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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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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经营性用地项目应当先行

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并经省政府同意后方可组织上

报土地征收。

近年来，泉州市鲤城区着力于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

平，优化综合交通路网全面，完善城市功能，古城形成既有

文化韵味又有蓬勃生机的活态文化空间，新区形成“产城人”

融合发展的体系格局，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具有独特魅力的国际海丝文化旅游度假胜地。

本方案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江南新区，为适应城市发展用

地需求，促进城市更新改造，优化居住环境，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本方案。本片区实

施后，通过开发居住小区，建设路网、商务金融用地设施和

娱乐康体用地设施等项目，对加强站前大道北片区的统筹规

划、科学布局，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促进城镇合理发展

和资源有效配置，提高片区居住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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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纳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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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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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征求成片开发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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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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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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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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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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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

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

6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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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自然资办

发〔2020〕51号）；

6.《泉州市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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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泉州市江南新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8.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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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条件

（一）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底，泉州市本级（含鲤城区、丰泽区）

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168.87 公顷＜500 公顷。2020 年和 2021

年，泉州市本级（含鲤城区、丰泽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

分别为 16.06%和 7.97%，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截至 2022年 11月底，泉州市本级（含鲤城区、丰泽区）

闲置土地面积 40.87公顷＜50公顷。2020年和 2021年，泉

州市本级（含鲤城区、丰泽区）闲置土地处置率为分别为

26.78%和 25.96%，均已超过 15%，符合《实施细则》的要

求。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鲤城区共有 1家省级以上开发区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国家级），2018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 56位，2019

年排名第 38位，2020年排名第 30位，均不属于连续三年排

在全省后三名的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三）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截至目前，鲤城区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复的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共 2 个，为鲤城区 2021 年度第一、二批次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不存在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连续两年未按方案实施的情形，符合自然资规〔2020〕

5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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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位置、面积、范围

本方案北至繁荣大道，南至站前大道，东临泉州市第十

五中学，西临土地山。本方案涉及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岐

山社区、仙景社区、东边社区、常泰街道华星社区，共 2个

街道 4个社区；涉及国有土地 46.2623公顷。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78.0039

公顷，其中：农用地 31.6649公顷（其中：耕地 8.8905公顷），

建设用地 46.2623公顷，未利用地 0.0767公顷。

（二）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泉州市鲤城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资金筹集、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本方案实施

（三）基础设施条

周期为 3年（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

件

1.交通条件

本方案北至东西走向繁荣大道横穿片区，片区四侧皆有

规划道路，对外通过站前大道可以直抵泉州动车站，沿北部

江南大街直达高速公路（泉州西），路网结构布局基本为方

格网状，交通便捷交通便捷。

2.给排水条件

给水：片区内敷设的给水管网采用环网，由金浦水厂供

水，水厂实际供水规模 10 万吨/日，设计供水规模 15 万吨/

日，水厂水源采用晋江干流南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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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片区内污水经

片区内规划建设的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晋江仙石污水处理

厂。雨水经雨水管道进入在建的繁荣渠，再经下游的霞洲引

港排入晋江。

3.供电条件

220kV江南变位于片区西北侧，主变容量 3×240MVA。

沿路一侧设置高压线走廊，220KV高压线走廊宽度为 40米，

110KV高压线走廊宽度为 30米。10kV线路均采用电缆敷设

于电缆沟或电缆排管中。

4.供气条件

片区内采用优质天然气管道供气，属晋江门站独立供气

系统，经清漾高/中压调压站进入本片区。

5.通信网络条件

本片区按照一定的信号辐射半径规划设置了通信基站

站址，能够满足该片区通信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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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要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加快城市更新改造，优化人居环境的需要

鲤城区“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泉州“环湾整合、

三向拓展”空间发展战略，结合自身区域特征，加强城市建

设、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与上位规划相衔接。

本片区属江南新区，位于中心城区“西控”发展方向上，致

力于发展高品质建设沿晋江的滨江生活区，打造城市次中心。

泉州总规预测至规划期末 2030 年，泉州市域常住总人

口约 920 万，常住城镇人口约 650 万，城镇化水平达到 71%

左右。而目前，片区内城市建设要素混杂，包括城中村、古

厝、传统建筑等与厂房、新建住宅交织。对现状旧村旧厂缺

乏统筹引导，房屋建筑见缝插针，布局零散，缺乏中心，造

成现状城市开发无序，整体风貌较差，难以满足远期随着城

市化发展和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居住需求。因此急需对本片

区进行成片开发，拆除阻碍片区发展的村庄和建筑，并根据

相关定位，融合周边发展，形成新功能、新样貌。并依托南

侧紫帽山、北侧晋江和内部溪流水渠,形成滨水空间网络，

优化人居环境，推进城市环境提升。规划建设住宅、医疗、

路网等项目，促进城中村改造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

提升城市空间承载力，拓展城市空间，促进城市发展。

2.完善交通路网的需要

泉州市规划提出推动闽西南高速公路闭合成网，同时环



8

湾突出集聚、强化市域快轨支撑城乡一体化，推动“聚城畅

通”工程，打造“1 小时经济圈”。片区内的站前大道为“聚

城畅通”工程的重要部分，属区域快速路。

目前，站前大道已建成，然而片区内部支干路的现状路

网骨架尚未形成，路网级配不合理路网密度不足，内部微循

环缺，与泉州市近期实施区域干道不相适应。通过成片开发，

将梳理站前大道交通组织，补充支干路，补全断头路及复杂

交通口，形成系统性快速通道。从而实现与站前大道充分连

接，增强新城与老城、周边地市的联系，有利于加强片区对

外的经济往来，以路网建设带动周边用地更新与开发建设，

形成功能结构合理的路网系统，对完善片区的内外道路网

络、提高居住区的通达性具有重大意义。

3.强化设施配套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需要

鲤城区建设用地存量有限，可建设用地不多,存在较多

的城中村,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安征迁等问题。同时，片区现

状基础设施较缺乏，公共设施不足，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须着眼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满

足片区公共服务、城市休闲、产业升级三大诉求，推动空间

结构优化、城市名片塑造、老城功能疏解三大提升。

实施成片开发，将统筹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种用

地需求，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本次成片开发规划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用地，以解决现状商业

服务业业态单一，以沿街底商为主，缺少综合性的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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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艺剧场综合体的问题；规划文化和教育用地，弹性考虑

周边乡镇生源向高质量教学资源集聚就读的可能性和周边

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规划医疗卫生用地，提高

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规划通信用地，将加强公园设施建

设；规划防护绿地和河流水面，优化区域环境；规划公路用

地，完善城镇路网建设；规划文物古迹用地，保护文物古迹，

延续在地记忆。方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

性用地的建设，将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公共空间、加强

村庄风貌整治以及改善道路交通等措施，改善居住环境、提

升居住品质。

（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本方案开发范围内地形起伏不大，南侧临近紫帽山、北

侧临近晋江，内部有溪流水渠流经，生态资源丰富，自然环

境极具优势；北至江滨南路，南至南环路，东西向繁荣大道

横穿片区，对外通过站前大道可以直抵泉州动车站交通便

利，邻近泉州高新区，区位条件优越。不涉及限制建设区和

禁止建设区。

本方案属鲤城区江南新区，规划打造“双轴三带绕双心、

三片多区创融合”的规划空间结构。位于站前大道北片区是

其中的商业服务核心，将结合区域区位和交通等资源优势，

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推动城中村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提升

城市形象，助力鲤城区打造环湾生产性服务组团，符合江南

新区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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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用途和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78.0039公顷，主要用途为城镇住宅

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和娱乐康体用地。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面积 13.2060公顷，实现居住开发，改善人居环境功能；商

业用地面积 0.2544公顷，实现完善公用设施营业服务功能；

商务金融用地面积 21.4674公顷，实现综合性办公用地场所

建设功能；娱乐康体用地面积 6.3104公顷，实现泉州演艺剧

场综合体建设功能；公路用地面积 16.5296公顷，实现完善

城镇内部交通系统功能；文化用地面积 3.7539公顷，实现文

化娱乐设施建设功能；教育用地面积 0.6143公顷，实现提供

幼儿园教育活动场所功能；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5.3439公顷，

实现医院建设，提供医疗服务功能；通信用地面积 0.4953公

顷，实现通信设施建设功能；消防用地面积 2.0097公顷，实

现消防设施建设功能；公园绿地面积 0.9591公顷，实现游憩

休闲功能；防护绿地面积 6.8630公顷，实现隔离噪音，美化

环境，降低污染功能；文物古迹用地面积 0.1969公顷，实现

历史文物保护功能。

公益性用地包含公路用地、文化用地、教育用地、医疗

卫生用地、通信用地、消防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文

物古迹用地，合计 36.7657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47.13%，

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 4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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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78.0039 公顷，其中已实施面积

46.2623 公顷，故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31.7416 公顷，计划

实施周期为 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3年内实施完毕。批复

后第一年实施面积为 1.7951，完成比例 5.65%，拟实施泉州

演艺剧场综合体项目；批复后第二年实施面积 5.0647公顷

，完成比例 15.96%，拟实施综合性办公用地场所项目；批复

后第三年实施面积 24.8818公顷，完成比例 78.39%，拟实施

居住区、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综合性办公用地场所、路网、

公共文化活动场地、幼儿园、医院、通信设施建设、消防设

施建设、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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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规性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

该成片开发范围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承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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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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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2025年全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引领融合更加有力；城市

现代化深入推进，基本形成“产城人”融合发展的体系格局；

居民安居乐业，民生保障需求日益满足，生态环境质量优良，

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化，大泉

州文旅、科教、商贸“三大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本方案符合《泉州市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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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成片开发后，

以规划建设住宅、路网、商务金融等项目，促进城市更新，

推动产城融合，有利推进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实现。本方案已

纳入鲤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

用或开发的

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不涉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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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

本片区通过实施成片开发，统一规划、开发、管理，改

变原有杂乱无章的建筑格局，结合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充分利用交通、教育和环境等区位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开发，

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片区居住用地容积率不高于 3.0，商

务金融用地容积率 3.5，娱乐康体用地容积率 2.5，教育用地

容积率不低于 0.6。

（二）经济效益

本片区实施成片开发后，一是规划商务金融用地、娱乐

康体用地和文化用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比

例，增强商业活力；二是规划城镇住宅用地，将促使人口的

数量，质量和结构发生变化，随之带动经济活动发展，提高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本方案预计总投资 8.86亿元，税费不低

于 0.89亿元，促进区域税收增长，增加当地财政实力。

（三）社会效益

本片区实施成片开发后，一是对片区进行更新改造，有

利于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并规划城镇住宅用地，预计可解决

约 1500 人的住房需求，满足片区拆迁安置、产业居住配套

需求；二是规划教育用地，预计可提供学位数不低于 450 个；

三是规划医疗卫生用地，预计可提供床位不低于 200 个，有

助于提升及改善片区内的医疗服务水平；四是完善片区交通

路网，并通过路网建设，与周边区域实现公共设施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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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效益

片区建设过程中，将加强环境保护措施，减少施工对周

边群众及企业的影响。未开发前，给排水管道不完善，污水

无组织排放，进行成片开发后，结合道路更新改造，逐步将

现状村庄截流式合流制排水系统改造为雨污分流制。成片开

发范围内产生的污水在初步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

入晋江仙石污水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采用雨污分流

可减少管网压力，同时仅有雨水汇入河流，管控雨水污染即

可控制大部分的面源污染；项目建成后，居住区内产生的垃

圾统一收集处理。

本片区规划设置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为 7.8221 公

顷，占比 10.03%，与周边绿地结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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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泉州市鲤城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已纳入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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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促进泉州市鲤城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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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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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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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土地
浮桥街道

岐山社区 15.7549 15.7549 4.7629 0 0

仙景社区 3.4119 3.4119 0.0761 0 0

东边社区 8.7228 8.6504 1.4591 0 0.0724

常泰街道 华星社区 3.8520 3.8477 2.5924 0 0.0043

集体土地小计 31.7416 31.6649 8.8905 0 0.0767

国有土地小计 46.2623 0 0 46.2623 0

总计 78.0039 31.6649 8.8905 46.2623 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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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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3.2060 16.93 居住开发，改善人居环境 2

2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商业用地 0.2544 0.33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建设 2

3 商务金融用地 21.4674 27.52 综合性办公用地场所建设 2

4 娱乐康体用地 6.3104 8.09 泉州演艺剧场综合体建设 2

5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16.5296 21.19 完善城镇内部交通系统 1

6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文化用地 3.7539 4.81 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1

7 教育用地 0.6143 0.79 提供幼儿园教育活动场所 1

8 医疗卫生用地 5.3439 6.85 医院建设，提供医疗服务 1

9
公用设施用地

通信用地 0.4953 0.63 通信设施建设 1

10 消防用地 2.0097 2.58 消防设施建设 1

11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公园绿地 0.9591 1.23 游憩休闲 1

12 防护绿地 6.8630 8.80 隔离噪音，美化环境，降低污染 1

13 特殊用地 文物古迹用地 0.1969 0.25 历史文物保护 1

合计 78.0039 100.00 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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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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区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8.1165

2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项目 商业用地 0.1161

3 综合性办公用地场所项目 商务金融用地 11.3857

4 泉州演艺剧场综合体项目 娱乐康体用地 1.7951

5 路网项目 公路用地 3.0742

6 公共文化活动场地项目 文化用地 0.4679

7 幼儿园项目 教育用地 0.5853

8 医院项目 医疗卫生用地 1.7464

9 通信设施建设项目 通信用地 0.0487

10 消防设施建设项目 消防用地 1.8893

11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0.2813

12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2.2351

合计 31.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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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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复后第一年 批复后第二年

完成面

批复后第三年

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31.7416 1.7951 5.65 5.0647 15.96 24.8818 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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