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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促进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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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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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细则》”）要求，以《山西

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为指导，

编制了《河曲县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次）》（以下简称《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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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编制背景 

1.1.1 编制目的 

2019 年 8 月 26 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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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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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

行）》和《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进一步明

确细化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报批相关要求。 

上述政策的出台，通盘考虑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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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策形势下，通过编制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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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编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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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有利于合理配置区域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

性用地比例，能够以高标准高规格统一实施成片开发，保障各类公共事业

项目的规划建设；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

权益；有利于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充分发挥好土

地的综合效益；统筹产业布局，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项目用地；有利于科学有序安排下一

阶段工作，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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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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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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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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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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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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3 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正，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7 月 2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国家及地方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

发〔2017〕4 号，2017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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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 号，2017 年 2 月 7 日）；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 号，2020 年 11 月 16

日）； 

（4）《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8〕1 号，2018 年 02 月 13 日）； 

（5）《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2019 年 7 月

16 日修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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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5 日）； 

（7）《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

资发〔2020〕183 号，2020 年 11 月 24 日）； 

（8）《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

发〔2020〕16 号，2020 年 08 月 19 日）； 

（9）《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晋政发〔2020〕26 号，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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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5

日）； 

（11）《山西省资源厅关于当前建设用地报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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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函〔2021〕103 号，2021 年 2 月 3 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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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6 日）。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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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4 日）； 

（14）《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产业用地支持政策 23 条>

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2〕3 号，2022 年 3 月 3 日）； 

（15）其他相关文件。 

3）技术标准 

（1）《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分类》； 

（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

年 11 月）； 

（4）《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2021 年 11 月）。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和规划等。 

4）相关规划 

（1）《河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 

（2）《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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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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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5）《河曲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年）》； 

（6）其他相关规划。 

5）其他资料 

（1）河曲县 2018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2）河曲县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2021 年 3 月）； 

（3）河曲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2017 年批复版）； 

（4）河曲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2021 年 4 月）； 

（5）河曲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2021 年 6 月）； 

（6）其他相关资料。 

1.4 实施时限 

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 3 年（2021

年至 2023 年）。 

2.区域基本情况 

2.1 河曲县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河曲县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县境地形轮廊略呈长方形，介于东经

111°07′~111°37′、北纬 38°54′~39°27′之间，南北长约 61 千米，东西宽约 43

千米，总面积 1317.22 平方公里。黄河由北、西、南三面绕县流过，蜿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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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故名河曲。县城为历代锁守边疆之“古塞雄关”，是晋、陕、蒙三省（区）

交界处的经济、文化重镇。北与偏关县接壤，东与五寨县相连，南与保德、

岢岚毗邻，西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陕西省府谷县隔黄河相望。置陕、

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素有“鸡鸣三省”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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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河曲县区位图 

2.1.2 人口与社会经济 

根据河曲县第七次人口普查，2021 年，全县常住人口 12.35 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6.5997 万人，农村人口 5.7508 万人。 

根据河曲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全县地区

生产总值 1145919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3%。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38566 万元，同比增长 8.0%,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3.37%;第二产业

708650 万元，同比增长 7.5%,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61.84%;第三产业增加值

398703 万元，同比增长 7.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34.79%。 

2.2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河曲县 247.0241 公顷面积的土地纳入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范围，本次成片开发方案拟划定 56 个片区，涉及西口镇（原

文笔镇）北元村、坪泉村、铁果门村、南元村、唐家会村、科村、沙畔村、

蚰蜒峁村、岱狱殿村，楼子营镇罗圈堡村、楼子营村、大峪村，刘家塔镇阳

尔塔村、郝家沟村、臭儿洼村，巡镇镇曲峪村、河南村，鹿固乡寺也村、城

塔村、乔鹿固村，旧县镇（原旧县乡）王玉庄村、河畔村、刘元头村、沙万

村、范家梁村、何家墕村、旧县村，单寨乡马束坪村，沙泉镇（原沙泉乡）

坡底村、芦子坪村、朱家川村等 8 个乡（镇）31 个村。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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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片区

编号 

成片开发片

区名称 
成片开发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公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1 一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16.4217 北元村耕地 北元村耕地 长城大街 北元村耕地 

2 二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3.6446 北元村村庄 黄河 北元村村庄 临隩大道 

3 三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6.9761 玉泉路 乔儿街 二道街 向阳街 

4 四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0.5741 北元村村庄 北元村村庄 北元村村庄 北元村村庄 

5 五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12.3315 平阳北路 北元村耕地 黄河东大街 长城大街 

6 六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0.0957 北元村耕地 北元村耕地 平阳北路 北元村耕地 

7 七片区 西口镇坪泉村 0.1688 坪泉村水浇地 坪泉村水浇地 坪泉村水浇地 坪泉村水浇地 

8 八片区 
西口镇北元村、

坪泉村 
36.5871 开园北路 白朴公园 黄河东大街 长城大街 

9 九片区 西口镇铁果门村 0.0884 铁果门村村庄 铁果门村村庄 铁果门村村庄 铁果门村耕地 

10 十片区 
西口镇南元村、

唐家会村 
3.9885 唐家会村村庄 唐家会村耕地 长城大街 唐家会村村庄 

11 十一片区 西口镇坪泉村 1.4026 坪泉村耕地 坪泉村耕地 坪泉村耕地 黄河东大街 



11 
 

表 2-1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片区

编号 

成片开发片

区名称 
成片开发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公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12 十二片区 西口镇坪泉村 2.0977 坪泉村耕地 坪泉村草地 坪泉村耕地 
山西振钢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3 十三片区 西口镇科村 3.3404 科村园地 科村耕地 042 乡道 科村园地 

14 十四片区 
西口镇沙畔村、

蚰蜒峁村 
42.1363 晋神家属区 沙畔村园地 沙畔村耕地 042 乡道 

15 十五片区 西口镇沙畔村 26.8675 灵河高速 沙畔村耕地 沙畔村耕地 黄河东大街 

16 十六片区 西口镇蚰蜒峁村 0.5150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村庄 

17 十七片区 西口镇蚰蜒峁村 4.6061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耕地 蚰蜒峁村耕地 

18 十八片区 西口镇沙畔村 1.9268 沙畔村耕地 沙畔村园地 沙畔村草地 沙畔村耕地 

19 十九片区 西口镇岱狱殿村 1.1632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20 二十片区 
西口镇岱狱殿

村、唐家会村 
0.7000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岱狱殿村草地 

21 二十一片区 
楼子营镇罗圈堡

村 
0.9783 罗圈堡村草地 罗圈堡村草地 罗圈堡村草地 罗圈堡村林地 

22 二十二片区 
楼子营镇楼子营

村 
0.5262 楼子营村滩涂 楼子营村草地 楼子营村草地 楼子营村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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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片区

编号 

成片开发片

区名称 
成片开发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公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23 二十三片区 
楼子营镇楼子营

村 
0.1951 楼子营电厂 永兴路 楼子营村耕地 楼子营村耕地 

24 二十四片区 
楼子营镇楼子营

村 
0.1468 楼子营村耕地 楼子营电厂 楼子营电厂 秀水街 

25 二十五片区 
楼子营镇大峪

村、楼子营村 
3.8804 大峪村裸地 大峪村草地 大峪村草地 大峪村裸地 

26 二十六片区 
刘家塔镇阳尔塔

村 
4.6101 

华川选煤有限公

司 
五花城堡村林地 五花城堡村耕地 五花城堡村耕地 

27 二十七片区 
刘家塔镇郝家沟

村 
1.2040 万斛村林地 万斛村林地 万斛村林地 万斛村林地 

28 二十八片区 
刘家塔镇郝家沟

村 
1.4249 郝家沟村草地 郝家沟村耕地 郝家沟村草地 郝家沟村草地 

29 二十九片区 
刘家塔镇臭儿洼

村 
0.1314 

臭儿洼村采矿用

地 
臭儿洼村采矿用地 臭儿洼村草地 

山西忻州神达惠安煤

业 

30 三十片区 巡镇镇曲峪村 1.7685 曲峪村耕地 曲峪村草地 曲峪村草地 曲峪村草地 

31 三十一片区 
巡镇镇河南村、

曲峪村 
3.1544 曲峪村耕地 曲峪村耕地 曲峪村草地 曲峪村耕地 

32 三十二片区 巡镇镇河南村 0.8478 河南村耕地 河南村建制镇 河南村耕地 河南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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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片区

编号 

成片开发片

区名称 
成片开发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公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33 三十三片区 巡镇镇曲峪村 2.3349 曲峪村裸地 曲峪村草地 曲峪村草地 曲峪村草地 

34 三十四片区 鹿固乡寺也村 0.3600 寺也村草地 寺也村坑塘水面 寺也村草地 寺也村草地 

35 三十五片区 
鹿固乡城塔村、

乔鹿固村 
3.3311 

山西华鹿阳坡泉

煤炭有限公司 
城塔村草地 城塔村草地 城塔村草地 

36 三十六片区 
鹿固乡城塔村、

乔鹿固村 
4.1524 城塔村草地 

山西华鹿阳坡泉煤炭

有限公司 
城塔村草地 城塔村耕地 

37 三十七片区 鹿固乡城塔村 1.4177 城塔村草地 城塔村草地 
山西华鹿阳坡泉煤

炭有限公司 
城塔村草地 

38 三十八片区 旧县镇王玉庄村 0.2569 王玉庄村村庄 王玉庄村耕地 王玉庄村耕地 王玉庄村村庄 

39 三十九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3.3294 运货铁路 万瓦线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40 四十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0.1518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草地 

41 四十一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0.1796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草地 

42 四十二片区 
旧县镇刘元头

村、沙万村 
5.7478 刘元头村草地 刘元头村裸地 刘元头村草地 刘元头村裸地 

43 四十三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0.3654 
河曲县旭阳洗选

煤有限责任公司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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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片开发片区基本情况 

片区

编号 

成片开发片

区名称 
成片开发位置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公顷）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44 四十四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10.1829 河畔村耕地 
河曲县旭阳洗选煤有

限责任公司 
河畔村耕地 河畔村草地 

45 四十五片区 
旧县镇河畔村、

刘元头村 
9.1588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46 四十六片区 
旧县镇范家梁

村、河畔村 
3.8422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河畔村草地 

47 四十七片区 旧县镇范家梁村 1.8099 范家梁村裸地 范家梁村裸地 范家梁村裸地 范家梁村采矿用地 

48 四十八片区 旧县镇何家墕村 5.5341 何家墕村草地 何家墕村耕地 何家墕村耕地 何家墕村耕地 

49 四十九片区 旧县镇何家墕村 0.0978 何家墕村耕地 何家墕村草地 何家墕村草地 何家墕村耕地 

50 五十片区 旧县镇旧县村 0.0932 旧县村村庄 旧县村草地 旧县村村庄 旧县村草地 

51 五十一片区 单寨乡马束坪村 0.9622 马束坪村耕地 马束坪村村庄 草家坪村林地 韩禹线 

52 五十二片区 沙泉镇坡底村 1.5342 坡底村货运铁路 坡底村草地 坡底村草地 坡底村草地 

53 五十三片区 沙泉镇芦子坪村 0.7080 芦子坪村村庄 芦子坪村林地 海天线 芦子坪村耕地 

54 五十四片区 沙泉镇朱家川村 5.9750 朱家川村草地 朱家川村耕地 河曲县界 坡底村货运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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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叠加套合河曲县 2018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进行

分析，本方案拟用地总面积 246.0253 公顷，其中：农用地 96.9289 公顷(含

耕地 57.3083 公顷、园地 21.6519 公顷、林地 9.7257 公顷、其他农用地 8.2430

公顷)，建设用地 101.7944 公顷，未利用地 47.3020 公顷。具体见表 2-2、

附表 2。 

2.4 土地权属情况 

本方案涉及西口镇（原文笔镇）北元村、坪泉村、铁果门村、南元村、

唐家会村、科村、沙畔村、蚰蜒峁村、岱狱殿村，楼子营镇罗圈堡村、楼子

营村、大峪村，刘家塔镇阳尔塔村、郝家沟村、臭儿洼村，巡镇镇曲峪村、

河南村，鹿固乡寺也村、城塔村、乔鹿固村，旧县镇（原旧县乡）王玉庄村、

河畔村、刘元头村、沙万村、范家梁村、何家墕村、旧县村，单寨乡马束坪

村，沙泉镇（原沙泉乡）坡底村、芦子坪村、朱家川村等 8 个乡（镇）31

个村。 

涉及集体土地 217.634 公顷，其中：农用地 96.9078 公顷(含耕地 57.3083

公顷、园地 21.6519 公顷、林地 9.7046 公顷、其他农用地 8.243 公顷)，建

设用地 77.809 公顷，未利用地 44.1212 公顷；涉及国有土地 28.3913 公顷，

其中：农用地 0.0211 公顷(均为林地)，建设用地 25.1894 公顷，未利用地

3.1808 公顷。土地权属清晰，界址清楚，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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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础设施条件 

（1）交通条件 

河曲县内有 S336、S338、S308、S249 经过，高速公路有灵河高

速，县城内部有黄河大街、长城大街等道路，交通较为便利，可满足

成片开发交通需求。 

（2）供排水条件 

河曲县市政管网通达，水源可由就近的市政管网引入，雨水可由

就近排入现有雨水管网，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暂不

具备给水直供条件的片区，后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会同步实施相关基础

设施。 

（3）通讯网路 

河曲县通讯已实现了程控化，河曲县内已安装程控电话，无线寻

呼和移动电话也已经覆盖河曲县，可以满足河曲县项目建设需要。 

（4）供电条件 

河曲县供电以文笔 110kV 变电站作为县城供电电源，进入城区

的 220 千伏及以下高压线路采用电力电缆入地敷设、排管暗敷等方

式，以满足县城居民生活、办公及生产用电，确保城市供电的可靠性。 

（5）供气条件 

以天然气（煤层气）为主，由保德-河曲输气管道接引至城南县城

燃气门站。采用天然气输配系统三级压力制。燃气管道采用钢管或聚

乙烯管。调压为中压天然气后，供片区居民和公建使用。 

（6）供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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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县县城供热热源为位于县城东部的神华河曲电厂，对外供热

550 兆瓦。县城采用集中供热，县城外工业、企业生产用热在符合环

保要求的前提下由企业自行解决。 

2.5 耕地占补平衡 

本方案占用耕地 52.0152 公顷，平均利用等为 11 等，由河曲县

县域内调剂占补平衡指标落实。 

3.必要性分析 

（1）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本方案的编制，立足河曲县“西部发展领头羊”和“西部门户”的目

标定位，准确把握河曲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依托县域资源禀赋和产

业现实基础，进行能源革命。聚焦杂粮深加工环节，以集群式发展为

主要路径，统筹推动杂粮食品产业基础设施、管理服务等全面升级，

带动整个河曲县的经济发展。 

（2）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本方案的编制，顺应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要求，为持续推进煤炭

产业“减、优、绿”之路，努力实现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用地保障。在持续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煤矿智能化

改造、积极推进煤炭绿色开采、促进煤炭清洁高效深度利用等方面，

提供着前期的用地保障。 

（3）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人居环境 

本方案的实施，一是将进一步完善建设片区内部道路交通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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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形成一套完整良好的交通体系，促进市政道路衔接过渡和谐，

实现公共设施资源共享，使片区企业产品运输、职工和居民出行更为

便捷，有利于加强片区对外的经济往来；二是公园、居住环境的美化，

将增强片区的生态优势，吸引人群入住，对打造成为“文化+生态+旅

游”低碳绿色新城、生态宜居乐土和旅游休闲领地具有重要意义。 

（4）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本方案通过土地征收再分配等形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

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资源配置，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一方面促

进片区商业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另一方面为促进打造宜人宜居宜游宜

业的人居新高地，提升周边及产业园区的人群入住率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提高了现有土地的利用效益。 

（5）切实维护农民合法利益 

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征收和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编

制土地成片开发方案，按国家规定，充分尊重并征求三分之二以上村

民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同时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社会各部门的意见，让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的工作中，实现被征地农民和社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4.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用地总面积 246.0253 公顷，主要为 9 个一级

类（19 个二级类）用途，具体包括仓储用地、工矿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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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特殊用地等用途，其中： 

仓储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61.9301 公顷，实现物资储存、中转、

配送等功能。 

工矿用地工业用地 65.5903 公顷，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等功能。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机关团体用地 3.9724 公顷，实现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派出机构、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功能。 

教育用地 18.8169 公顷，实现教学、办公、科研活动等功能。 

医疗卫生用地 4.5864 公顷，实现医疗等功能。 

公用设施用地：供电用地 0.3501 公顷，实现供电设施建设、维护

等功能。 

供热用地 0.2169 公顷，实现供热设施建设、维护等功能。 

供水用地 0.6555 公顷，实现供水设施建设、维护等功能。 

环卫用地 0.0957 公顷，实现环卫设施建设、维护等功能。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7256 公顷，实现其他公用设施建设、维护等

功能。 

交通运输用地：公路用地 43.1877 公顷，完善区域内道路设施建

设，车辆与人员往来通行功能。 

交通场站用地 1.3545 公顷，为河曲汽车站。 

铁路用地 4.0212 公顷，完善区域内铁路设施建设。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1.5147 公顷，实现城镇生活居住等功

能。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防护绿地 0.1076 公顷，实现道路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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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美化环境功能。 

公园绿地 28.0285 公顷，建设公共活动空间，调节环境功能。 

商业服务业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4.7311 公顷，实现商业、

服务业、城镇生活居住等混合功能。 

商业用地 4.4479 公顷，实现商业服务等功能。 

特殊用地：监教场所用地 1.6922 公顷，为河曲看守所。 

详见表 4-1。 

表 4-1 土地用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占成片开发范

围面积比例 

1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3.9284 23.92  

教育用地 

公益用地 7.9196 48.23  

公益用地 3.0346 18.48  

医疗卫生用地 公益用地 1.5391 9.37  

2 公园绿地 公益用地 3.6446 100.00  

3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1.3782 19.76  

机关团体用地 

公益用地 0.2870 4.11  

公益用地 0.2483 3.56  

教育用地 公益用地 2.1896 31.39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公益用地 0.3819 5.47  

医疗卫生用地 

公益用地 1.6491 23.64  

公益用地 0.6209 8.90  

公益用地 0.221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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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地用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占成片开发范

围面积比例 

4 城镇住宅用地 非公益用地 0.5741 100.00  

5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2.2222 18.02  

教育用地 

公益用地 0.7908 6.41  

公益用地 2.2783 18.48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

地 
非公益用地 3.6603 29.68  

商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3.3799 27.41  

6 环卫用地 公益用地 0.0957 100.00  

7 供热用地 公益用地 0.1688 100.00  

8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9.1311 24.96  

公园绿地 公益用地 24.3839 66.65  

机关团体用地 公益用地 1.6576 4.53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公益用地 0.3437 0.9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

地 
非公益用地 1.0708 2.93  

9 供水用地 公益用地 0.0884 100.00  

10 

城镇住宅用地 非公益用地 0.9406 23.58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7802 19.56  

机关团体用地 公益用地 0.5755 14.43  

监教场所用地 公益用地 1.6922 42.43  

11 

供热用地 公益用地 0.0481 3.43  

交通场站用地 公益用地 1.3545 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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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地用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占成片开发范

围面积比例 

12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2.0977 100.00  

13 

防护绿地 公益用地 0.1076 3.22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2.9772 89.13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2556 7.65  

14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32.8130 77.87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6.2193 14.76  

教育用地 

公益用地 2.0586 4.89  

公益用地 0.5454 1.29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5000 1.19  

15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10.9616 40.80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15.3497 57.13  

医疗卫生用地 公益用地 0.5562 2.07  

16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5150 100.00  

17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3.3198 72.07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7192 15.61  

供水用地 公益用地 0.5671 12.31  

18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1.9268 100.00  

19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1632 100.00  

20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7000 100.00  

21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9783 100.00  

22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1244 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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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地用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占成片开发范

围面积比例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4018 76.36  

23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1951 100.00  

24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0.1468 100.00  

25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3.8804 100.00  

26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1.8726 40.62  

公路用地 公益用地 2.7375 59.38  

27 机关团体用地 公益用地 1.2040 100.00  

28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4249 100.00  

29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1314 100.00  

30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7685 100.00  

31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3.1544 100.00  

32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8478 100.00  

33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2.3349 100.00  

34 商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3600 100.00  

35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3.3311 100.00  

36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4.1524 100.00  

37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4177 100.00  

38 供电用地 公益用地 0.2569 100.00  

39 

铁路用地 公益用地 1.5158 45.53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8136 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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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土地用途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占成片开发范

围面积比例 

40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1518 100.00  

41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1796 100.00  

42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5.7478 100.00  

43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0.3654 100.00  

44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0.1829 100.00  

45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9.1588 100.00  

46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3.8422 100.00  

47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1.8099 100.00  

48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5.5341 100.00  

49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0978 100.00  

50 供电用地 公益用地 0.0932 100.00  

51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9622 100.00  

52 工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1.5342 100.00  

53 商业用地 非公益用地 0.7080 100.00  

54 

铁路用地 公益用地 2.5054 41.93  

物流仓储用地 非公益用地 3.4696 58.07  

总计 246.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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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成片开发范围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共计 67 个建设项目，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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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用地征地总面积为 18.6816 公顷，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4282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7511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7.8577 公顷，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6446 公顷，非公益性用地征地总面积为

138.2141 公顷，包括仓储用地 61.9301 公顷，工矿用地 65.5903 公顷，

居住用地 1.5147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9.1790 公顷。 

详见表 5-1。 

表 5-1 拟安排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类别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是否公益 

非公益性 

物流仓储收储地块 仓储用地 61.9301 否 

工业收储地块 工业用地 65.5903 否 

住宅收储地块 居住用地 1.5147 否 

商业收储地块 商业服务业用地 9.1790 否 

小计 138.2141 - 

公益性 

机关团体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2040 是 

教育用地 5.2242 是 

供电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0.3501 是 

供热用地 0.2169 是 

供水用地 0.0884 是 

环卫用地 0.0957 是 

公路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7.8577 是 

公园绿地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6446 是 

小计 18.6816 - 

总计 156.8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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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发时序 

本方案拟安排建设项目用地总面积 156.8957 公顷，拟安排实施

项目有 67 个，计划实施面积 156.8957 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1-

2023 年，3 年内实施完毕，其中： 

2021 年实施面积 35.8815 公顷，完成比例 22.87%，拟实施仓储

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2022 年实施面积 3.0346 公顷，完成比例 1.93%，拟实施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23 年实施面积 117.9796 公顷，完成比例 75.20%，拟实施仓储

用地、工矿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

输用地、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5.3 年度实施计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安排建设项目面积 156.8957 公顷，计划

实施周期为 2021-2023 年，3 年内实施完毕。具体安排如下： 

2021 年推进成片开发范围内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实施面积

35.8815 公顷，完成比例 22.87%，主要包括物流仓储用地、供热用地。 

2022 年推进成片开发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实施面积 3.0346 公顷，完成比例 1.93%，主要包括教育用地。 

2023 年推进成片开发范围内仓储用地、工矿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实施面积 117.9796 公顷，完成比例 75.20%，主要包括物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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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用地、工业用地、机关团体用地、教育用地、供电用地、供热用地、

供水用地、环卫用地、公路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其他商

业服务业用地。 

详见表 5-2。 

表 5-2 实施阶段表 

实施年度 公益性项目 经营性项目 

2021 年 公用设施用地（1 宗） 仓储用地（15 宗） 

2022 年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

宗） 
  

2023 年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

宗） 
仓储用地（10 宗） 

公用设施用地（5 宗） 工矿用地（17 宗） 

交通运输用地（5 宗） 居住用地（2 宗）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 宗） 商业服务业用地（8 宗） 

6.合规性分析 

6.1 国土空间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经套合分析《河曲县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年）》过程稿，本

方案所涉土地征收范围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在此期间，应承诺

方案获批后，将土地征收范围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

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根据河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数据库，本方案位于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成片开

发范围承诺在《河曲县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年）》批准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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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6.2 城市总体规划 

经套合分析《河曲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年）》, 本方案土

地用途与城市总体规划部分一致。在此期间，应承诺方案获批后，将

土地征收范围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

建设区。 

6.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符合《河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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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拟建项目符合规划的发

展定位、要求；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已纳入《河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年度计划》。 

6.4 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供电

用地、供热用地、供水用地、环卫用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

输用地（公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铁路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

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特殊用地（监教场所用地）等 5 个一级

类用途（14 个二级类），合计 107.8112 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43.82%；

符合“细则”规定的公益性用地面积不低于 40%的要求。详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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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类用地统计表 

   单位：公顷，% 

类型 一级类 二级类 用地面积 比例 

公益性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3.9724 1.61 

教育用地 18.8169 7.65 

医疗卫生用地 4.5864 1.87 

公用设施用地 

供电用地 0.3501 0.14 

供热用地 0.2169 0.09 

供水用地 0.6555 0.27 

环卫用地 0.0957 0.04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7256 0.29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43.1877 17.56 

交通场站用地 1.3545 0.55 

铁路用地 4.0212 1.6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防护绿地 0.1076 0.04 

公园绿地 28.0285 11.39 

特殊用地 监教场所用地 1.6922 0.69 

公益性用地合计 107.8112 43.82 

非公益性用地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61.9301 25.17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65.5903 26.66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5147 0.62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4.4479 1.81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4.7311 1.92 

非公益性用地合计 138.2141 56.18 

总计 246.0253  100.00 

6.5 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经对照河曲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及各类保护

区等成果内容，本次成片开发区符合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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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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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片开发区域范围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成片开发送审

报批的要求。 

3、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重要湿地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等各类保护区，符合成片开发送审报批

的要求。 

6.6 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情况 

上年度河曲县无批而未供土地。上年度闲置土地处置任务量为

186 亩，已完成 186 亩，处置率 100%。 

6.7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河曲县无已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7.效益评估 

7.1 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方案通过土地征收再分配等形式，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并

进行资源整合开发，科学合理布局工业、商业、仓储、科研等各类用

地，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资源配置，促进打造人居新高地，助推

土地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领域配置，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提高现有的

土地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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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空间进行集中开发建设活动，加强土地

资源有效配置，本方案居住及配套用地容积率≤3.0，建筑密度约 60%；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为≥50%；商业服务业

用地容积率为≤3.0，建筑密度为 45%~50%。 

7.2 经济效益 

本方案成片开发过土地征用、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到

各个土地使用者手中，为城市建设储存了后备力量与经济发展保障，

为河曲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

坚实的后盾。 

河曲县开发成本预计 1.44 亿元，总收入预计约 2.79 亿元。经过

投资平衡测算，总收益预计 1.35 亿元，整体收益较为可观。 

7.3 社会效益 

成片开发的实施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

供保障，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成片开发的建设和投产有利于吸收

当地周边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相关企业的生产消费和纳税可促进地

方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的实施会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产

生重大影响，对土地利用、环境改善、增加就业等方面有巨大的促进

作用。通过本方案成片开发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

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激活了存量土地利用价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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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7.4 生态效益 

本方案将严格遵守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现状调查和地表水分

析，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规划建造。同时，采取一系列的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做好土壤、地下水环境的污染

防治，严格把控环境风险。为规避各种生态环境风险的发生，项目在

建设之前及运营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本方案涉及用途变更为工业、商业、仓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的，变更前将依法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符合规划用途土

壤环境质量要求。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相

关规定，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

条件的将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禁止将重金

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

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 

本方案规划设置绿地 28.1361 公顷，加强恢复生态绿化功能，提

高区域总体环境品质，营造良好的宜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方案参考《防洪标准》（GB50201-94），防洪标准采用 50 年一

遇，防山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采用 20 年—遇涝水不漫溢

两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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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征求意见情况 

该方案编制时，通过组织相关人员召开征求意见会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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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9.保障措施 

（1）河曲县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纳入政府

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区、所涉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实施计划和任务完成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就成片开发方案成果组织召开论证会，并征

求意见，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通力合作，站在讲政治、顾大局

的高度，履职尽责、求真务实、敢于硬碰，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工作

协调，确保该项工作落到实处。 

（2）河曲县人民政府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工作任务和计

划安排，落实技术力量和工作经费，保障工作顺利完成。 

（3）严格履行程序，确保征收程序依法合规实施土地征收工作

过程中，应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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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利益。 

（4）做好与上位规划的衔接，确保成片开发项目范围位于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或者位于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因杏花岭区国土空间规划暂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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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施，故需实时追踪国土空间规划的动态，及时对方案进行更新。

同时做好与《太原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衔接。 

（5）落实补偿方案，切实维护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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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多数不稳定事件的诱因。为避

免矛盾的发生，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

征地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通知》(晋政发〔2020〕16 号) 及《山西省人民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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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尤其是应做好公开、公示工作，保证补偿费及

时、足额发放；同时补偿费的发放也要考虑历史及毗连地区的征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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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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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自行补充同等同级

耕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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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耕地“占优补优”、

“占水田、补水田”的占补平衡政策。整合相关部门涉农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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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县（市、区）政府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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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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