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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稳定发展背景下,我国土地利用率明显增加,统一用地分类,加强对土地利用现状和城市
用地现状的系统整合,形成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已经成为了现代我国推进空间规划和统一规划的重
要任务。为有效推动节约利用土地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案进
行深入研究。本篇文章主要阐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利用分类原则,并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分类
所产生的问题,最后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案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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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stable development, land utilization rat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to unify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land use status and urban land use status, and form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spatial planning land us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conomical use of land and maintain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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