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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在南平市构建“一带、两心、两翼”和武夷新区构建“一山、两

区、三组团”的空间结构下，建阳区引领武夷发展带，辐射全市域的

中心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作为夯实建阳经济基础的建阳经济开发区

（拟申报省级经济开发区）将构筑合理便捷的交通联系及科学合理的

用地功能布局，打造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生态型

现代化工业园区。本次成片开发方案涉及建阳经济开发区徐市片区医

卫材料产业园主要以生产各类医卫材料，着力打造全国首个高品质热

风无纺布、卫材制品为一体的高端医卫健康产业园区，打造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更加生态环保的医卫材料产业集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

（试行）》、《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

《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等相关文件

的要求，并结合南平市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阳区人民

政府组织编制《南平市建阳区 2022 年第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建阳经济开发区徐市片区七期）》，有序地进行本片区土地成片

开发。

（二）编制原则

1、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的规定，符合建

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纳入 2022 年建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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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要以人民为中心，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提高成片开发

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兼顾群

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2、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城市的长远发展，

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开发的必要性。

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实际问题。

3、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尽量避让优质

耕地。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际用地需求、土地利用相关政策

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3、《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

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 号）；

5、《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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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 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7、《南平市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8、《建阳经济开发区徐市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和规划等。

二、编制条件

（一）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1、批而未供土地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南平市本级（含延平区、建阳区）批而未

供土地面积 705.27 公顷>500 公顷。2020 年和 2021 年，南平市本级

（含延平区、建阳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分别为 16.98%和 20.03%，

均已超过 15%。

2、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南平市本级（含延平区、建阳区）闲置土

地面积 143.87 公顷>50 公顷。2020 年和 2021 年，南平市本级（含延

平区、建阳区）闲置土地处置率分别为 43.18%和 47.33%，均已超过

15%。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南平市建阳区辖区内不涉及省级以上开发区。

（三）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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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省人民政府共批复建阳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2个，

按年度计划合计应实施 53.33 公顷。截至目前，已实施 57.6287 公顷，

已获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均按照方案年度计划实施，不存在

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情况，符合《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 号）（以下简称《标准》）。

三、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位置、范围、面积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位于建阳区徐市镇，北至徐市村耕地，南至圳

头村耕地，西至徐市村东侧，东至圳头村西侧，涉及徐市村、圳头村

共 2个村；不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土地权属清晰，界址清楚，

无争议。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38.5621 公顷。

其中，农用地 38.4752 公顷（耕地 4.6390 公顷），建设用地 0.0869

公顷。

（二）现状基础设施条件

1、交通条件

本片区北距武夷山机场 68km；浦南高速、303 省道以及 819 县道

从园区内部穿过，浦南高速建阳南互通口位于徐市片区的中部。目前

园区对外交通主要依托浦南高速、303 省道和 819 县道该片区四周交

通较为完善，能满足成片开发交通需求。

2、供排水条件

本片区供水均由在建的武夷新区水厂提供，本片区的东侧入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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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设置一座给水加压泵站，泵站给水引入管引自回瑶 DN400 给水干

管；再从市区新增设一条 DN400 给水管至区内给水加压泵站，以确保

本区供水安全性，具备良好供水条件。同时，本片区东北部崇阳溪旁

设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区内污水统一汇集至徐宸溪两岸污水主干管，

污水能重力流排向东北部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3、供电条件

本片区紧邻 35kV 徐市变电站，同时片区内规划拟建徐市片区北

部 110kV 变电站，两处变电站能够保障片区今后的用电需求。

4、通信网络条件

本片区移动、联通、电信和有线电话等通讯网络已实现全域城镇

村无盲区覆盖，可提供国内国际电话服务及各种现代化的电报、电传、

特快专递、无线通信、互联网等电讯邮政网络服务。可满足成片开发

实施后通讯网络需求。

（三）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 3年

（2022 年至 2024 年）。

四、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好时机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将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好时机，随着建阳区的

交通条件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以及工业发展的硬件和投资软

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将会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工业发展面临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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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要完成建阳区国民经济“十四五”规划，建阳区必须加强工业

载体的建设，优化工业产业布局，增强项目落户的承载力，发挥和创

造好区位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增强产业聚

集效应，培育特色产业群，形成规模效应，做强做大工业经济总量，

才能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区域发展布局的需要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实施后通过加快道路交通建设，提升交通便捷

度，改善本方案营商环境。公园绿地的搭建一定的休闲娱乐生活圈，

不断提高园区企业职工和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方

案将优化生产休闲综合一体的区域发展布局，形成布局互补、区域协

调的良好生态新园区。

（二）合理性分析

1、选址适宜性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位于南平市建阳区徐市镇，地理位置优越，出

行方便，交通便利。项目地势起伏，基底为古河床沉积的砂卵石，地

层承载力良好，无断层及破裂带，亦无软土及流砂出现，平整场地后

即可作为工程建设使用。场地宽阔，便于本项目的施工组织和实施。

现场具备供水、供电条件，可以满足施工要求。片区未见现状地质灾

害，未处于地质地灾害易发区，未发现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矿产资源，

没有压覆现有矿山和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保护，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重要湿地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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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保护区。

2、规划用地布局合理性

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划定遵循用地规模紧凑性、范围的完整性、

片区开发的均衡性及乡镇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统筹当前建阳经济开发

区徐市片区的建设需求。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

发〔2021〕6 号）等文件的要求，本成片开发方案总面积 38.5621 公

顷，公益性用地比例为 47.68%。片区以发展工业为主，工业用地面

积 20.1758 公顷。同时配套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片

区用地规模紧凑，符合相关文件的要求，规划用地布局合理。

五、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一）主要用途及实现功能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38.5621 公顷，主要用途为工矿用地。具体用

途包括 3 个一级类（4 个二级类）用途，即工矿用地、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其中：

1. 工矿用地：工业用地面积 20.1758 公顷，实现满足建阳经

济开发区工业生产项目用地需求功能。

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12.9903 公顷，实

现建阳经济开发区日常生产生活游憩、景观及兼具生态防护功能；

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1.1786 公顷，实现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护

功能

3. 交通运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面积 4.2174 公顷，实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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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对外对内交通路网通达度功能。

（二）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公益性用地包括交通运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绿地与

开敞空间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2个一级类用途（3个二级类），

合计 18.3863 公顷，占用总面积的 47.68%，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号）公益性用地

面积不低于 40%的要求。

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总面积38.5621公顷，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38.5621公顷，

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2-2024 年，3年内实施完毕，其中：2022 年实施

面积 10.7883 公顷、完成比例 27.98%；2023 年实施面积 13.1836 公

顷、完成比例 34.19%;2024 年实施面积 14.5902 公顷、完成比例

37.84%。

七、合规性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南平

市建阳区人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将该成片开发方案统筹纳入正在

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南平市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按照“选产业、补短板、延链条、强保障”发展思路，加快推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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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切入点，规划建设好经济开发区，完善

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按照总体规划梯度开发原则，对工业园区实

施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连片开发、滚动发展，集中力量实施园区标

准化建设。本次成片开发方案把建设工业园区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群

紧密结合起来，将工业园区建成各具特色、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产

业新区。突出发展医卫材料产业，打造有更强创新力、更加生态环保

的医卫材料产业集群。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南平市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且已纳入建阳区 2022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

护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重要湿地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等各类保

护区；未发现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矿产资源；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不涉及文物古迹和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不涉及 50 年以上的建

筑。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八、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规划布局分区明确，与片区外道路、周边环境

能互相协调，合理有效地利用片区内的土地。本方案工业用地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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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0，建筑密度不低于 40%，绿地率大于 15%，用地空间布局

紧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优化土

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提升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水

平，显著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二）经济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估算总投资 6.9 亿元，预计可实现企业所得税

收入超 1.8 亿元，预计亩均产值达 300 万元，建成投产后产值约 9.06

亿元。本方案范围内工业用地作为医卫材料产业园区的一部分，鼓励

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污染和低耗能企业入驻，有利于产业和生产要

素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规划，发挥产业规模效应，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使建阳工业生产总值和增加值大幅提高，单位产品以及单位面

积所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显著增加，届时将成为建阳主要工业经济增

长点之一，从而加速建阳区经济飞跃。

（三）社会效益

1、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能吸收大量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岗

位，对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方案

工业用地面积 20.1758 公顷，工业类产业可以解决劳动力人口就业安

置 800 人。解决了徐市镇本区域闲置劳动力，同时带动其他周边乡镇

的劳动力，增加当地及周边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经济收入来源，提

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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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本次成片开发实施后道路体系建设完善，同时规划公园绿地基础

设施建设给周边群众带来一定的便利条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不断

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四）生态环境效益

该成片开发范围规划各类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14.1689 公

顷，占方案用地比例 36.74%，将对片区周边起到卫生、隔离、安全、

生态防护的功能。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项目区建设始终保持与南平

市“高质量建成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的目标步调一致，最大限度地

发展经济，追求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九、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城乡规划、专项规划，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集中建设区，已纳入

建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

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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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表

（一）附图

附图 1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二）附表

附表 1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附表 2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附表 3拟建设项目统计表

附表 4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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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方式
权属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乡（镇、街道） 村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土地 徐市镇
圳头村 30.3576 30.2707 3.7713 0.0869 0.0000

徐市村 8.2045 8.2045 0.8676 0.0000 0.0000

集体土地小计 38.5621 38.4752 4.6390 0.0869 0.0000

国有土地小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总计 38.5621 38.4752 4.6390 0.086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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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土地用途

拟用地面积 占比 实现功能
是否公益

性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1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4.2174 10.94% 提升工业区对外对内交通路网通达度 1

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12.9903 33.69%
建阳经济开发区日常生产生活游憩、景

观及兼具生态防护
1

3 防护绿地 1.1786 3.06% 卫生、隔离、安全和生态防护功能 1

4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20.1758 52.32%
满足建阳经济开发区工业生产项目用地

需求
2

合计 38.5621 100.00% - 47.68%

注: 1.土地用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进行划分，应与国土空间规划成果相衔接；

2.实现功能：简要说明地块用途拟发挥的作用和效能；

3.占比：为拟用地面积占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比例；

4.是否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填“1”、非公益性用地填“2”，并在本列合计行填写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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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拟建设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1 徐市片区七期规划路 城镇道路用地 4.2174

2 徐市片区七期防护绿地项目 防护绿地 1.1786

3 徐市片区七期工业生产项目 工业用地 20.1758

4 徐市片区七期公园绿化项目 公园绿地 12.9903

合计 38.5621

注：按拟建设项目统计；用途统计应与附表 2二级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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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实施总面积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38.5621 10.7883 27.98 13.1836 34.19 14.5902 37.84

注：实施总面积与附表 3 合计面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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