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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垣曲县资源丰富、区位独特、生态优美、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垣曲县有良好的传统工业基础，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奋力拼搏、攻坚克难，积淀了浓郁的创业

干事氛围，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发展速度已处运

城市第一方阵，态势良好，这也使得垣曲县用地需求急速增加。为实

现垣曲县“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促进垣曲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保障建设用地供给，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垣

曲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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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30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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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垣

曲县 2022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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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编制背景 

2020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其中第

四十五条第五款提出了成片开发的内容，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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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规定了“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务院自然资源部门规定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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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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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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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垣曲县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资源向产品产业转化速度、

效率、质量不高，县域经济总量规模依然不足，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

总体偏低，现代产业体系还未形成，产业结构需要优化调整，公共服

务需要均衡布局，破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难题是垣曲县面临的主要挑

战。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可以合理划定近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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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收报批范围，统筹安排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有序安排土

地征收报批时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垣曲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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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了后续土

地的开发利用，也防范随意侵占农村用地的现象出现，对进一步实施

成片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 编制原则 

合法合规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注重保护耕地，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生态保护红线。成

片开发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符合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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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公益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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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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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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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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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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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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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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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生态原则。建设应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坚持生态环境保护

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垣曲县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避

免了对生态的破坏。同时成片开发还为追求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

益的绿色效益最大化，也就是绿色经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支撑。 

公众参与原则。充分考虑人民的需要，通过集体上会研究，充分

听取政协代表、人大代表及相关部门专家意见；通过网站公示，让广

大民众了解成片开发内容，并可通过留言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通过

公告、座谈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收集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充分保

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以及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意见对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进行修改，真正让公众参与到城市家园的建设中来。 

1.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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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

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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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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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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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垣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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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垣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稿） 

《垣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山西省垣曲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 

《垣曲县第三次全国国土土地调查成果（2020 年）》 

《垣曲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垣曲县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 

1.4 实施期限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工矿项目、居住项目和商业项目为

主，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项目，预计在 2022 年分批次启

动土地征收工作。 

2.区域基本情况 

2.1 位置、面积和范围 

本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 5 个片区，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152.1609

公顷，共涉及 3 个乡镇 10 个行政村。 

拟征收土地面积为 110.8482 公顷，其中农用地 89.6200 公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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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耕地 50.1627 公顷），建设用地 20.4855 公顷，未利用地 0.7427 公

顷。各片区的面积和位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成片开发范围位置面积表 

片区名称 坐落单位 所属乡镇 总面积（公顷） 

片区 1 
上王村 新城镇 4.9528  

小计 4.9528  

片区 2 

城北居委会 新城镇 0.4943  

古堆村 新城镇 17.7726  

上王村 新城镇 4.6509  

小计 22.9178  

片区 3 

城南居委会 新城镇 3.9023  

东山村 皋落乡 2.5380  

皋落村 皋落乡 5.9351  

刘张村 新城镇 0.6505  

坡底村 新城镇 49.5694  

清源村 新城镇 10.2169  

上王村 新城镇 3.5789  

小计 76.3911  

片区 4 

皋落村 皋落乡 13.6318  

清南村 新城镇 0.0876  

倚亳村 皋落乡 30.8825  

小计 44.6018  

片区 5 
古城村 古城镇 3.2975  

小计 3.2975  

总计 152.1609  

2.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依据 2020 年土地变更调查结果及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

发范围拟用地总面积 152.1609 公顷，其中：农用地 93.1713 公顷（含

耕地 53.1219 公顷、园地 20.9870 公顷、林地面积 13.0509 公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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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用地 6.0116 公顷），建设用地 58.2469 公顷，未利用地 0.7427

公顷。 

片区 1 位于新城镇上王村，用地总面积 4.9528 公顷，其中：农

用地 1.0817 公顷（含耕地 0.6003 公顷、园地 0.1246 公顷、林地 0.2864

公顷及其他农用地 0.0703 公顷），建设用地 3.8711 公顷。  

片区 2 位于新城镇上王村和古堆村，用地总面积 22.9178 公顷，

其中：农用地 16.6846 公顷（含耕地 5.1954 公顷、园地 3.0094 公顷、

林地 7.2430 公顷及其他农用地 1.2369 公顷），建设用地 6.2332 公顷。 

片区 3 位于新城镇上王村、清源村、坡底村、刘张村、城南居委

会和皋落乡皋落村、东山村，用地总面积 76.3911 公顷，其中：农用

地 41.7286 公顷（含耕地 29.1514 公顷、园地 5.2019 公顷、林地面积

4.1905 公顷及其他农用地 3.1849 公顷），建设用地 33.9527 公顷，未

利用地 0.7098 公顷。 

片区 4 位于新城镇清南村和皋落乡皋落村、倚亳村，用地总面积

44.6018 公顷，其中：农用地 31.1045 公顷（含耕地 15.7675 公顷、园

地 12.4887 公顷、林地 1.3310 公顷及其他农用地 1.5173 公顷），建

设用地 13.4644 公顷，未利用地 0.0329 公顷。 

片区 5 位于古城镇古城村，用地总面积 3.2975 公顷，其中：农

用地 2.5719 公顷（含耕地 2.4073 公顷、园地 0.1624 公顷和其他农用

地面积 0.0022 公顷），建设用地 0.7255 公顷。 

2.3 土地权属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 3 个乡镇 10 个行政村。分别为新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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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王村、古堆村、刘张村、坡底村、清源村；皋落乡皋落村、清南村、

东山村、倚亳村；古城镇古城村。依据调查结果，成片开发区域内的

土地权属清晰，界址清楚，不存在权属争议。具体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各片区土地权属表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权属名称 
权属性质 

总计 
国有面积 集体面积 

片区 1 
上王村 3.3846  1.5682  4.9528  

合计 3.3846  1.5682  4.9528  

片区 2 

古堆村 0.2725  17.9942  17.7724  

上王村 0.8890  3.7621  4.6511  

合计 1.1615  21.7563  22.4235  

片区 3 

坡底村 7.5181  45.9537  53.4718  

东山村  2.5380  2.5380  

皋落村  5.9351  5.9351  

刘张村  0.6505  0.6505  

清源村  10.2169  10.2169  

上王村 2.2452  1.3337  3.5789  

合计 9.7633  66.6278  76.3911  

片区 4 

皋落村  13.6318  13.6318  

清南村  0.0876  0.0876  

倚亳村 4.6346  26.2479  30.8825  

合计 4.6346  39.9672  44.6018  

片区 5 
古城村  3.2975  3.2975  

合计  3.2975  3.2975  

总计 18.9439  133.2170  152.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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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础设施条件 

（1）交通条件片区 

片区 1 紧邻友谊西路和国道呼北线，为城市主干道；片区 2 位于

友谊东路北侧，紧邻五一路和东环路；片区 3 位于电力东路和建设东

路中间，紧邻舜王南街，紧邻滨河西道和呼北线，分布于学府东路南

北两侧；片区 4 跨越路穿越，工业大道由园区东部穿过；片区 5 位于

古城镇，邻近连固线。整个开发片区内部道路通畅，通达性较好，对

外交通便利，满足成片开发交通需求。 

（2）供排水条件 

片区内供水采用分片供应。黄河路以北区域水源为后河水库，黄

河路以南区域水源为县城西部的高位水池，总供水量 9.3 万 m
3
/d。后

河水库的水输送到县城北部的自来水厂后通过中条大街的给水主管

进入中心城区，并与高位水池的给水主干管接通。整个片区内市政管

网通达，供水管网采用生产-生活-消防联合供水系统，水源可由就近

的市政管网引入；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主要沿道路下雨水管

就近排入豪清河水系，污水沿污水管网向东南排入主城区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电网建设情况 

整个片区有 10 KV 变电站和 35kv 变电站各一座，电源来自皋落

220KV 变电站。 

（4）气网建设情况 

整个片区内燃气气源为“西气东输”，在新城镇建有天然气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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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压管道进入规划区调压站。 

（5）供热情况 

整个片区内供热的主要热源为工业余热。整个片区供热的主要热

源为中环寰慧(垣曲)节能热力有限公司解决，南部热源来自皋落工业

园区自行解决。 

(6)通讯网络 

整个片区通讯网络状况良好，移动通信网络规划移动通信用户为

16.09 万人，中心城区室外基站在建设用地区域的近期平均覆盖半径

为 600 m，远期平均覆盖主径为 450 m, 单站覆盖面积为 0.39 km
2。 

区内设一处通讯服务用地，位于人民路与新东街交叉口东南侧。

设置两处通信机房。 

3.必要性分析 

（1）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垣曲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是今后发展的要求，以

工业转型为主攻，抓好新型工业项目是重中之重。目前，东鹏山西智

能家具产业园项目、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碳基新材料项目、山

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泡陶瓷项目等新型产业项目即将引进落地，

将带动垣曲县产业发展，促进垣曲县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形成项目集

中、产业集群、资源集约、功能集成的产业发展格局。以总量扩大、

结构优化、业态创新、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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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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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项目建设的落地需求 

2019 年 1 月 15 日省政府批复设立垣曲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培

育危固废、新型绿色建材等新产业，需要大项目大企业的入住。东鹏

山西智能家具产业园项目、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碳基新材料项

目、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泡陶瓷项目等大企业大项目的入住，

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垣曲产业结构，对拉动当地的就

业和经济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大项目的落地发展，能够为垣曲县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为垣

曲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新鲜血液，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能够提供大量的

工作岗位，解决垣曲县的民生就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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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缓解垣

曲县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提高区内居民生活水平。 

（3）完善道路交通及其他配套设施的需要 

垣曲县的快速发展使得成片开发区域的道路交通及其配套设施

越来越显得乏力，为缓解交通压力，为区域内的居民、企业提供更好

的生活、生产环境，有必要在现有交通网络上进行道路新建与改扩建

工程。道路工程的建设落地，将增强现有的交通网络覆盖力度，为区

域生产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性和通达度，也为垣曲县的发展扩张提供

有力的道路交通保障。 

（4）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需要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编制过程中，根据听证相关规定充分征求成片

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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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土地

成片开发不能背离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的目标、要求和初衷，更不能

借工业化或再工业化、城镇化或再城镇化之名，强行侵占农民或其他

原住民土地权益、谋求不当土地增值收益之实。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确保农民的决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维护农民利益。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面积为 44.3897

公顷，占整个开发范围面积的 29.17 %，涉及到学校、医院、机关等

用地。城南小学的建设，优化了教育资源，充分发挥了教育资源的使

用效益，提高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极大地改善了垣曲

县的办学条件，符合垣曲县十四五规划优化教育布局和办学格局的要

求；垣曲县第二人民医院位于古城镇，建成后有利于改善医疗条件，

满足人民群众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5）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 

节约集约用地是当今用地的准则，成片开发可以在空间上连续、

大面积、系统性地供给城市生产、生活的各类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城

市的集聚效益，可使人才、资金、信息、产业进一步聚集，通过合理

配置和规划各类资源，使其功能协调，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和高效利

用，按规划配套一定量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用地、公共交通用地，

有利于公共及公用基础设施的集中共享，提高其使用率，从而达到土

地的节约集约使用。 

4.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1）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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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设计的土地主要用途有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居住

用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绿

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其中公益性用地面积为 62.4185 公顷，占总用

地面积的 41.02%，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4.3897 公顷，公用

设施用地 8.8970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4.7435 公顷，绿地与开场空间

用地 4.3883 公顷；非公益性面积为 89.7424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58.98%，包含商业服务业面积为2.2226公顷，工矿用地55.8343公顷，

居住用地 31.6854 公顷。 

（2）实现的功能 

此次成片开发主要服务于垣曲县的用地需求。成片开发有利于进

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

化，践行生态文明、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打造集中连片的工业发展基

地，完善区域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生产、生活品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此次成片开发规划主要用途为商

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 

其中工矿用地 55.8343 公顷，实现促进产业与经济发展功能，工

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它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规模和

水平，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此外工业的发展，对于逐步消除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推动城市化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4.3897 公顷，实现完善周边区域配套

设施布置功能，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文化娱乐等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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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群众幸福感。 

公用设施用地 8.8970 公顷，满足生产、生活对于水电气等基础

能源需要，保障垣曲县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交通运输用地 4.7435 公顷，实现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功能，

可为周边群众和产业园提供便利的交通通道，提高出行可达性和交通

效率，促进片区功能调整，使整个区域发展环境得到改善，进而带动

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居住用地 31.6854 公顷，垣曲县经济发展快速，人居环境建设成

果显著，棚改区居民、农村征地搬迁农户、外来务工人员等的住房保

障成为了一大难点，住宅区、安置点的建设十分必要。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3883 公顷，实现建设居民公共空间功能，

有利于片区构建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

宜、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的空间格局。 

商业服务业用地 2.2226 公顷，实现居民生活保障功能，提高居

民生活水平。 

5.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 

5.1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本方案征收范围拟安排新建项目包括垣曲县墨玉植物蛋白有限

公司、4S 店项目、友谊汽修、房产项目、和顺房地产开发、舜乡公

园、垃圾中转站、自来水公司北地块、自来水公司物资储备库及管理

用房、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垣曲县益康清洗服务有限公

司、人防大楼、逸景华府东南扩、城南小学、玉峰轮胎、青华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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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背后、建设路北、建设路南、铜片厂、丽景阳光、赵家岭南、东

鹏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泡陶瓷项目、山

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碳基新材料项目、皋落加油站、垣曲县第二

人民医院等 27 个项目。详见下表： 

表 5-1 拟建设项目汇总表 

所在成片

开发范围

名称 

征收地块编号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 
拟征地面

积（公顷） 

片区 1 

地块 1 
垣曲县墨玉植物蛋白

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业用地 0.6707  

地块 2 4S 店项目 商业服务业用地 0.4103  

地块 3 友谊汽修 商业服务业用地 0.2074 

地块 4 友谊汽修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251 

片区 2 

地块 5 房产项目 居住用地 7.8221  

地块 6 和顺房地产开发 居住用地 2.4936  

地块 7 舜乡公园 
绿地与开敞空间

用地 
3.9902  

地块 8 垃圾中转站 公用设施用地 1.6512  
地块 9 自来水公司北地块 居住用地 0.4967  

地块 10 
自来水公司物资储备

库及管理用房 
公用设施用地 0.6782  

地块 11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0.9692  

地块 12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0.0009  

片区 3 

地块 13 
垣曲县益康清洗服务

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业用地 0.2333  

地块 14 人防大楼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1.7833  

地块 15 逸景华府东南扩 居住用地 0.0458  
地块 16 逸景华府东南扩 居住用地 2.1066  

地块 17 城南小学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5.3609  

地块 18 玉峰轮胎 商业服务业用地 0.5229  

地块 19 青华苑 居住用地 0.9998  
地块 20 检察院背后 居住用地 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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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成片

开发范围

名称 

征收地块编号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 
拟征地面

积（公顷） 

地块 21 建设路北 居住用地 13.3840  

地块 22 建设路南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4.3445  

地块 23 铜片厂 工矿用地 17.6350  
地块 24 丽景阳光 居住用地 0.6472  
地块 25 赵家岭南 居住用地 2.5380  

片区 4 

地块 26 
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

项目 
工矿用地 6.2098  

地块 27 
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

业园发泡陶瓷项目 
工矿用地 19.1042  

地块 28 

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

锂电池碳基新材料项

目 

工矿用地 12.8854  

地块 29 皋落加油站 商业服务业用地 0.1530  

片区 5 地块 30 垣曲县第二人民医院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3.2975  

合计 110.8482 

5.2 开发时序 

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情况、征收难度、融资情况、建设

计划等因素，综合研究后制定拟建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本

次成片开发拟建项目用地开发时序确定为 2022 年。 

5.3 年度实施计划 

拟新建项目面积共计 110.8482 公顷，计划到 2022 年底全部完成

土地报批。 

6.合规性分析 

6.1 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共涉及 5 个片区，30 个地块，总面积为 152.160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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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其中有 140.1516 公顷位于垣曲县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

的集中建设区，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

作的通知》（自然自发〔2020〕183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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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件要求，符合垣曲县国土空间规划。 

片区 2 的地块 5、片区 3 的地块 11、地块 12 和地块 21 共 8.6324

公顷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特别用途区和弹性发展区，片区 4 的地块

27 和片区 5 的地块 28，共 3.3769 公顷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对于本

方案中不在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的部分，垣曲县自然资源局承

诺全部纳入正在编制的垣曲县国土空间规划中。 

6.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垣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并且

已经纳入垣曲县 2021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6.3 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用地面积 152.1609 公顷，其中基础设施

18.0288 公顷、公共服务设施 44.3897 公顷，公益性用地合计 62.4185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 41.02%，符合有关规定，各类用地面积如表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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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土地用途汇总表 

类型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比例 

公益性用

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10.8342  7.12% 

教育用地 26.5691  17.46% 

社会福利用地 2.2584  1.48% 

体育用地 0.7023  0.46% 

医疗卫生用地 4.0257  2.65%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2.3212  1.53% 

环卫用地 1.6512  1.09% 

排水用地 4.4253  2.91%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4992  0.33%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4.5625  3.00% 

交通场站用地 0.1810  0.12% 

绿地与开敞空间

用地 
公园绿地 4.3883  2.88% 

合计 62.4185  41.02% 

非公益性

用地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55.8343  36.69%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31.6854  20.82%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2.2226  1.46% 

  合计 89.7424  58.98% 

总计 152.1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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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土地用途明细表 

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一

级地类） 

拟开发主要用

途（二级地类） 

拟征地面积(公

顷) 
备注 

片区名称 征收地块 
已建成或

已报批 

1 

片区 1 

地块 1  
垣曲县墨玉植物蛋

白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6707   

2 地块 2  4S 店项目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4103   

3 地块 3  友谊汽修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2074  

4 地块 4  友谊汽修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0251  

5  已建成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1.2734  现状城镇道路 

6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体育用地 0.1075  现状为健身广场 

7  已报批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2.2584  

现状为垣曲县社会福利

中心老年养护楼，垣曲

县 2014 年第六批次建设

用地 

8 

片区 2 

地块 5  房产项目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7.8221   

9 地块 6  和顺房地产开发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2.4936   

10 地块 7  舜乡公园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3.9902   

11 地块 8  垃圾中转站 公用设施用地 环卫用地 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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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一

级地类） 

拟开发主要用

途（二级地类） 

拟征地面积(公

顷) 
备注 

片区名称 征收地块 
已建成或

已报批 

12 地块 9  自来水公司北地块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4967   

13 地块 10  
自来水公司物资储

备库及管理用房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0.6782   

14 地块 11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9692   

15 地块 12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0009   

16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0.0909  现状爱心幼儿园 

17  已建成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1.3412  现状城镇道路 

18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体育用地 0.5948  现状为体育场 

19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0.9352  现状为幼儿园 

20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1.5382  现状为垣曲县中心小学 

21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0.3154  现状为中条山曙光医院 

22 片区 3 地块 13  
垣曲县益康清洗服

务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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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一

级地类） 

拟开发主要用

途（二级地类） 

拟征地面积(公

顷) 
备注 

片区名称 征收地块 
已建成或

已报批 

23 地块 14  人防大楼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新闻

出版用地 
1.7834   

24 地块 15  逸景华府东南扩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0458   

25 地块 16  逸景华府东南扩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2.1066   

26 地块 17  城南小学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5.3609   

27 地块 18  玉峰轮胎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5229   

28 地块 19  青华苑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9998   

29 地块 20  检察院背后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1816   

30 地块 21  建设路北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3.3840   

31 地块 22  建设路南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4.3445   

32 地块 23  铜片厂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17.6350   

33 地块 24  丽景阳光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6472   

34 地块 25  赵家岭南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2.5380   

35  已建成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1.9479  现状城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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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一

级地类） 

拟开发主要用

途（二级地类） 

拟征地面积(公

顷) 
备注 

片区名称 征收地块 
已建成或

已报批 

36  已建成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0.3982  现状公园与绿地 

37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0.4128  现状为妇幼保健院 

38  已建成  公用设施用地 
其他公用设施

用地 
0.4992  现状为公用设施 

39  已建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1.4002  现状为人民法院检察院 

40  已报批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4.5763  

现状新城初中,垣曲县

2011 年第二批次建设用

地 

41  已报批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1.9984  

现状为垣曲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 122 指挥中心,垣

曲县 2011 年第一批次建

设用地 

42  已报批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1.3078  

现状为垣曲县车检中心,

垣曲县 2013 年第二批次

建设用地 

43  已报批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教育用地 14.0675  

现状垣曲县高级职业中

学新校区建设项目,垣曲

县 2019 年第三批次建设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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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拟安排项目名称 
拟开发主要用途（一

级地类） 

拟开发主要用

途（二级地类） 

拟征地面积(公

顷) 
备注 

片区名称 征收地块 
已建成或

已报批 

44 

片区 4 

地块 26  
东鹏智能家居产业

园项目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6.2098   

45 地块 27  

山西碳歌绿色经济

产业园发泡陶瓷项

目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19.1042   

46 地块 28  

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

锂电池碳基新材料

项目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12.8854   

47 地块 29  皋落加油站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0.1530   

48  已建成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0.1810  现状交通场站 

49  已报批  公用设施用地 排水用地 4.4253  
现状为污水处理厂，垣

曲县 2018 年一批次 

50  已报批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1.6431  
现状为供水工程，垣曲

县开发区 2019 年一批次 

51 片区 5 地块 30  
垣曲县第二人民医

院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3.2975   

 

备注说明：表 6-2 备注栏中现状用途依据垣曲县三调数据库地类确定；“已报批地块”是指 2020 年 11 月 5 日前已报批的用地，用途依

据报批用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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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永久基本农田 

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符合成片开发送审报批

的要求。 

 



 

 25 

 

图 6-1 垣曲县永久基本农田局部示意图 

6.5 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情况 

上年度垣曲县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量为 150亩，已完成 176亩，

处置率 117.33%。垣曲县近年来无闲置用地情况。 

6.6 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根据垣曲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约节约利用评价，本方案涉及的垣

曲县开发区上年度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为 350 万元/亩（开发区），

符合国家级开发区新上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低于 300 万元/亩的要求

（或符合省级工业类开发区新上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低于 200 万元/

亩的要求）。 

6.7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垣曲县已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均按年度计划完成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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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效益评估 

7.1 土地利用效益 

成片开发有利于垣曲县满足产业发展用地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

水平，推动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转变。本次成片

开发征收范围内公益性用地 62.4185 公顷（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44.3897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8.8970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4.7435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3883 公顷），工矿用地 55.8343 公顷，

居住用地 31.6854公顷，商业用地 2.2226公顷，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 

根据项目特点，公益性用地拟采用划拨方式供应，不计收益；按

照我省 2020 年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经营性项目征地补偿

费用预期收入约为 5618.3 万元（不包括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

偿费）；根据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和等别，垣曲县

为十三等，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标准为 16 元/平方米，本次

征收范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 59.2396 公顷，可得出经营性用地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预期收入约为 1445.8 万元；可以有效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 

7.2 经济效益 

本方案整个片区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占比为 41.02%，超 40%，通

过财政前期的投入创造招商引资条件，多家企业进驻，对经济的推动

作用意义重大。 

本方案的实施有利于落实规划先行理念，通过明确垣曲县近期

建设、招商、投资重点方向以及道路、市政等设施配套需求，科学确



 

 27 

定了土地开发规模、出让用途、规模及规划强度，强化规划引领发展

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严格落实宗地出让制度，强化土地征转、供后监

管等用地措施，形成用地集约、集聚高效、有序发展、建一片成一片

的高效土地开发模式，实现布局集中、产业集聚、配套完善、结构完

整的城镇建设区。 

结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

垣曲县土地等别为十三等，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碳基新材料项目、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泡陶瓷项

目、铜片厂的最低投资强度控制指标分别为 555 万元/公顷、780 万元

/公顷、470 万元/公顷、780 万元/公顷。本方案的实施预计增加投资

额 36211 万元，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可带动垣曲

县区域经济大幅增长，有利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有利于

促进经济开发区产业升级。 

7.3 社会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面积为

44.3897 公顷，占整个开发范围面积的 29.17 %，涉及到城南小学等教

育、医疗用地，城南小学的建设，优化了教育资源，充分发挥了教育

资源的使用效益，提高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极大地改

善了垣曲县的学办学条件，有利于实现学校的合理布局。垣曲县第二

人民医院位于古城镇，建成后有利于改善医疗条件，满足人民群众对

卫生资源的需求。 

通过实施本方案，增加城市住宅供给 31.6854 公顷，有效增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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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快速提高城市公益性产品服务水平，显

著拓展城市空间和扩大城市容量，加快城镇化进程，不断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快速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实施本方

案，新增 55.8343 公顷工业用地，按照国际国内相关开发区有关参数，

工业用地人口容量指标约为 100 人/公顷，创造就业机会约 5583 个， 

有效解决镇村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提高当地镇村居民生活质量；项目

建设完成后，综合收益稳定，增加公共财政收入，能够为开发区的基

础设施配套和公益项目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是实现社会经济和

谐发展的急迫需求。 

7.4 生态效益 

本成片开发方案涉及各个开发片区范围内，规划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4.3883 公顷，有利于提高垣曲县城镇人居生态环境质量，恢

复生态绿化功能，改变城市环境，在减少水源污染、水土保持、涵养

水源、降低噪音等方面能发挥显著作用，使各个开发片区范围内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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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选址充分考虑生态效益，加强耕地特别是

基本农田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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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产业规划、

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高的项目不予准入，引导企业节能降耗、降

本增效。经营性建设项目内布置绿地，修建雨污管道，推进污水处理

设施提标建设，增强截污治污能力，维护施工扬尘成效，改善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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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8.征求意见情况 

该方案编制时，通过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方式，听

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经集

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 

9.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土地征收前应加强农村征地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政策的宣传与

普及，垣曲县主要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宣传普及《土地管理法》，

例如设立咨询点、现场讲解、发放宣传品、悬挂横幅等，通过全方位、

立体化、高密度的宣传，使广大被征地农户能够了解相关法律政策，

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参与，引导农户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同时，能够积极配合征地工作顺利开展，为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严格履行程序，确保征收程序依法合规 

实施土地征收工作的过程中，应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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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保证土地征收程序依法合规，保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利益。 

（三）落实补偿方案，切实维护实地农民权益 

安置补偿是土地征收的关键，是农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大多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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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事件的诱因。为避免矛盾的发生，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安置补偿

方案实行，尤其是应做好公开、公示工作，保证补偿金及时、足额发

放；同时补偿金的发放也要考虑历史及毗邻地区的征地补偿方案和补

偿标准，安置补偿政策要具备一致性和连续性。如果补偿方案与历史

补偿方案存在差异，应做好沟通工作，安置补偿方案应获得大多数村

民的支持。 

（四）加强风险预警，做好土地征收维稳工作 

落实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充分听取意见和全面分析论

证的基础上，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制定风险防控措施。建立风险预警

制度，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发生的不稳定因素进行每日排查。加强土地

征收现场的治安保障，保持征收涉及区域日常治安环境的良好。密切

关注极少数人可能因对补偿不满意引发的上方、闹房、煽动群众、示

威等动向，第一时间采取教育、说服、化解等措施，将问题消除在萌

芽状态。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或是出现发生的苗头后，各方力量和人员

都能立即投入到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开展工作。 

（五）严格保护耕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 

强化空间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引导建设项目按照空间规划用途

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使用土地。严格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审批，从严审

查建设用地位置、规模，对用地规模合理性、占用耕地必要性进行充

分论证。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必须依法履行补充耕地义务，

无法自行补充同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应当按规定缴

纳耕地开垦费，通过异地整治或购买补充耕地指标实现占补平衡。大

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整合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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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农民集体参与增减挂钩、土地复垦，全面

拓宽土地整治资金渠道。补充耕地项目竣工验收后，项目所在地区、

镇政府要及时组织群众进行耕种，落实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

和责任。全面推进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落实耕作层剥离主体责任，

剥离出的耕作层优先用于新增耕地、提质改造、劣质地或永久基本农

田及储备区的耕地质量建设，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要求。  

加强土地供应监管，建立全生命周期用地管制机制，综合运用大

数据、信息化手段，强化用地“批供用”全流程监管。开展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全面分析成片开发土地节约集约状况，强化节

约集约用地效能考核，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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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特性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值 备注 

一 基本情况 

1 
成片开发片区名

称 
垣曲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2 成片开发位置 

主要涉及 3 个乡镇 10 个行政村，分别为新城镇上

王村、古堆村、刘张村、坡底村、清源村；皋落

乡皋落村、清南村、东山村、倚亳村；古城镇古

城村。 

3 
成片开发范围面

积 
公顷 152.1609  

4 
成片开发征收面

积 
公顷 110.8482  

5 

成片开

发土地

权属性

质 

国有 公顷 18.9439  

集体 公顷 133.2170   

6 
成片开发土地利

用现状情况 

农用地 93.1713 公顷，建设用地 58.2469 公顷，未

利用地 0.7427 公顷。 

7 

耕地面积及占成

片开发面积的比

例 

53.1219  34.91 

二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1 拟建设项目情况 

本方案征收范围拟安排新建项目包括

垣曲县墨玉植物蛋白有限公司、4S 店项

目、友谊汽修、房产项目、和顺房地产

开发、舜乡公园、垃圾中转站、自来水

公司北地块、自来水公司物资储备库及

管理用房、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垣曲县益康清洗服务有限公司、

人防大楼、逸景华府东南扩、城南小学、

玉峰轮胎、青华苑、检察院背后、建设

路北、建设路南、铜片厂、丽景阳光、

赵家岭南、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

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泡陶瓷项

目、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碳基新

材料项目、皋落加油站、垣曲县第二人

民医院等 27 个项目。总面积为 110.8482

公顷，权属性质全部为集体。 

2 征收实施周期 年 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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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 

1 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是 

2 
是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年度计划 
是 

3 公益性用地比例 % 41.02 

4 
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生

态保护红线 
否 

5 
拟安排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

划和耕地占补平衡情况 
是 

6 土地利用效率 350 万元/亩（开发区） 

7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预算管

理情况 
无 

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的村

民会议中的村民或村民代表

会议中的代表村民同意比例 

% 73.82 

9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实施情况 

垣曲县已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均按年度计划完成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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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片区） 

       单位：公顷  

 

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耕地 

水浇地 4.4444  2.92% 

旱地 48.6775  31.99% 

小计 53.1219  34.91% 

园地 

果园 10.2956  6.77% 

其他园地 10.6915  7.03% 

小计 20.9870  13.79% 

林地 

乔木林地 6.0132  3.95% 

灌木林地 0.2161  0.14% 

其他林地 6.8216  4.48% 

小计 13.0509  8.58%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2.0536  1.35% 

小计 2.0536  1.35%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1.1821  0.78% 

田坎 2.7759  1.82% 

小计 3.9580  2.60% 

合计 93.1713  61.23% 

建设用

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6649  2.41% 

物流仓储用地 0.5526  0.36% 

小计 4.2175  2.77%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6.4772  4.26% 

采矿用地 0.1956  0.13% 

小计 6.6729  4.39%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2.0090  1.32% 

农村宅基地 3.8871  2.55% 

小计 5.8961  3.8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6.0283  3.96% 

科教文卫用地 21.4327  14.09% 

公用设施用地 6.7550  4.44% 

公园与绿地 1.5328  1.01% 

小计 35.7488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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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1.2369  0.81% 

城镇村道路用地 4.1025  2.70%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0.3723  0.24% 

小计 5.7117  3.75% 

合计 58.2469  38.28% 

未利用

地 

草地 其他草地 0.0617  0.04%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0.0646  0.04% 

内陆滩涂 0.6164  0.41% 

合计 0.7427  0.49% 

总计 152.1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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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征收范围） 

       单位：公顷  

地  类 

征收范围 

面积 
占比

（％） 

农用地 

耕地 

水浇地 4.4444  4.01% 

旱地 45.7183  41.24% 

小计 50.1627  45.25% 

园地 

果园 10.1143  9.12% 

其他园地 10.6580  9.61% 

小计 20.7723  18.74% 

林地 

乔木林地 5.9928  5.41% 

灌木林地 0.2161  0.19% 

其他林地 6.8197  6.15% 

小计 13.0286  11.75%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1.9998  1.80% 

小计 1.9998  1.80%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1.1821  1.07% 

田坎 2.4745  2.23% 

小计 3.6566  3.30% 

合计 89.6200  80.85% 

建设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6446  3.29% 

物流仓储用地 0.5526  0.50% 

小计 4.1972  3.79%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6.4772  5.84% 

采矿用地 0.1956  0.18% 

小计 6.6728  6.02%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8355  1.66% 

农村宅基地 3.8865  3.51% 

小计 5.7220  5.1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1.1952  1.08% 

科教文卫 0.1486  0.13% 

公园与绿地 1.1345  1.02% 

公用设施用地 0.1875  0.17% 

小计 2.665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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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类 

征收范围 

面积 
占比

（％）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9445  0.85%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920  0.08%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0.1912  0.17% 

小计 1.2277  1.11% 

合计 20.4855  18.48% 

未利用地 

草地 其他草地 0.0617  0.0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646  0.06% 

内陆滩涂 0.6164  0.56% 

合计 0.7427  0.67% 

总计 110.84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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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权属情况统计表（片区）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权属名称 
权属性质 

总计 
国有面积 集体面积 

片区 1 
上王村 3.3846  1.5682  4.9528  

合计 3.3846  1.5682  4.9528  

片区 2 

古堆村 0.2725  17.9942  18.2667  

上王村 0.8890  3.7621  4.6511  

合计 1.1615  21.7563  22.9178  

片区 3 

坡底村 7.5181  45.9537  53.4718  

东山村  2.5380  2.5380  

皋落村  5.9351  5.9351  

刘张村  0.6505  0.6505  

清源村  10.2169  10.2169  

上王村 2.2452  1.3337  3.5789  

合计 9.7633  66.6278  76.3911  

片区 4 

皋落村  13.6318  13.6318  

清南村  0.0876  0.0876  

倚亳村 4.6346  26.2479  30.8825  

合计 4.6346  39.9672  44.6018  

片区 5 
古城村  3.2975  3.2975  

合计  3.2975  3.2975  

总计 18.9439  133.2170  152.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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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权属情况统计表（征收范围） 

                                                             单位：公顷 

征收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地块 1 集体 
小计 0.6707  

新城镇 上王村 0.6707  

地块 2 集体 
小计 0.4103  

新城镇 上王村 0.4103  

地块 3 集体 
小计 0.2074  

新城镇 上王村 0.2074  

地块 4 集体 
小计 0.0251  

新城镇 上王村 0.0251  

地块 5 集体 

小计 7.8221  

新城镇 
上王村 0.3636  

古堆村 7.4585  

地块 6 集体 
小 计 2.4936  

 古堆村 2.4936  

地块 7 集体 
小 计 3.9902  

新城镇 古堆村 3.9902  

地块 8 集体 
小 计 1.6512  

新城镇 古堆村 1.6512  

地块 9 集体 
小计 0.4967  

新城镇 古堆村 0.4967  

地块 10 集体 
小计 0.6782  

新城镇 古堆村 0.6782  

地块 11 集体 
小计 0.9692  

新城镇 古堆村 0.9692  

地块 12 集体 
小计 0.0009  

新城镇 古堆村 0.0009  

地块 13 集体 
小计 0.2333  

新城镇 上王村 0.2333  

地块 14 集体 
小计 1.7833  

新城镇 上王村 1.7833  

地块 15 集体 
小计 0.0458  

新城镇 上王村 0.0458  

地块 16 集体 

小计 2.1066  

新城镇 
清源村 1.8317  

上王村 0.2750  

地块 17 集体 

小计 5.3609  

新城镇 

坡底村 0.6798  

清源村 4.6765  

上王村 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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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地块 18 集体 
小计 0.5229  

新城镇 清源村 0.5229  

地块 19 集体 

小计 0.9998  

新城镇 
坡底村 0.9785  

上王村 0.0213  

地块 20 集体 
小计 0.1816  

新城镇 坡底村 0.1816  

地块 21 集体 
小计 13.3840  

新城镇 坡底村 13.3840  

地块 22 集体 
小计 4.3445  

新城镇 坡底村 4.3445  

地块 23 集体 

小计 17.6350  

皋落乡 皋落村 0.3903  

新城镇 
刘张村 0.0033  

坡底村 17.2414  

地块 24 集体 
小计 0.6472  

新城镇 刘张村 0.6472  

地块 25 集体 
小计 2.5380  

皋落乡 东山村 2.5380  

地块 26 集体 

小计 6.2098  

皋落乡 
倚亳村 6.1223  

清南村 0.0876  

地块 27 集体 
小计 19.1042  

皋落乡 倚亳村 19.1042  

地块 28 集体 

小计 12.8854  

皋落乡 
皋落村 5.5325  

倚亳村 7.3529  

地块 29 集体 
小计 0.1530  

皋落乡 皋落村 0.1530  

地块 30 集体 
小计 3.2975  

古城镇 古城村 3.2975  

用地总规模 110.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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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开发时序情况表 

                                                         单位： 公顷， % 

征收地块编号 实施年度 建设项目 面积 

占成片开

发范围总

规模比例 

备注 

地块 1 2022 年 
垣曲县墨玉植物蛋白有限公

司 
0.6707  0.44%  

地块 2 2022 年 4S 店项目 0.4103  0.27%  

地块 3 2022 年 友谊汽修 0.2074  0.14%  

地块 4 2022 年 友谊汽修 0.0251  0.02%  

地块 5 2022 年 房产项目 7.8221  5.14%  

地块 6 2022 年 和顺房地产开发 2.4936  1.64%  

地块 7 2022 年 舜乡公园 3.9902  2.62%  

地块 8 2022 年 垃圾中转站 1.6512  1.09%  

地块 9 2022 年 自来水公司北地块 0.4967  0.33%  

地块 10 2022 年 
自来水公司物资储备库及管

理用房 
0.6782  0.45%  

地块 11 2022 年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0.9692  0.64%  

地块 12 2022 年 
垣曲县耀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0.0009  0.00%  

地块 13 2022 年 
垣曲县益康清洗服务有限公

司 
0.2333  0.15%  

地块 14 2022 年 人防大楼 1.7833  1.17%  

地块 15 2022 年 逸景华府东南扩 0.0458  0.03%  

地块 16 2022 年 逸景华府东南扩 2.1066  1.38%  

地块 17 2022 年 城南小学 5.3609  3.52%  

地块 18 2022 年 玉峰轮胎 0.5229  0.34%  

地块 19 2022 年 青华苑 0.9998  0.66%  

地块 20 2022 年 检察院背后 0.1816  0.12%  

地块 21 2022 年 建设路北 13.3840  8.80%  

地块 22 2022 年 建设路南 4.3445  2.86%  

地块 23 2022 年 铜片厂 17.6350  11.59%  

地块 24 2022 年 丽景阳光 0.6472  0.43%  

地块 25 2022 年 赵家岭南 2.5380  1.67%  

地块 26 2022 年 东鹏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 6.2098  4.08%  

地块 27 2022 年 
山西碳歌绿色经济产业园发

泡陶瓷项目 
19.1042  12.56%  

地块 28 2022 年 
山西聚能年产 3 万吨锂电池

碳基新材料项目 
12.8854  8.47%  

地块 29 2022 年 皋落加油站 0.1530  0.10%  

地块 30 2022 年 垣曲县第二人民医院 3.297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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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0.8482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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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土地用途与实现功能情况统计表 

                                                          单位： 公顷 

区片

编号 
土地用途 实现功能 

用地类

型 

用地面

积 

占成片开

发范围面

积比例 

片区 1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提高城市整体基础功

能，包含医疗、教育、

体育用地等 

公益性

用地 
2.3660  1.55% 

交通运输用地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的

功能，满足周边居民

接近自然和开展之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1.2734  0.84%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增加城市配套设施，

实现商业服务区功能 
 1.3135  0.86% 

片区 2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提高城市整体基础功

能，包含医疗、教育、

体育用地等 

公益性

用地 
3.4746  2.28% 

公用设施用地 

城乡基础社会用地，

包括给排水、供水等

用地建设。 

公益性

用地 
2.3294  1.53% 

交通运输用地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的

功能，满足周边居民

接近自然和开展之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1.3412  0.88% 

居住用地 
完善居住配套，满足

住房需求 
 11.7824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打造高品质居住生活

及文化休闲片区，满

足周边居民开展室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3.9902  2.62% 

片区 3 

工矿用地 
支撑产业发展，完善

工业体系建设 
 17.6350  11.59%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提高城市整体基础功

能，包含医疗、教育、

体育用地等 

公益性

用地 
35.2517  23.17% 

公用设施用地 

城乡基础社会用地，

包括给排水、供水等

用地建设。 

公益性

用地 
0.4992  0.33% 

交通运输用地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的

功能，满足周边居民

接近自然和开展之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1.947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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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编号 
土地用途 实现功能 

用地类

型 

用地面

积 

占成片开

发范围面

积比例 

居住用地 
完善居住配套，满足

住房需求 
 19.9030  13.08%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打造高品质居住生活

及文化休闲片区，满

足周边居民开展室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0.3982  0.26%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增加城市配套设施，

实现商业服务区功能 
 0.7562  0.50% 

片区 4 

工矿用地 
支撑产业发展，完善

工业体系建设 
 38.1994  25.10% 

公用设施用地 

城乡基础社会用地，

包括给排水、供水等

用地建设。 

公益性

用地 
6.0684  3.99% 

交通运输用地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的

功能，满足周边居民

接近自然和开展之外

活动的需求 

公益性

用地 
0.1810  0.12%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增加城市配套设施，

实现商业服务区功能 
 0.1530  0.10% 

片区 5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提高城市整体基础功

能，包含医疗、教育、

体育用地等 

公益性

用地 
3.2975  2.17% 

合计 152.1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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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进行划分； 

2.实现功能：简要说明拟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归类的，对地块实现功能进行简

要表述； 

3.用地类型：公益性用地填写“公益性用地”，居住用地等中的公益性用地应分别填

写，非公益性用地无需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