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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一) 项目背景

根据《连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

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连江县提出积极发展休闲食品。

依托亿达食品等食品行业龙头企业，提升内藻类等产品的精

深加工程度，积极发挥发展休闲产业；推进各类平台载体建

设，推进东浦食品加工园区产业园建设。

东浦西片区位于东浦工业集中区西区，是东浦食品加工

园区海洋食品产业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江县委县政府为

贯彻落实《连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

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工作部署，同时为进一步规范

东浦西片区土地成片开发工作，依据国家及省市政府关于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的相关要求，启动东浦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编制工作。该片区建设有利于加强东浦食品加工园

区产业集聚效应，补齐园区基础配套设施，改善片区生态环

境品质。

(二) 编制原则

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护耕地，注重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依据，成片开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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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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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连江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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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着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和

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地和重要环境敏感区等；合理设置生态绿

化用地，实现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与生态建设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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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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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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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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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

〔2021〕6 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工

作的通知》（2021 年 3 月）

2、政策依据

（1）中共福州市委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行动纲

要》的通知》



（2）《中共福州市委关于制定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3）《林宝金书记在市委研究“十四五”发展思路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

（4）《连江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

（5）《连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6）《关于连江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1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3、相关规划

（1）《连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在

编）

（2）《连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

整方案）

（3）《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4）《连江县 2020-2025 年空间实施用地规划及年度

项目生成策划》（在编）

二、 基本概况

(一) 成片开发位置

东浦西片区位于连江县中心城区东部，属东浦工业集中

区西区，南侧紧邻现状连黄路，距现状通港大道仅 280 米，



现状交通条件较为成熟。

(二) 成片开发范围

本次成片开发具体范围：西北至财溪河，东至青岛啤酒

有限公司，南至现状连黄路，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总用地面积

4.1089 公顷。

(三)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总用地面积

4.1089 公顷（约合 62 亩），其中农用地 0.6264 公顷（约合

9亩），包括耕地 0.4982 公顷（约合 7亩）、其他农用地 0.1282

公顷（约合 2 亩）；建设用地 2.7621 公顷（约合 42 亩），包

括：城镇及工矿用地 2.7244 公顷（约合 41 亩），交通运输

用地（公路用地）0.0377 公顷（约合 1 亩）；未利用地 0.7204

公顷（约合 11 亩）。

(四) 土地权属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涉及连江县敖江镇山亭村；涉及连黄

路国有公路用地，属福建连江经济开发区，系省级开发区。

(五) 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次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范围实施周期为 3 年（2021 年至 2023 年）。

三、 必要性分析

(一) 加强产业集聚效应，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东浦工业集中区西区依托现状食品加工园区产业基础、



土地资源及交通优势，将打造一个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环

境优美，配套完善的宜居宜业综合区。本次成片开发区域紧

邻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重点龙头企业亿达食品项目一期，是东

浦食品加工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片区的开发建设可实现

亿达食品项目海带精深加工产业化研发基地的建设，加强精

深加工产业化研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本次成片开

发区域东侧靠近青岛啤酒企业，有利于加强东浦工业集中区

西区产业聚集效应，进一步对地方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为地

方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二) 补齐基础设施配套，改善生态环境品质

本片区的开发建设有利于促进片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完善园区内部交通结构；同时财溪河的疏通治理，既有利

于贯通片区东西向重要水系河道，提升财溪河整体防洪排涝

能力，也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增进周边村庄民众

福祉，加快推进城乡融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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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用地总面积 4.1089 公顷，主要为 6

个一级类用途（6 个二级类），具体包括工矿用地、居住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陆地水域

等用途。其中工矿用地（工业用地）面积 0.5986 公顷，实

现海洋产品精深加工生产功能；居住用地（农村宅基地）

0.7067 公顷，实现农村品质居住功能；交通运输用地（城镇



道路用地）0.8187 公顷，实现路网通达功能；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0.0658 公顷，实现区域供水功能；绿地与开敞

空间（防护绿地）面积 0.3728 公顷，实现财溪河沿线生态

景观提升及安全防护功能；陆地水域（河流水面）面积 1.5463

公顷，实现防洪排涝及生态景观功能。

(二) 公益性用地比例

公益性用地包含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

开敞空间用地、陆域水域等，合计 2.8036 公顷，占用地总

面积的 68.23%，符合依据自然资规（2020）5 号文关于成片

开发用地用途属于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 40%的规定。

五、 实施计划

(一) 拟建项目及开发时序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拟安排实施项目共计 5 个，实施面积

1.8558 公顷（约合 28 亩），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1-2023 年，

3 年实施完毕。2021 年，实施项目 5 个，其中 2021 年实施

面积 1.8558 公顷（约合 28 亩），完成比例 100%。

(二) 征地农民利益保障措施

1、保障依据

本片区建设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闽政

〔2017〕2 号）、《福建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

法》（省政府令第 177 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

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榕政综〔2009〕100 号）、《连江县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连江县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连政综

〔2017〕22 号)、《连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连政综〔2010〕196 号）等规定予以

实施。连江县人民政府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告知、现

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六、 合规性分析

(一) 《连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在编）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连江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0-2035 年）》（在编）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

中建设区。同时，连江县人民政府承诺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方案获省人民政府批复后，纳入国土空间入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符合用地落实和安

排。

(二) 《连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方案）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允许建设区（面积 2.50 公顷，占比 61%）和有条件建设

区（面积 1.61 公顷，占比 39%），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限

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符合《连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相关要求。



(三) 《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

的中心城区，浦口东岱片区，以研发办公及居住功能为主。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

建设用地范围内，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1.5561 公顷，包括工

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公园绿地、公用设施用地；涉及村

庄建设用地 0.9406 公顷，位于成片开发范围南部；涉及非

建设用地面积 1.6122 公顷，主要为水域，位于成片开发范

围西北部。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与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基

本一致，符合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四) 《连江县 2020-2025 年空间实施用地规划及年

度项目生成策划》（在编）

根据《连江县 2020-2025 年空间实施用地规划及年度项

目生成策划》（在编），连江县 2009 年度至 2019 年度，城镇

建设用地增长面积 40.77 平方公里，年均城镇建设用地增长

面积 4.07 平方公里（约合 0.61 万亩）；连江县“十四五”

期间，土地供应总量 14.80 平方公里（约合 2.22 万亩），年

均供应面积约 2.96 平方公里（约合 0.44 万亩）。

《连江县 2020-2025 年空间实施用地规划及年度项目生

成策划》（在编）结合连江县历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规模以

及地方发展建设诉求，预测 2021 年度供地规模 4.19 平方公

里（约合0.63万亩），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已列入2021

年度供地计划，符合《连江县 2020-2025 年空间实施用地规

划及年度项目生成策划》（在编）的相关内容。



(五) 《连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连江县提出提升传统特色优势产品，积极发展休闲食

品。依托亿达食品等食品行业龙头企业，提升内藻类等产品

的精深加工程度，积极发挥发展休闲产业，推进东浦食品加

工园区建设。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是东浦食品加工园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次成片开发方案有利于加快推进东浦食品加工园区建

设，提升传统特色优势产品。

(六) 《关于连江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1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工业发展逐步回稳。制定出台培育龙头企业、支持企业

研发、企业技改等 45 条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增产增效。2021

年连江县着力加快提升先进制造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动传统制造

业优化升级。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东浦工业集中区西区，

片区开发有利于加强精深加工产业化研发，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同时加强食品加工产业集聚效益，符合《连江县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相关发展要求。

(七)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等管控要

素的情况

经查询连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连江县林地保



护规划数据库，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允许建设区

及有条件建设区，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地、重要湿地保护区、一般湿

地、大陆海岸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

占用或开发的。

七、 效益评估

（一）经济效益：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可创造连江县生

产总值（GDP）并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本次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范围工业用地出让预计收益270万元，预计年税可达270

万元。

（二）社会效益：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主要以海洋食品

精深加工产业化研发基地为主要功能的研发中心，有利于加

强精深加工产业化研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将创造

更多的就业岗位，本次方案可增加就业岗位 30 个，就业人

员的需求增加尤其对于解决周边居民的就业具有现实意义。

（三）生态效益：本次成片开发范围规划各类绿地与广

场用地面积 0.3728 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9%，可实现工业

用地周边安全防护功能，同时区域内财溪河的疏通治理，有

利于提升片区整体防洪排涝能力，改善财溪河沿线生态景

观，提升片区内财溪河沿线村庄生活环境品质。



八、 征求意见情况

1、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

者意见

2021 年 3 月 12 日，连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听取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县直相关部门、村民代表、社会公众和土地、

规划、经济、法律、环保、产业等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经

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

2、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意见

2021 年 4 月 15 日，东浦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所涉及的敖江镇山亭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共有村民

代表 24 名，参会村民代表 24 人，24 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

比例为 100%。

本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连江县敖江镇山亭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

规定。

九、 结论

综上所述，本土地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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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 附件

附图 1：成片开发范围示意图



附图 2：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 3：土地用途布局图



附图 4：开发时序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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