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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背景 

1.1.1 项目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五）规定：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

省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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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

施征收；成片开发用地需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方可实施征

地。按照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要求，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

规定，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组织编

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并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2020 年 11 月 5 日，自然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2021 年 8 月 26 日，辽宁省自然资源

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部、省下发的

文件对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内容、编制条件等进行了确定，对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涉及的各部门职责、审批程序、实施监督、文本

内容等进行了相应规定说明，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提供

依据。 

“十四五”期间，新宾满族自治县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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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两大基地”，发展“六大产业”，推进“三个融合”，建设“五个

抚顺”的总体发展思路，实现创新抚顺、活力抚顺、绿色抚顺、文

明抚顺、幸福抚顺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远景目标。结合新宾满族自治县发展

规划，近期急需建设的地块用地性质主要涉及特殊用地。为保障项

目落地，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当地

居民就业率，同时确保项目用地符合征地程序要求，需组织编制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为保障新宾满族自治县项目顺利实施建设，

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土地，规范征地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

益，强化成片开发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新宾满族自治县积极推进、

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指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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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

求，由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导，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具体负责，组织编制《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第 1 批）》。 

1.1.2 区域概况 

新宾满族自治县是辽宁省抚顺市下辖区，抚顺市东南部，属于

中低山区地带。新宾满族自治县东与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搭界，

南与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为邻，西与抚顺市相连，北与清原满

族自治县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 41°14′10″至 41°58′50″，东

经 124°15′56″至 125°27′46″之间。全境东西长 100 公里，

最狭处 74 公里；南北宽 84 公里，最狭处 35 公里。县政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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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宾镇，距省政府驻地沈阳 194 公里。新宾满族自治县公路已形

成网化，总长 846 公里，东南高速公路 150 公里。形成了以东南公

路为轴心的公路运输网络，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县际之间油路化。 

地形地貌。新宾地貌类型属于构造侵蚀的中低山区，以长白山

系龙岗山脉为主体，境内峰峦叠嶂，山丘超伏，平均海拔 492 米，

其中，苏子河出口最低处海拔 123.8 米，钢山最高海拔 1346.7 米，

相对高差 1208.4 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地面坡度 3°~8°，

沟壑密度 0.38 公里/平方公里。 

气候特点。新宾境内属北温带季节性大陆气候，一年四季分

明，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 750—850 毫米，在无霜

期 150 天左右。 

自然资源。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1750 条，其中

较大的有苏于河、太子河、富尔江等 47 条。河道总长 6310 公里。

经勘测确定县内有煤炭、金、银、铜、铝、铁，钾长石、硅石、石

灰石、磷灰石、大理石、草炭等金属、非金属矿藏 40 余种，分布在

境内 144 个矿点，其中铁矿储量 3738 万吨、煤炭储量 3000 多万

吨、金矿储量 11 万吨、绿斑花岗岩储量 30 万立方米、黑色橄榄辉

长岩储量 1200 万立方米。新宾县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辽东山区最

大的森林宝库，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全县森林覆盖率 

75.7%，林木绿化率 77.4%。主要树木有松、70 榆、柞、杨、桦、

楸、椴、柳等 170 余种。境内野生动植物亦很丰富。野生动物种类 

17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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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新宾县招商引资，大力引进各类项

目。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水稻耕作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并发展食用菌种植，建成特色产业园和畜禽标准化养殖场。新宾县

是清王朝发源地，有赫图阿拉城等具有满族特色的文化的旅游景

区，也有猴石森林公园等国家级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

大量游人。 

1.1.3 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 

2022 年 5 月，抚顺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新

宾满族自治县 2020-2021 年已批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称该拟开发方案

的批复》（抚政[2022]46 号），批准了《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1 年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截至 2023 年 1 月，新宾满族自治县已批准的

成片开发方案涉及的项目均已完成征地组卷，因此新宾县已完不存

在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情况，本次编制方案

符合方案编制条件。 

1.1.4 闲置土地情况 

新宾满族自治县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本次方案共

涉及 1 个项目。拟开发地块不涉及产业园，也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

低下的情况。 

1.2 编制原则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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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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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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2.2 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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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度分析和科学论证，确定成片开发的范围和规

模；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展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实际问题。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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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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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规定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拟

建项目不得纳入成片开发范围。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战略思想，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从源头统筹保障经济发

展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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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目标 

根据自然资源部、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

相关规定，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全面促进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减少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

的规模，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增加土地有效供给，

缓解用地供需矛盾，保障城镇化发展必要用地；统筹好建设开发、

农用地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

布局，促进地资源高效与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

资源利用相协调。也是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统筹保障发

展和保护资源，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的有效途径。  

为了实现新宾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跨域式发展，县政府决定对

新宾满族自治县范围内 1 个片区规划实施建设，建设地块主要涉及

特殊用地。项目的落地实施，对促进满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

当地的绿色殡葬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促进民族融合，加快区

域产业发展、城乡统筹建设，对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其次本次规划实施建设采取成片开发建设模式，不仅有利于产

业发展和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也是落实节约集约用地

制度的重要举措。 

1.4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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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 号）； 

（3）《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

知》（辽自然资发[2021]68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

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

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8）正在编制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 

（9）新宾满族自治县“三线成果”。 

1.5 实施时限 

本次方案实施年限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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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成片开发总体情况 

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 1 批）主要

为保障新宾满族自治县各乡、镇（街道）近期急需建设的项目用

地。 

本次方案涉及 1 个成片开发区域（以下简称“片区”），片区涉

及 1 个拟开发地块，分布于永陵镇。新宾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

正在编制，在国土空间规划过渡期间，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

诺将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 1 批）按照

用地规模和布局纳入正在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同时纳入正在编

制的国土空间规划。 

 

图 2-1 片区和拟开发地块在新宾满族自治县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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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总体情况 

本次方案涉及永陵片区 1 个片区，位于永陵镇。在拟定成片开

发方案过程中，结合成片开发区域地块分布情况，在综合考虑国土

空间规划用地布局、城市（镇）布局、产业发展、地块特征及周边

现状公益性用地分布的情况下，最终确定 1 个片区，面积为 5.5406

公顷，包含 1 个拟开发地块，面积为 5.5406 公顷。拟开发地块主要

用途为墓园建设。 

新宾满族自治县启福园墓园建设项目位于永陵镇大和睦村，是

集纪念、休闲、教育、游览为一体的具有深厚满族文化、人文寓意

的生命纪念园区。项目规划以满族历史文化，殡葬习俗文化，周易

风水文化等有机结合，在弘扬满族文化、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殡

葬文明新风尚，提倡最绿色、最生态、最文化、最经济的现代墓

园。 

 
图 2-2 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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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片开发情况表 

单位：公顷 

片区情况 地块情况 
片区名称 面积 地块编号 涉及项目名称 面积 
永陵片区 5.5406 DK-1 新宾满族自治县启福园墓园建设项目 5.5406 

合计 5.5406 —— —— 5.5406 

       表 2-2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特性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值 备注 
一 方案概况 
1 成片开发位置 新宾县永陵镇 
2 成片开发范围面积 公顷 5.5406   
3 成片开发区域面积 公顷 5.5406   
4 成片开发区域权属性质 集体土地 
5 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符合 

6 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或村民

代表同意比例 % 三分之二以上 

7 

成片开发区域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0   
耕地占用成片开发区域的比例 % 0   

其中：占用水田面积 公顷 0   
水田占用耕地比例 % 0   

二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1 拟建设项目情况 公顷 5.5406   
2 实施计划周期 年 1   
三 公益性用地情况 
1 现状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顷 0   
2 规划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顷 5.5406   
3 公益性用地比例 % 100%   

 

2.1.2 片区围内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次方案涉及片区总规模为 5.5406 公顷，无现状公益性用地；

涉及规划公益性用地主要为特殊用地，面积为 5.5406 公顷。公益性

用地共计 5.5406 公顷，占片区面积的比例为 100%。具体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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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片区涉及公益性用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用途 面积 
现状 0 

规划 
特殊用地 5.5406 
小计 5.5406 

合计 5.5406 

2.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通过将永陵片区及拟开发地块与已下发的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0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后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

下： 

永陵片区总规模 5.5406 公顷，全部为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0.0011 公顷，其他林地 5.5395 公顷。 

开发地块总规模 5.5406 公顷，全部为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0.0011 公顷，其他林地 5.539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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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片区 拟开发地块 开发地块

占片区比

例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农用地 5.5406 100.00% 5.5406 100.00% 

100% 林地 
小计 5.5406 100.00% 5.5406 100.00% 

乔木林地 0.0011 0.02% 0.0011 0.02% 
其他林地 5.5395 75.88% 5.5395 99.98% 

合计 —— 5.5406 100% 5.5406  100% 

2.3 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1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和新宾满

族自治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数据，结合实地调查，本次拟开发地

块面积为 5.5406 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分布在永陵镇，涉及大和

睦村 1 个权属单位，拟开发地块土地产权清晰，界址清楚，权属无

争议。详见下表： 

表 2-5 成片开发区域权属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DK-1 集体 永陵镇 5.5406 
总计 5.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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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片开发的合规性、必要性及公益性  

3.1 合规性分析 

3.1.1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本次成片开发拟建项目符合新宾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与新宾满族自治县“十四五”规划发展定位

目标一致对促进规划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3.1.2 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截至目前，新宾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尚未正式批准，但

“三线成果”已经批准。本方案涉及的用地规模和布局位于城镇开

发边界范围内，因此本方案涉及的片区将符合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

规划。 

3.1.3 与永久基本农田位置关系分析 

本方案片区不涉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久基本农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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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3.1.4 与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分析 

通过与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红线成果叠加分析，确定本方案片

区不涉及生态红线。 

3.1.5 与公益林位置关系分析 

本方案片区拟建项目不涉及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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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成果”位置关系图 

3.2 必要性分析 

本次方案涉及用地类型主要为特殊用地。在经济和物质文明的

高速发展，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民族精神的继承却日渐衰微的

背景下，墓园项目的建设将促进满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当地

的绿色殡葬改革，可以更好更快地促进民族融合，加快区域产业发

展、城乡统筹建设，对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选址必要性。项目选址符合相关项目建设选址相关安全的要

求，也符合建设用地集中连片发展和国家对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发展

的要求。另外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

区。 

3.3 公益性分析 

本次方案中拟建地块涉及特殊用地（墓地）。殡葬是社会生活的



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 1 批） 

15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项目是实

施后将极大减少殡葬陋习和不文明办丧的现象，对推行殡葬改革，

改善生态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将促进城乡规划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文明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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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建设符合新宾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同时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将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 1 批）中产业布局和项目规划纳入新宾

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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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计划 

5.1 片区内各地块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本次方案涉及 1 个开发片区，片区面积为 5.5406 公顷，永陵片

区涉及 1 个开发地块，面积为 5.5406 公顷，涉及的拟安排建设项目

详见下表。 

表 5-1 土地征收拟安排建设项目表 

单位：公顷 

片区名称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面积 

永陵片区 DK-1 新宾满族自治县启福园墓园建设项目 5.5406 

总计 5.5406 
 

5.2 片区内拟建地块开发时序 

受国土空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

影响，结合拟建项目实际，对片区内各开发地块的开发时序进行安

排。实施年度为 2023 年。开发时序共规划为一期，开发规模 5.5406

公顷，占开发总规模的 100%。片区各开发地块的开发时序的年度实

施计划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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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开发时序情况表 

单位：公顷 

开发时序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实施年度 面积 

一期 DK-1 新宾满族自治县启福园墓园建设项

目 2023 年 5.5406 

合计 5.5406 
 

5.3 片区内各地块年度实施计划 

本次方案计划 1 年内完成，实施期限为 2023 年，开发规模为

5.5406 公顷，占开发总规模的 100%，实施范围为 D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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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用途、功能和公益性用地比例 

6.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主要用途及实现功能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和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规

划设计等材料，确定地块开发的主要用途。 

本次方案编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新宾县绿色殡葬改革，加

快区域产业发展、城乡统筹建设。本次方案共涉及 1 个拟开发地

块，总规模为 5.5406 公顷，主要用途是特殊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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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拟建项目用地类别情况表 

单位：公顷 

片

区

名

称 

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土

地

用

途 

实现功能 

用

地

类

型 

面积 
占成片开发

区域总规模

比例 

永

陵

片

区 

DK-1 
新宾满族自治

县启福园墓园

建设项目 

特

殊

用

地 

满族历史和

辽东生态文

化相融的新

型绿色殡葬

纪念园 

公

益

性 
5.5406 100% 

总计 5.5406 100.00% 
 

6.2 土地征收片区内公益性用地比例分析 

6.2.1 现状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1 年变更地类成果和现场踏勘，对片区

现状公益性用地进行认定，片区内无现状公益性用地。 

6.2.2 规划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新宾满族自治县控制性详细规

划等相关资料对片区内公益性用地进行认定，片区内规划公益性用

地共 5.5406 公顷，主要是特殊用地。 

综合以上，本次方案涉及的开发范围内规划公益性用地面积为

5.5406 公顷，公益性用地比例为 100%。成片开发片区内公益性用地

比例符合抚顺市用地现状和发展需求，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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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措施 

本次方案拟建项目不涉及占用耕地，因此不涉及耕地占补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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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地成片开发效益评估 

8.1 土地利用效益 

本成片开发方案实施过程中将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

局，优化空间格局，提高现有土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形成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的空

间结构。通过成片土地整体规划布局，配套适当的基础设施，避免

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率过低，土地使用粗放，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以及

用地面积过大。 

8.2 经济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的实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本方案拟开发地块主要用途为墓地建设，定位为“立足新

宾，面向沈阳，服务全省”，项目市场前景较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要求。方案的实施将推动和聚集符合当地资源特点的产业，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耗，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

率。 

8.3 社会效益评估 

项目建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与其相关的交通、电力

和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内需。项目进入市场后，每年可为国

家和地方上交各类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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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实施预计为社会提供 60 个新增就业机会。 

8.4 生态效益 

成片开发区域通过统一规划实施，。通过控制土地利用规模和利

用新工艺技术尽量避免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在发展经济效益

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进而维护生态与经济的平

衡。项目实施运营后，其污染度很小，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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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众参与情况 

9.1 征求片区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为切实保证公众对本次方案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了解

成片开发的基本情况和实施安排，保障城镇化发展的必要用地，本

次方案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会议的形式征求集体经济组织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意见。 

落实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整个方案编制过程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告知村民代表成片开发所涉及的面积范

围、规划用途等，使征地利害关系人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取征地的

相关信息，主动邀请成片开发区域的农民集体组织参与审查监督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情况，加强与农民的互动方式，

及时获得农民意见，了解农民需求。 

本次成片开发区域涉及永陵镇大和睦村 1 个权属单位，通过采

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会议的形式，召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

参加会议，并对本次成片开发方案进行表决，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组

的全部家庭户推选产生，代表村民行使权力。会议结果满足村民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山村民代表同意的要求。 

9.2 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通过征求新宾满族自治县人大、县政

协、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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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信局、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以及乡镇代表（社会公众）的意

见，参会人员现场交流讨论并填写《意见征集表》，由全体参会人员

最终决定方案是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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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障措施 

10.1 组织保障 

新宾满族自治县 2023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由新宾满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牵头，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相关任务分配与组

织，并由各县直单位及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完成相关工作，确保工

作有序推进。 

为避免出现闲置土地，用地单位承诺严格按照拟定的项目建设

开发时序进行建设，并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完成。 

市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组织由专家论证会对成片开发方案的科

学性、必要性进行论证，保证方案的合理可行，确保项目用地。 

未经批准在项目建设区内挖砂取土、乱搭乱建，严重影响项目

规划及工程施工的，由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 

对本次成片开发有异议的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

民、或其他权利人，对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在整个土

地征收过程中可以向新宾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提出。 

10.2 经济保障 

开发用地资金以用地单位自筹及社会投资的方式筹集。 

关于被征地人员的后续保障问题，已经统筹好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

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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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10.3 技术保障 

方案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十五条及《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 号）、辽宁省自

然资源厅下发的《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

资发[2021]68 号）文件要求编制。 

通过计算，项目整体公益性占比达到 100%，符合自然资源部的

相关要求，项目用地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正在编制的国

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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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开发片区

名称 

所在乡

（镇、街

道） 

功能定位

和主要用

途 

土地总面积 拟征收农

民集体土

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其中耕地面积 

永陵片区 永陵镇 公益性 5.5406 0 5.5406 5.54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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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地块 
名称 

位置坐落 土地总面积 
其中征收集体

土地面积 
是否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 
是否占有永久基

本农田 
备注 

1 DK-1 永陵镇 5.5406 5.5406 是 否 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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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各部门征求意见 

村民代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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