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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编制背景 

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

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

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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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建

设用地审批有关要求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1〕1379

号）的文件精神，我市各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街道办

事处）在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若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规定情形的，在

土地征收之前必须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

“成片开发方案”），将拟征地范围纳入成片开发方案中的成

片开发范围内。成片开发方案未经有权批准机关批准的，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将不予批准征收成片开发建设用地。 

为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要求，

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特编制本方案。 

1.2 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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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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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5）《东莞市樟木头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中期调整批复成果）； 

（6）《东莞市樟木头镇总体规划（2016-2030 年）》（近

期建设规划）； 

（7）樟木头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最新方案拼合）； 

1.3 工作原则 

（1）集中连片，节约集约。成片开发范围的面积应适中，

边界应规整，确保成片开发范围间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 

（2）开发有序，以人为本。编制成片开发方案时应认真

谋划拟安排项目的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注重维护农民

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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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专

家学者的意见。 

（3）保护优先的新发展理念。成片开发方案应坚持保护

优先的新发展理念，注重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成片开发范

围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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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施期限 

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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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案概况 

2.1 基本情况说明 

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

行）》，樟木头镇划定土地成片开发范围 2 处：石壁成片开发

范围、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分别位于裕丰社区和金河社区，

面积 35.43 公顷。范围内涉及裕丰石壁股份经济合作社、裕

丰丰门股份经济合作社、樟木头镇经济联合总社（滨河路）、

金河古坑股份经济合作社、樟木头镇经济联合总社（新光路）

等 5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表 2-1 樟木头镇成片开发范围详细信息一览表 

序

号 

成片开

发范围

名称 

位置 

面积 

（公

顷） 

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现状基础设

施条件 名称 

面积

（公

顷） 

1 

石壁成

片开发

范围 

裕丰社

区南部 
33.08 

东莞市樟木头

镇裕丰石壁股

份经济合作社 

16.97 开发范围南

部紧靠滨河

路，范围内

有电力设施

500KV东莞

站，周边为

工业园区。 

东莞市樟木头

镇裕丰丰门股

份经济合作社 

0.01 

东莞市樟木头

镇经济联合总

社（滨河路） 

1.89 

2 

古坑成

片开发

范围 

金河社

区北部 
2.35 

东莞市樟木头

镇金河古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1.97 开发范围临

近新光路，

周边为工业

园区。 

东莞市樟木头

镇经济联合总

社（新光路）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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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樟木头镇成片开发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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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地利用现状 

采用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数据分别统计石壁成片

开发范围和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内的现状地类信息。 

表 2-2 各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汇总 

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名称 
现状面积（公顷）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1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 8.62 22.92 1.54 33.08 

2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 0.15 2.02 0.18 2.35 

合计 8.77 24.94 1.72 35.43 

表 2-2-1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地类统计表 

序号 
成片开发范围

名称 
地类 面积（公顷） 

1 
石壁成片开发

范围 

农用地 8.62 

其中 

耕地 1.08 

园地 5.64 

林地 —— 

养殖水面 —— 

其他农用地（不含养殖水

面） 
1.90 

建设用地 22.92 

未利用地 1.54 

小计 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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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地类 

表 2-2-2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地类统计表 

序号 
成片开发范

围名称 
地类 面积（公顷） 

2 
古坑成片开

发范围 

农用地 0.15 

其中 

耕地 0.04 

园地 —— 

林地 —— 

养殖水面 —— 

其他农用地（不含养殖

水面） 
0.11 

建设用地 2.02 

未利用地 0.18 

小计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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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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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可行性分析 

3.1 合规性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以及广东省《关于明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关要求的通知

（送审稿）》的文件精神，本节重点分析成片开发方案与镇土

规、镇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合规性。 

1.与镇土规的校核 

校核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图 3-1-

1(a)、图 3-1-1(b)所示：石壁和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内均存在

少量的土规非建设用地，其中石壁成片开发范围涉及农用地

约 2.97ha、自然保留地约 1.32ha，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内涉及

农用地约 0.56ha、自然保留地约 0.13ha。 

 
图 3-1-1(a)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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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b)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与镇总规的校核 

以市政府批示同意备案的樟木头镇近期建设规划为准，

校核成片开发范围内的镇总体规划用地情况，如图 3-1-2(a)、

3-1-2(b)所示：石壁成片开发范围和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均位

于樟木头镇近期建设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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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a)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的近期建设规划 

 
图 3-1-2(b)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的近期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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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集中建设区的校核 

校核成片开发范围是否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城镇

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范围内（二上方案），如图 3-1-3（a）、

图 3-1-3（b）所示：石壁和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大部分位于集

中建设区内，其中石壁成片开发范围位于集中建设区内的面

积有 28.83ha，占比约 87.15%；古坑成片开发范围位于集中

建设区内的面积有 2.24ha，占比约 95.32%。 

 
图 3-1-3（a）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与集中建设区（二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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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b）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与集中建设区（二上方案） 

 

4.出具《关于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纳入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承诺函》 

考虑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在编制，集中建设区、永

久基本农田的范围后续可能调整，樟木头镇人民政府在附件

中出具《关于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承诺函》，承诺将成片开发方案明确的成片开发范围纳

入当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中的集中建设区内，并加盖镇

人民政府公章。《承诺函》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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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内未覆压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

保护红线，但涉及到少量的长期稳定利用耕地，约 5.45 亩，

涉及面积较小且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之外。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内均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

利用耕地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如图 3-2-1、图 3-2-2 所示。 

 

图 3-2-1 石壁成片开发范围与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以及生态保护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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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古坑成片开发范围与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以及生态保护

红线 

3.3 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1）批而未供土地情况 

樟木头镇辖区内近五年（2016-2021 年），工业用地批地

面积共 19.58 公顷，供地面积 12.52 公顷，供地率为 63.94%，

满足不低于 60%的要求。 

（2）闲置土地情况 

樟木头镇辖区内近五年（2016-2021 年），工业用地的土

地闲置率（已认定为闲置土地加上疑似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土

地面积的比率）为 0%，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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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樟木头镇辖区内无省级开发区。 

3.5 小结 

1.樟木头镇 2处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或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内，并承诺将成片开发范围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成果中。 

2.樟木头镇石壁成片开发范围内涉及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约 5.45 亩，涉及面积较小且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之外。其余

成片开发范围均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和生态保护红线。 

3.樟木头镇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情况。 

4.樟木头镇无省级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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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配套与主要用途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单个完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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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一般不低于 40%。 

4.1 成片开发范围的公益性用地情况 

开发方案中 2处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占比均不

低于 40%，详见表 4-1。 

表 4-1 成片开发范围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览表 

成片开发范围

名称 

公益性用地面积 

（公顷） 

总用地面积

（公顷） 

公益性用地占比

（%） 

石壁片区 19.40 33.08 58.65 

古坑片区 1.09 2.35 46.38 

合计 20.49 35.43 57.83 

4.2 单个成片开发范围的规划用地情况与主要用途 

（1）石壁成片开发范围 

规划用地以供应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等功能为主，公益

性用地占比合计 58.65%。详见表 4-2-1，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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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石壁片区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用地情况 

用地类别 
用地分类和代号* 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比例

（%） 

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及其他

公益性用地 

供应设施用地

（U1） 

14.40 43.54 

其他市政公用设施

（U9） 

0.64 1.92 

道路用地（S1） 4.36 13.19 

小计 19.40 58.65 

非公益性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M1） 

13.68 41.35 

小计 13.68 41.35 

合计 33.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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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石壁片区成片开发范围内的用地方案 

 

（2）古坑成片开发范围 

规划用地以工业用地功能为主，公益性用地占比合计

46.38%。详见表 4-2-2，图 4-2-2。 

表 4-2-2 古坑片区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用地情况 

用地类别 
用地分类和代号* 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比例

（%） 

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及其他

公益性用地 

公园绿地（G1） 0.54 23.17 

道路用地（S1） 0.55 23.21 

小计 1.09 46.38 

非公益性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M1） 

1.26 53.62 

小计 1.26 53.62 

合计 2.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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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古坑片区成片开发范围内的用地方案 

注：公益性用地分类的细化，参见东自然资〔2020〕104号中的“备注一”；非公益性用地分

类，建议细化到中类。 

1.公益性用地，参见《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

法>的通知》（东自然资〔2020〕104 号）中的“备注一”，包括指中小学幼儿园用地（R6）、

政府机关办公用地（C11）、广播电视用地（C33）、图书展览用地（C34）、游乐用地（C36）

中的文化宫、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等用地、体育用地（C4）、医疗卫生用地（C5）、教育

科研设计用地（C6）（不包括科研设计用地 C65）、文物古迹用地（C7）、口岸监管用地（C8）、

其它公共设施用地（C9）、道路广场用地（S）、对外交通用地（T）、绿地（G）、市政公用设

施用地（U）（不包括零售加油、加气、电信、邮政等营业网点用地）及特殊用地（D）。 

2.控规暂未覆盖区域，公益性用地指总体规划用地分类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A）、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绿地与广场用地（G）以及区域交

通设施用地（H2）、区域公用设施用地（H3）、特殊用地（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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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计划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广东省关于明

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关要求的通知（送审稿）》，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应说明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

和年度实施计划（含年度土地征收计划），且连续两年未完成

年度实施计划的，将不得批准新的成片开发方案。 

本章将重点说明方案中拟安排项目的年度计划，明确拟

征收地块的征地组卷报批时间。 

5.1 拟安排项目的年度计划 

表 5-1 2021-2023年土地征收实施计划一览表 

成片开发

范围名称 

拟征收

地块序

号 

拟征地

面积

（公

顷） 

征地主要

用途* 

征地组

卷报批

时间 
年度实施计划 

石壁成片

开发范围 

1 0.0008 工业用地 2021年 
项目启动建设：2021年 

竣工年份：2023年 

2 0.56 工业用地 2021年 
项目启动建设：2021年 

竣工年份：2023年 

古坑成片

开发范围 
3 1.22 工业用地 2021年 

项目启动建设：2021年 

竣工年份：2023年 

注：主要用途细化到用地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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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项目占用现状耕地情况 

经与“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数据校核，本次成片

开发方案的拟征地范围共涉及耕地 1.12 公顷。 

樟木头镇人民政府在后续的用地报批时，将结合实际征

地红线范围，编制“一书三方案”，并严格按要求落实补充耕

地方案。 

5.3 与征地安置补偿措施的衔接情况 

樟木头镇人民政府将严格按规定开展成片开发方案中

拟征收地块的征地工作，在征地过程中另行编制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将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

并视情况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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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必要性与效益评估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在本章节说明

说明成片开发的必要性、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评估成片

开发的土地利用效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6.1 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项目计划的实施有助于理顺樟木头镇地

块权属、盘活土地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确保非农建

设用地指标不突破和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合理调整

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同时，推动土地的规模集中开发，

满足工业发展的用地要求，发挥土地利用的集聚效应，从而

达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目的。 

6.2 经济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中主要涉及特艺达装饰材料产业园项目、

永林电子增资扩产项目。“特艺达项目”是樟木头镇“十四五”

期间，通过“工改工”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传统工业

园向新型产业社区转变的重点项目；“永林项目”是樟木头镇

“十四五”时期重点支持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企业增资扩产项

目。成片开发方案项目计划将对推动“特艺达项目”和“永

林项目”的落地实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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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社会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中的公益性用地与项目主要涉及现状已

建的 500kv 东莞站、规划消防站、规划公共绿地和规划道路。

方案的实施可满足区域交通和市政设施的需求，保障产业项

目的落地实施，提供带动就业，改善居民就业生活环境，提

高城镇化水平。 

6.4 生态效益评估 

目前划定的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生态红线，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少量零碎的长期稳

定利用耕地，将在后续工作中优化耕地空间布局，严格按要

求落实补充耕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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