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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促进芮城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建设用地供给，保护被征收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根据《自

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

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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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山西省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

28 号）要求和《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晋自然

资发〔2021〕30 号），制定《芮城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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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编制背景

2020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

其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

地范围内，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

2020 年 11 月 5 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了成片开发标

准、流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内容等。山西省自然资

源厅相应印发了《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

（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28 号）要求和《山西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

指南（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30 号），进

一步明确细化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的相关要求。上

述政策的出台，通盘考虑了我国和我省时下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是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维护征

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需要。

结合芮城县“十四五”发展期间坚持“生态固本、业态

增效”发展思路，加快建设以系统保护为核心的黄河文明遗

址公园、以休闲康养为核心的黄河风情体验园，以及黄河金

三角新兴产业聚集区、黄河流域能源革命引领区、黄河流域

现代农业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全面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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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充分践行新发展理念，深

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

约用地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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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原则

2.1 合法合规性原则

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遵循《自然资源部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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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

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28 号）和《山西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

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30 号）

的规定，2020 至 2021 年期间批准的建设项目已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符合

芮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芮城县国土空间规划（过

渡期)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和芮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2.2 突出公益性原则

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统筹安

排项目落地和实施，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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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施项目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芮城县成片开发方案严格按照

自然资规〔2020〕5 号文件规定，芮城县本级（除风陵渡经

济开发区）公益用地比例不低于 40%，风陵渡经济开发区不

低于 25%要求，并在要求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益用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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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

2.3 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原则

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城市的

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结合芮城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提出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并通过深度分析和科学论证，确定成片开发的规模和范围;

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处理好政府管理

和市场行为对城市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

2.4 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方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尽量避让优质耕地。

2020-2021 年期间批准项目已按规定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做

到全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新建项目根据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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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编制依据

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2 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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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自然资规〔20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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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

（3）《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

（晋自然资发〔2021〕28 号）；

（4）《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

发〔2021〕30 号）；

（5）《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过渡期内重要民生

基础设施项目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2021 年 7 月 27 号发

文，不公开）；

（6）《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近期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1〕406 号）；

（7）《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土

地管理法〉依法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

〔2020〕237 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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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运自然资发〔2021〕49

号）；

（10）《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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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通知》（晋政发〔2020〕16 号）；

（1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晋政办发〔2019〕10 号）；

3.3 其他有关资料

（1）芮城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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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芮城县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

（3）芮城县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

（4）芮城县 2019 年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

（5）芮城县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部级备案）；

（6）芮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过渡

期）；

（7）芮城县县城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过渡期）；

（8）芮城县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及 2020 年国土调查变

更成果；

（9）芮城县城镇土地级别基准地价；

（10）芮城县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成果、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地、公益林等

各类法定保护区范围。

4.实施时限

综合考虑芮城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市场需求情况、资

金筹措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 3 年（2020 年－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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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基本情况

1.位置、面积和范围

芮城县 202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涉及古魏镇、南磑

镇、永乐镇、阳城镇、陌南镇、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共计 5 个

镇和 1 个经济开发区，25 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规模共计

132.9865 公顷，其中土地征收面积 132.9865 公顷，与成片

开发范围规模一致。

按照所属乡镇划分，方案共划分为 6 个片区，分别为风

陵渡片区、古魏片区、南磑片区、永乐片区、阳城片区、陌

南片区。

2.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依据芮城县 2018 年度土地利现状变更数据库，本方案

拟用地总面积 132.9865 公顷，其中:农用地 113.2952 公顷

(含耕地 88.9894 公顷、园地 10.7975 公顷、林地 2.6774 公

顷、其他农用地 10.8309 公顷)，建设用地 17.4858 公顷（含

采矿用地 4.9964 公顷、建制镇 6.9968 公顷、村庄 4.6483

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0.7507 公顷、公路用地 0.0936

公顷），未利用地 2.2055 公顷（含裸地 0.0056 公顷、其他

草地 2.1999 公顷）。

按片区分，风陵渡片区面积 89.4117 公顷，古魏片区面

积 35.5646 公顷，陌南片区面积 0.3375 公顷，南磑片区面

积 7.3739 公顷，阳城片区面积 0.0806 公顷，永乐片区面积

0.2182 公顷，各片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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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成片开发利用方案各片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统计表

片区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风陵渡 81.2099 71.1483 2.5432 0.137 7.3814 5.9963 2.2055 89.4117

古魏 25.1628 13.7968 8.2525 0 3.1135 10.4018 0 35.5646

陌南 0.3375 0.3074 0 0 0.0301 0 0 0.3375

南磑 6.3668 3.5382 0.0018 2.5404 0.2864 1.0071 0 7.3739

阳城 0 0 0 0 0 0.0806 0 0.0806

永乐 0.2182 0.1987 0 0 0.0195 0 0 0.2182

总计 113.2952 88.9894 10.7975 2.6774 10.8309 17.4858 2.2055 132.9865

（数据来源芮城县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

3.土地权属情况

本方案用地涉及芮城县古魏镇、南磑镇、永乐镇、阳城

镇、陌南镇、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共计 5 个镇和 1 个经济开发

区，25 个行政村，用地面积 132.9865 公顷，由于芮城县二

调数据库部分权属性质调查错误，根据方案用地实际权属，

132.9865 公顷土地全部为集体土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

楚，没有争议。

4.基础设施条件

4.1 交通状况

古魏片区、南磑片区正加速建成通用机场。打通至西安、

太原、郑州等中原城市群重点城市航空通道，高效融入中原

城市群。加快短途运输、飞行培训、应急救援、医疗救护、

通航物流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完善通用机场服务功能。开

通特色旅游航线，在主要旅游景区、景点及特色小镇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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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低空飞行旅游基地。

风陵渡片区、陌南片区着力构建便捷畅通公路网。优化

高速公路网结构，实施风陵渡高速口、芮城东高速口、圣天

湖高速口提升建设工程，建设风陵渡黄河大桥及连接线、临

猗至灵宝高速公路,争取启动灵宝到芮城高速引线建设工

程，实现与连霍高速、呼北高速、运风高速快速联通，有效

融入一带一路和晋陕豫金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实施国省县

普通干线公路网提质改造工程，推进古风线道路（S348）、

临陌线（S239）、国防公路张风线（X829）三新村至风陵渡

大转盘道路改建工程、东沿山（檀道至王瑶）和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连接线建设，积极争取沿黄、沿山、平风线改建工程

建设。加强高速公路与普通干线公路、县城主干道、各乡镇

紧密衔接。

古魏片区、南磑片区、风陵渡片区、陌南片区推进交通

枢纽建设。以芮城通用机场、乡镇客运站、风陵渡铁路货运

场站为载体，推进大唐铁路专用线、粮库铁路专用线建设，

提高换乘换装水平，构建公路铁路联运、公路航空联运运输

体系。积极推进芮城汽车客运站、陌南站及大王站建设，改

造升级阳城、永乐、岭底、西陌停车点，改造新建公交候车

站、亭、候车站台，加强客运站点与机场、货运场站等交通

枢纽的快速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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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四好农村路。实施农村公路网优化提升工程，打通

断头路，加快窄路基路面加宽改造，实施危桥改造重建工程，

提高农村公路运输效率。加快村村通道路建设，推动农村公

路建设向通组入户倾斜。加强通往休闲农业区、特色乡镇的

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公路特色示范

路建设。强化农村公路与国省道衔接，加强农村公路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建设。建立管理养护长效机制，全面实施县乡村

三级路长制，提高四好农村路可持续发展能力。

4.2 给排水状况

芮城县实施“同水源、同水质、同水价、同服务”的城

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提高供水规模化工程服务人口比例，古

魏片区、阳城片区推进南城供水扩建、城东供水扩建、阳城

供水扩建等项目建设，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保

障城乡安全供水。加快农业灌溉工程建设，实施马崖、新兴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推进大禹渡灌区改造，加强

田间集雨设施建设。推进古贤水利枢纽前期工作。

健全地下水利用与保护长效机制，加强超采区考核评

价，提升地下水利用管控能力。规范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管

理，严格取水总量控制，加大地表水和非常规水利用，多渠

道增加水源补给。

4.3 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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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补齐信息设施建设短板，提高信息通信网络结构

质量。实施通信网络提升工程，建设骨干网、接入网及城域

网，提升光纤带宽容量，实现全域光纤宽带全覆盖。加快通

信网络设施 IPv6 改造升级，推进 5G、物联网基站建设，实

现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区域连续覆盖。实施工业互联网内外

网络改造升级工程。积极推进大数据中心建设。

4.4 电网结构

古魏片区、风陵渡片区、阳城片区、陌南片区完善电网

结构，增强电源供给能力，合理划分风陵渡、南里庄、中心

城区、魏东四大供电区范围，建设 110kV 输变电工程和 35kV

输变电工程，推进 110kV 变电站增容工程。启动风陵渡经济

开发区增量配电及配电接入设施项目建设，实施35kV和10kV

线路改造工程，提高用电负荷转供能力。推进城乡配电网改

造升级工程，完善中心城区电力网架，改善城乡供电质量，

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4.5 燃气工程

芮城县实施城乡燃气管道管网建设及升级改造工程，推

进燃气管网向建制镇、重点工业户、重点旅游景区延伸，扩

大天然气覆盖面。加快县城、高速公路服务区、一二级干线

公路沿线天然气加气站建设。

4.6 供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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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

热”的路径，合理确定全县不同区域的供热方式。制定“煤

改电”实施方案，对取暖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大力推进风陵

渡经济开发区供热提标改造、“煤改电”“油改电”“气改

电”“煤改气”、建筑节能改造、农村围护结构改造等工程，

推广电采暖、太阳能等分散式采暖方式供暖，条件适宜地区

采取空气源热泵、直流电热膜供热和生物质清洁炉具采暖等

方式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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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要性分析

1.保障和完善县城功能的需要

近年来，芮城县县城各方面发展较快，县城面积不断扩

大，城区人口增加，随之带来的交通负荷越来越重，而人们

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县城和部分乡镇的交通、

教育、医疗等公用服务设施配套不足，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

实施，可提升城市功能。

2.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芮城县近年来积极引进龙头产业项目落地，本次成片开

发方案的实施，能带动芮城县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项目集

中、产业集群、资源集约、功能集成的产业发展格局，积极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高

有效供给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共进

的产业新体系。

3.重大项目建设的落地需求

（1）重大项目的落地发展，能够为芮城县带来相当大

的经济效益，为芮城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新鲜血液，注入新的

发展动力；

（2）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芮城县的民生就

业问题，保障人民幸福、社会稳定。此外，一系列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完善，将有助于缓解芮城县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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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压力，提高区域内居民生活水平。

4.完善道路交通及其他配套设施的需要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能优化整个区域的功能布

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硬件”

水平，完善生活服务配套，提高人居环境水平。

5.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芮城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

心，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注重保护耕

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6.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

成片开发是综合开发的基础。综合开发就是地上和地

下、基础设施和房产开发、商业和公益、居住和公共服务，

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统筹规划、集中性、一体化开发，通过

统筹规划各类配置，各种功能相互协调，实现土地的综合利

用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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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风陵渡片区主要以新材料加工等工业为主，其中：工业

用地面积 48.9115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5.5077 公顷、商业

用地面积 15.5157 公顷、社会福利用地 19.4768 公顷。

古魏片区主要以完善建成区交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居住区开发功能和配套商业设施功能

为主，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4.2686 公顷，工业用地 1.6773

公顷，公路用地 12.9483 公顷，教育用地 0.6109 公顷，商

业用地 4.7636 公顷，社会福利用地 4.8597 公顷，文化用地

5.6139 公顷，医疗卫生用地 0.1709 公顷，邮政用地 0.6514

公顷。

陌南片区以居住区开发为主，全部为城镇住宅用地，面

积 0.3375 公顷。

南磑片区主要以完善建成区交通及居住区开发为主，其

中：城镇住宅用地 2.6003 公顷，公路用地 4.0146 公顷，交

通站场用地 0.7590 公顷。

阳城片区以居住区开发为主，全部为城镇住宅用地，面

积 0.0806 公顷。

永乐片区以完善商业服务为主，其中商业用地 0.2181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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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成片开发利用各片区范围土地用途情况表

片区名称 土地用途 面积（公顷） 占比（%）

风陵渡

小计 89.4117 100.00%

工业用地 48.9115 54.70%

公园绿地 5.5077 6.16%

商业用地 15.5157 17.35%

社会福利用地 19.4768 21.78%

古魏

小计 35.5646 100.00%

城镇住宅用地 4.2686 12.00%

工业用地 1.6773 4.72%

公路用地 12.9483 36.41%

教育用地 0.6109 1.72%

商业用地 4.7636 13.39%

社会福利用地 4.8597 13.66%

文化用地 5.6139 15.79%

医疗卫生用地 0.1709 0.48%

邮政用地 0.6514 1.83%

陌南
小计 0.3375 100.00%

城镇住宅用地 0.3375 100.00%

南磑

小计 7.3739 100.00%

城镇住宅用地 2.6003 35.26%

公路用地 4.0146 54.44%

交通场站用地 0.759 10.29%

阳城
小计 0.0806 100.00%

城镇住宅用地 0.0806 100.00%

永乐
小计 0.2182 100.00%

商业用地 0.2182 100.00%

总计 132.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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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

1.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本方案共涉及芮城县及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共 48个地块，

其中：DK1-DK46 为 2020 年、2021 年已批准的建设用地项目，

DK47、DK48 为规划实施的建设项目，明细详见下表。

芮城县成片开发利用方案项目统计表

片区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分类 实施年度 批准文号

风陵渡 DK1
山西证道新能源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7 号

风陵渡 DK2 风陵渡顺安化工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7 号

风陵渡 DK3 福源盛世一期 商业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55 号

风陵渡 DK4 风陵渡标准化厂房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5
山西梅奥华卫药业有限

公司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6 汉仑化工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7
年产 12 吨岩矿棉生产线

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8 新花蝶公司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9
登封市华强磨料有限公

司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0
陕西西电科大华成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1 山西雨润新材料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2 德宝化工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3 绿普光电二期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4 绿普光电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08 号

风陵渡 DK15 福源尚品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2〕35 号

风陵渡 DK16 蜀静苑二期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2〕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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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分类 实施年度 批准文号

风陵渡 DK17 彩钢加工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2〕35 号

风陵渡 DK18 福源盛世东区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2〕35 号

永乐 DK19
芮城县永乐镇蔡村加油

站项目
商业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0 大河美景健康城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1 大河美景健康城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2 大河美景健康城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3
芮城县海霞塑料制品厂

项目
工业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4
芮城县西陌建筑有限公

司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5 芮城县北街幼儿园项目 教育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6
芮城县条山街南侧住宅

用地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27 同济药业用地项目 工业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陌南 DK28
芮城县陌南梧桐社区住

宅用地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阳城 DK29
芮城县阳城镇东晓花苑

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南磑 DK30
芮城县游客服务中心项

目
交通场站用地 2020 年 晋政地字〔2020〕263 号

古魏 DK31 文化创意园扩建项目 文化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2
芮城县西陌建筑有限公

司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3
芮城县人民医院扩建项

目
医疗卫生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4
芮城县邮政转运中心项

目
邮政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5 同济药业扩建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6 芮城县名俗文化一条街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37 芮城县名俗文化一条街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南磑 DK38
芮城县西陌建筑有限公

司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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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用地分类 实施年度 批准文号

南磑 DK39
芮城县西陌建筑有限公

司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40
芮城县西陌建筑有限公

司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41 大河美景健康城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42 大河美景健康城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0 号

古魏 DK43 芮城县东环路改造项目 公路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南磑 DK43 芮城县东环路改造项目 公路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古魏 DK44 芮城县东环路改造项目 公路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南磑 DK44 芮城县东环路改造项目 公路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古魏 DK45
古魏镇华岳村粮食收购

站
商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古魏 DK46 温氏屠宰场项目 工业用地 2021 年 晋政地字〔2021〕221 号

风陵渡 DK47 康复养老项目 社会福利用地 2022 年 无

风陵渡 DK48 风陵渡街心公园项目 公园绿地 2022 年 无

2020 年度实施地块 13 个，用地面积 11.7752 公顷；2021

年度实施地块 33 个，用地面积 96.2268 公顷；2022 年度拟

实施地块 2 个，拟用地面积 24.9845 公顷。

DK1-DK46 均已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

险；项目所涉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均已得到落实。

2.开发时序

芮城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土地征收

工作的启动时序为 2020 年至 2022 年。

3.年度实施计划

芮城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土地征收

实施年度为 2020 年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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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规性分析

1.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中 DK1 至 DK16、DK18、DK20 至 DK48 位于芮城县

国土空间规划（过度期）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DK17

部分位于芮城县国土空间规划（过度期）城镇开发边界的集

中建设区内，符合芮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位于允许建设区；DK19 位于芮城县国土空间规划（过度期）

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外，符合芮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位于允许建设区。

方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符合“三条控制线”

空间管控要求。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芮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且已经

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3.公益性用地比例

拟开发范围内公益性占比详见下表，其中芮城县本级（除

风陵渡经济开发区）的公益用地比例为 68.00%，符合自然资

规〔2020〕5 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要求。风陵渡片区公益性

用地占比为 27.94%，超过 25%，符合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主的

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得低于 2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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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成片开发利用各片区公益性用地情况表

区域名称 公益属性 土地用途 面积（公顷） 公益性用地占比

芮城县本级

（除风陵渡

经济开发

区）

公益用地

公路用地 16.9629

68.00%

交通场站用地 0.7590

教育用地 0.6109

社会福利用地 4.8597

文化用地 5.6139

医疗卫生用地 0.1709

邮政用地 0.6514

小计 29.6287

非公益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7.287

工业用地 1.6773

商业用地 4.9818

小计 13.9461

合计 43.5748

风陵渡

公益用地

公园绿地 5.5077

27.94%

社会福利用地 19.4768

小计 24.9845

非公益用地

工业用地 48.9115

商业用地 15.5157

小计 64.4272

合计 89.4117

总计 132.9865

4.永久基本农田

本方案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5.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情况

2021 年芮城县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量为 80 亩，已完

成 149.73 亩，处置率 187%。2021 年度闲置土地处置任务量

为 7 亩，已完成 8.41 亩，处置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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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根据风陵渡经济开发区 2020 年集约节约利用评价，2020

年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为 356 万元/亩；2021 年未组织集约节

约利用评价，风陵渡经济开发区产业事业部依据开发区 2021

年在建项目的《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合同》计算，2021 年工业

项目投资强度为 368 万元/亩。符合省级工业类开发区新上

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不低于 200 万元/亩的要求。

7.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芮城县无已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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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效益评估

1.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

构和布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实现与周边环境的高度协调，

以重点项目为契机带动周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发展。项目建成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同时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优化居住用地结构布局，实现人口与居住用地协调发展；完

善周边公共配套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片区公共服务设

施不足的问题，优化片区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有利于强化存

量建设用地效能提升，为缓解芮城县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提供

有效抓手，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推动芮城县土地利

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2.经济效益

随着成片开发项目的推进与建设，整个成片开发区内将

进行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耗，提高

土地的综合利用率。片区内企业项目的落地，可提高地方财

政收入；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完善市政的同时，

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片区内项目建设完成后带来的经济

效益将翻倍增长，从而增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实

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本方案实施后，风陵渡片区按照商业用地每亩 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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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每亩 13 万元的价格，风陵渡经济开发区财政收入

估算增加 1.1751 亿元；芮城县（除风陵渡经济开发区）按

照商业用地每亩 23.6 万元，工业用地每亩 17.5 万元，城镇

住宅用地每亩 17.7 万元的价格，芮城县财政收入估算增加

4138 万元。

3.社会效益

随着整个片区内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芮城县将扩建县

人民医院，新建幼儿园 1 所，新建芮城县游客集散中心 1 座，

新建康养项目 1 处、邮政转运中心 1 座及新建芮城县东环路

等；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将新建新建康养项目 1 处、绿地公园

1 处。芮城县同时将新建工业、商业项目，解决劳动力就业，

提高周边居民生活便捷程度。

新建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有利于解决片区

基础设施不足、落后的问题。教育设施的建设，医疗设施的

设立，文化设施的引入，商住的配套，企业的集聚以及其他

公益性设施的配套，不仅有利于吸收周边剩余劳动力，完善

市政基础设施，还将带动开发区及周边的社会经济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

4.生态效益

本方案在充分考虑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

本国策，兼顾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主动避让优质耕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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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且不涉及历史建筑和有价值的建筑构筑物。芮

城县严把项目立项及环评审批，降低新建项目对周边大气环

境、生态环境、土壤环境等的影响，在环境及安全卫生防护

距离方面，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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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征求意见情况

本方案 48 个地块中，46 个为 2020-2021 年已经山西省

人民政府批复建设用地，不再进行公众意见征询，2 个新建

项目严格落实政策要求

芮城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初步拟定后，于

2022 年 1 月在新建项目所涉及村通过调查走访、召开听证会

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2022 年 1 月 7 日，在芮城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议室召

开《芮城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会》，

会议征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意见，

对符合成片开发实施细则及指南要求的意见和建议，已进行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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