镇 

发展定位：绿洲城市、枢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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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2035 年人口达到 10-12 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27 

km2。 

③54 团兴安镇 

发展定位：生态示范、军垦新城。 

建设规模：2035 年人口达到 4 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6km²。 

5.市域总规模。8118 km²。 

6.市域总人口。规划 2025 年市域总人口 40 万人，2035 年市

域总人口 85 万人。 

7.市域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近期（2025 年）达到 160

平方公里，远期（2035 年）预计达到 255 平方公里。 

8.中心城区规模。规划近期（2025 年）预计达到 50 平方公

里，远期（2035 年）预计达到 121 平方公里。 

9.中心城区人口规模。2025 年预计达到 15 万人，2035 年预

计达到 40 万人。 

10.中心城区规划策略。  

重点打造 “一核双轴四区”，形如雄鹰展翅高飞。体现中华

文化、汉唐风韵、兵团特色。 

一核：中央活力区。 

横轴：夏可河生态休闲轴。沿夏可河生态空间嵌入布局文化、

休闲、商业等公共设施，提升滨水空间活力。突出生态、文化、

自然的人本情怀。 

纵轴：唐王城路功能集聚轴。北接唐王城历史原点，纵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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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城区、南部新城，南接达坂山工业园。突出历史、现在、未来

的时空关照。 

四区：生态区、生活区、生产区、文教区。 

11.产业发展定位。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坚持“引人聚人、补链强链、合作开放、兵地融合”四大导向, 

构建“1+2+3+X”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产：发挥资源禀赋特色优势，打造农牧生产品牌化特色农

业。形成“两核、两翼、四区、八大基地”农业发展格局。 

二产：重点建设 2 个核心产业园：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唐

王城经开区；重点发展 3 个重点产业园：草湖工业园区、前海工

业园区、兴安工业园区；依托农副资源优势，重点打造 N 个团

镇工业节点。 

三产：重点提升科技创新、高端服务能力，加快发展商贸物

流、职业教育、文化创意、现代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推

进商贸向中心城镇集聚，推进现代物流向枢纽集聚，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 

产城融合：重点推进中心城区北部城区、南部城区与唐王城

工业园、达坂山工业园、临空产业园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前海产

业园与前海镇、棉丰镇，草湖产业园与草湖镇的产城融合发展。 

12.水资源承载力。大力推进农业节水，通过优化用水结构，

退减耕地灌溉面积，推行干播湿出、中水回用等节水技术，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规划 2025 年水资源控制指标为 13.84 亿 m3；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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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2035 年水资源控制指标为 13.60 亿 m3。 

13.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目标 

（1）重大基础设施 

航空：改扩建唐王城机场，建设 11 个通用机场。 

铁路：规划新建乌喀高铁、库莎铁路、图昆铁路、喀麦铁路

4 条铁路，打造图木舒克市铁路枢纽，同时规划 6 个铁路站场。 

高速公路：新建 S17、乌恰、新藏、喀什西绕城、机场高速

公路 5 条高速公路。 

其他公路：规划新建或续建 3 条一级公路，新建或续建 5

条二级公路。 

水利：规划从叶尔羌河上游喀群引水，建设备用水源，改变

单一供水现状，保障用水安全。 

（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打造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重点

建设以下功能： 

一是区域性科教研发中心：依托职业学院、政法大学、科技

学院发展职业教育和应用型科技创新；推进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

转型，打造兵团在南疆的科技创新引擎； 

二是区域性医疗康养中心：引入高等级医院和发达地区专家

资源，依托永安湖生态优势面向南疆发展医疗康养服务业； 

三是区域性商务服务中心：加大力度吸引央企入驻，依托中

央活力区打造南疆区域性总部基地，引进和培育金融、保险、咨

询、培训等商务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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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区域性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

救灾中心，加强南疆重大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应急指挥能力。 

14.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 

（1）历史文化传承保护 

重点传承保护四大文化序列。 

①红色文化：1950 年草湖镇“军垦第一犁”见证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开发新疆、屯垦戍边的伟大征程。重点建设红色教育博物

馆。 

②屯垦文化：中国历史上屯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自两汉开

始至今已两千多年。重点建设屯垦文化公园。 

③丝路文化：图木舒克是古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融合交汇

点，有新疆第一座崖刻佛像等多处佛教寺庙遗址、驿站遗址。重

点建设唐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④民俗文化：图木舒克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2012 年 10

月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刀郎文化之乡”。 重点依托 50 团打造

刀郎民俗文化小镇。 

（2）生态环境保护 

抓好图木舒克市国家首批主体功能区试点示范建设。兵地合

作共建 6 条防护林带，其中包括 3 道防风固沙林：分别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叶尔羌河绿洲西部、布谷里沙漠西部防护林带；三道

水土保持林：分别是昆仑山山前、天山山前、克州西北部水土保

持林带；结合水系流域分布，打造若干沿河护岸林带。 



市域总规模8118km2

下辖3个街道、16个团场。

1-市域范围



中心城区范围北起规划

铁路，南至达坂山工业

园，西起达坂山、马帝

山，东至规划外环路。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总面

积约200平方公里。

2-中心城区范围



构建“一主三副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

一主： 图木舒克市中心城区

三副： 三个副中心城镇，包括41团草
湖镇、45团前海镇、54团兴安
镇

多节点：把其他12个团镇作为城镇发
展节点。

3-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构建“六射一主三副多点”综合交通
体系

 六射：以图木舒克市为中心向周边重点城

镇辐射的六个综合运输通道

 一主：将图木舒克市打造成为南疆重要的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三副：将41团草湖镇、45团前海镇、54团

兴安镇打造成为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节点

 多点：以其他团场为依托，打造客货集散

的枢纽节点

市域交通设施规划



南疆铁路

航空：改扩建唐王城机场，建设11
个通用机场

铁路：新建4条铁路，连通边境口岸

1. 乌喀高铁，西连喀什，东连阿克苏和乌鲁木齐

2. 图莎铁路，东接阿拉尔，南至巴楚和莎车

3. 图昆铁路，向南联系昆玉、和田

4. 喀麦铁路，连接龙口镇、永兴镇、岳普湖和喀
什市

站场：规划1个高铁站+6个普铁站

1. 新建图木舒克高铁站

2. 新建库莎铁路54团兴安镇站、45团前海镇站、
48团河东镇站、53团站

3. 在46团永兴镇合建库莎铁路和喀麦铁路麦盖
提站

4. 结合喀麦铁路新建42团龙口镇站

图木舒克
高铁站

唐王城机场

兴安站

龙口镇站

前海站

河东站

53团站

麦盖提站



吐和高速

高速公路：新建5条高速

1. 喀阿高速公路，连接三莎高速、阿拉尔

2. 乌恰高速公路，连接吐和高速、托云牧场和

吐尔尕特口岸

3. 新藏高速公路，连接吐和高速、叶城二牧场

4. 喀什西绕城高速公路，连接草湖镇

5. 机场高速公路，连接喀阿高速和唐王城机场

乌
恰
高
速

机场高速

喀什

莎车

图木舒克

泽普



重点打造六条防护林

三道防风固沙林
塔克拉玛干沙漠防护林带

叶尔羌河绿洲西部防护林带

布谷里沙漠西部防护林带

三道水土保持林

昆仑山山前水土保持林带

天山山前水土保持林带

克州西北部水土保持林带

市域生态环境保护

50团夏河镇

54团兴安镇 46团永兴镇

45团前海镇

48团河东镇

49团

44团

53团51团

图木舒克

嘉和镇（伽师总场）

42团龙口镇

41团草湖镇

红旗农场

红旗农场

托云牧场

东风农场

叶城二牧场



重点打造 “一核双轴四区”，形如
雄鹰展翅高飞。体现中华文化、汉唐
风韵、兵团特色。

 一核：以多元功能的中央活力区
为城市核心

 双轴：传承历史文脉、凝聚城市
精神、承载城市功能

• 纵轴：北起唐王城，历史源头；
中为建成区；南为夏河新区。

• 横轴：西为一湖两山生态屏障和
休闲度假区；中为中央活力区，
东为郊野休闲区。

 四区：生态区、生活区、生产区、
文教区四大功能区域

4-中心城区



北置高铁，南拓新城；

一核引领，双轴带动；

外建绿环，内增巷陌；

双河贯城，未来绿洲。

中心城区规划策略



达坂山工业园

临空产业园唐王城工业园

前海片区

夏河新区

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



居住用地规划

规划以居住社区为单位组织居住

用地，规划期末共形成10个居住

社区。

保留夏可河以北现状的3个居住

社区、永安坝工业园区配套居住

社区；

新增城北居住社区，新增夏可河

以南4个居住社区，新增达坂山

工业园配套居住社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
按照地级市标准适度超前、科学
配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将图木舒克打造为南疆区域
性公共服务中心。

行政办公：保留现状政务区，新
建滨河政务区、城北政务区。

文化体育：在夏可河北岸新建文
体中心。

教育设施：整合现状中小学校为
基础教育园区，新建高教集聚区。

医疗卫生：新建城西、城南两个
医养中心。



商业商务设施规划
构建与南疆区域性中心城市相适
应的商业服务体系，将图木舒克
打造南疆地区一流的消费枢纽城
市、区域性总部城市。

规划形成三个商业中心：

① 新建夏河湾商业主中心，

② 新建城南商业次中心，

③ 保留中山路商业次中心。



道路交通规划

客运站：

保留现状城区客运站，规划新建
图木舒克机场客运站、唐王城客
运站2个综合客运枢纽。

道路系统：

规划形成“四横四纵”交通性主
干路骨架。

规划形成五纵十横生活性主干路
骨架。



绿地系统规划
构建“一屏一环、三带九廊”的
绿地系统。

（1）一屏：永安湖、马帝山、
达坂山西部生态屏障。

（2）一环：在中心城区外围建
设环城林带。

（3）三带：包括喀什河、夏可
河两条湿地公园带、一条防护隔
离带。

（4）九廊：贯穿城区的九条人
工水系建设生态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