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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新洲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需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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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鄂自然资规〔2021〕3 号）

和《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武汉市落实〈湖北省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武自然资规发〔2022〕31 号）有关规定，新洲区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了新洲区 2022 年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新材料航天科

技 园 片 区 土 地 征 收 成 片 开 发 方 案 （ 编 号 ：

2022CPKF4201170001）（以下简称“本方案”）。 

一、成片开发基本情况 

（一）土地位置、面积和范围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位于新洲区双柳街矮林村和涨渡

湖街龙王咀农场三分厂，总面积 42.3098 公顷，四至范围为：

东至矮林村，南至矮林村，西至矮林村，北至龙王咀农场三

分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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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二）土地权属、地类、征收土地情况 

1.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

内用地总面积 42.3098 公顷。其中：耕地 21.1082 公顷，占

比 49.89%；林地 7.5749 公顷，占比 17.90%；工矿用地 0.0389

公顷，占比 0.09%；住宅用地 0.0275 公顷，占比 0.06%；交

通运输用地 11.2103 公顷，占比 26.50%；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2.3500 公顷，占比 5.55%（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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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2.土地权属状况 

本方案涉及国有土地 29.3723 公顷，集体土地 12.9375

公顷，其中集体土地全部位于双柳街矮林村。具体权属及面

积以建设用地报批时的勘界定界为准。 

3.拟征收土地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收土地 12.9375 公顷，全部

位于双柳街矮林村。拟征收土地涉及占用耕地 9.3978 公顷，

全部为水浇地；占用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4 等。严格落实耕地

“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制度，占用耕地拟通

过湖北省耕地指标交易平台购买的耕地占补指标进行易地

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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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成片开发范围 拟征收土地范围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耕地（01） 21.1082 49.89% 9.3978 72.64% 

种植园用地（02） 0 0.00% 0 0.00% 

林地（03） 7.5749 17.90% 1.1600 8.97% 

草地（04） 0 0.00% 0 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05） 0 0.00% 0 0.00% 

工矿用地（06） 0.0389 0.09% 0 0.00% 

住宅用地（07） 0.0275 0.07% 0.0213 0.1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0 0.00% 0 0.00% 

特殊用地（09） 0 0.00% 0 0.00% 

交通运输用地（10） 11.2103 26.50% 1.0691 8.2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1） 2.3500 5.55% 1.2892 9.97% 

其他土地（12） 0 0.00% 0 0.00% 

合计 42.3098 100.00% 12.9375 100.00% 

 

（三）基础设施条件 

1.交通条件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位于新洲区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内，

南部紧靠长江，距阳逻新城 10 公里，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鄂州隔江相望，距离阳逻机场 10 公里，天河机场 50 公

里，距离武汉站 24 公里，距离邾城 30 公里。区域对外通道

主要依托星谷大道（省道 S112），其西连阳逻的平江大道，

其东通往团风县，目前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交通运行

状况较好。 



5 

 

 

图 3  成片开发区域交通条件示意图 

2.供排水条件 

该地区现状由帝元水厂供水，帝元水厂设计规模 3 万立

方米/日，已建规模 1.5 万立方米/日，实际供水量约为 5000

立方米/日，厂区占地 30 亩。主要供水服务范围为双柳街、

涨渡湖农场、龙王咀农场、原种场、涨渡湖林场、养殖场、

阳逻街毛集经管处等。帝元水厂以长江为水源，取水点设在

古龙村堤外的长江边，水质良好，原水输水管沿古龙村村级

道路一直敷设至阳大公路，并沿阳大公路向西到帝元路，再

沿帝元路向北到帝元水厂，全长约 5 公里。 

前期该地区污水管道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厂未建成，排

水主要通过自然沟渠，分散排入袁家湖、七龙湖、涨渡湖。

2021 年，挖沟污水厂建成运行，处理规模 2.5 万立方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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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好的满足区域污水处理需求。 

3.供电条件 

该地区现有 1 座 110 千伏挖沟变电站和 1 座 35 千伏挖

沟变电站，主变容量分别为 10 万千伏安和 2 万千伏安，共

同为该地区提供电源。区域西部沿东西走向现有一排 110 千

伏（220 千伏金台变至 110 千伏挖沟变）和一排 35 千伏（110

千伏高潮变至 35 千伏双柳变）架空线穿过，部分架空线路

斜穿地块，对城市景观及建设用地布局有一定影响。 

4. 通信工程 

双柳镇区现有 1 座双柳电信局站、1 座双柳邮政支局，

为该地区用户提供电话、宽带、邮政等服务。 

5.燃气工程 

现状区域内无燃气管道及设施，居民生活用气基本为灌

装液化气。 

 
图 4  成片开发区域市政设施条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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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片开发的必要性、效益分析 

（一）实施土地征收的必要性 

1.推进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发展的需要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于 2016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复成立，以新一代航天发射及应用为核心，打造航天运载

火箭及发射服务、卫星平台及载荷、空间信息应用服务、航

天地面设备及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辐射带动智能制造与服

务、激光通讯设备、航天新材料、航天新能源等基础产业，

以及大数据、智慧产业等延伸产业发展，构建主辅结合、配

套完善的新型航天产业体系。本方案以工业用地为主导，主

要服务于航天新材料重点项目落地，有助于提升航天产业基

地的产业集聚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加快推

进航天产业基地建设发展。 

2.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需要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实施将进一步防止空间无序蔓延，

引导城镇建设空间向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集聚发

展，同时提出的公益性用地比例要求，保障了成片开发区域

的空间品质，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我区将严格执

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新增工业用地“标准

地”出让工作的通知》（武政办〔2020〕118 号）有关要求，

通过科学合理确定出让土地的宗地规模、严格落实工业和经

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强化用地合同管理及供后

监管等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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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和效益。 

3.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 

本次方案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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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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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该片区涉及工业用地面积 24.7362 公顷，拟通过土地出

让引进国内高科技航天新材料研发制造企业，预计总投资可

达 10 亿元，达产后可带来税收 0.6 亿元/年。通过土地成片

开发，推动与航天产业紧密相关的新材料产业发展，从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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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内项目的落地，不仅可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还将进一步完善地区地价体系，助于提升地价空间；基础设

施等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市政配套设施，优化

营商环境。片区项目建设完成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将大幅增

长，从而增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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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 

2.社会效益 

一是可有效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片区将进一步完善绿

地、道路等设施建设，提升配套建设需求。二是对行业技术

推动重要意义和作用，一方面填补国内市场对相关新材料的

需求空白；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自主研发的多类

型产品，可以树立军民融合产业标杆。三是带动当地就业，

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成片开发区域内规划的工业用地，是国

家发改委批复的航天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片区拟引

进航天新材料企业，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航天产业的发展，

预计提供约 300 个以上就业岗位，可有效促进当地相关技术

人员就业增收，改善生活质量。 

3.生态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中，围绕拟开发的工业用地南、西、

北三侧均设置了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面积约 6.5355 公顷，

占总用地比例为 15.45%，可对自然灾害或城市公害起到一定

的防护或减弱作用，满足片区对卫生、隔离、安全的要求。

项目建设将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方案，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

期将分别制定大气环境防治、水环境防治和固体环境防治对

策。建成后片区污水处理率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

100%，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达到 100%，使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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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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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符合情况 

（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符合性分析 

《武汉市新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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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提出：“规划期内加快推进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建设，坚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积极引进科工系列

产业项目，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依托商业航天、船舶制

造优势，做强航天及空间信息、高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两

大特色产业，构建产学研结合的航天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打

造特色产业集群。”本方案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内，

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武汉市新洲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

下简称《2022 年计划》）提出：“聚力抓重点，积极对接遥

感卫星制造等招商引资项目，力争签约引进商业航天产业链

重点项目 10 个，完成产业项目投资 10 亿元。坚持引商招商，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40 个、外向型产业项目 3 个、数字经济

产业项目 2 个、总部项目 2 个，产业链招商签约金额 260 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到位资金占比达 48%。”本方案开发地块

拟通过土地出让引进国内高科技航天新材料研发制造企业，

预计总投资可达 10 亿元，达产后可带来税收 0.6 亿元/年。

拟开发地块属于商业航天产业链重点项目，也是拟引进的亿

元以上项目之一。《2022 年计划》未明确提出武汉国家航天

产业基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事宜，我区承诺将按照本方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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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期调整。 

（二）成片开发范围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1.土地利用规划情况 

根据《新洲区双柳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调整完善方案》和《新洲区涨渡湖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及规划数据库，本方案拟

征收土地 42.1548 公顷位于规划城镇建设用地， 0.1550 公顷

防护绿地位于规划有条件建设区（图 5），均不涉及占用规

划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占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按照《关于加强过渡期内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

知》（鄂自然资函〔2021〕21 号）要求，编制项目落地实

施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出具书面承诺，将项目用地等有关

内容纳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并在用地报批时一并

上报。本方案涉及有条件建设区地块将在土地征收前按照有

关规定，编制落地规划实施方案，在报地阶段与报件材料一

并报批，符合过渡期内规划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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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2.城乡规划情况 

根据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批复的《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新武函〔2018〕52 号），本方案成

片开发用地为规划控制的工业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城市道路用地，符合城乡规划控制要求（图

6）。经核对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本方案成片开发

用地不涉及占用基本生态控制线（图 7）。 

根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本项

目不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

等强制性内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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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武汉市统一规划管理用图-城乡规划图 

 

图 7  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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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过渡版）情况 

根据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过渡版）总图，本方案

成片开发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镇允许建设区和城

镇特别用途区（防护绿地）（图 8），符合规划控制要求。 
 

 

图 8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过渡版总图 

4.双评价双评估情况 

根据《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阶段成果，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位于非重要生态区（图

9），符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根据《武汉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本方案成

片开发用地位于新洲区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符合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现状评估、现行空间类规划实施情况评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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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图 

5.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根据 2018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

2021 年 6 月上报国务院的生态保护红线（图 10、图 11），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图 10  经省政府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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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1 年 6 月报送的生态保护红线图 

综上，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未突破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乡规划确定的禁止性内容和生态环境保护、自然与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强制性内容，不与生态保护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要求冲突。 

本方案未突破新洲区建设用地总规模、耕地保有量等指

标，符合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现行空间类规划实施

情况评估要求，不与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冲突。在新

洲区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前，我区承诺将本方案建设用地布局

及规模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

并做好过渡期台帐管理。 

（三）选址适宜性分析 

本方案位于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确定的建设适宜区、农建两宜区和综合利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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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占用重要生态区。依据《武汉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范围之内（图

12）。经核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未发现有重要工业价

值的矿产资源和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 

 

图 12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 

四、主要用途和拟实现功能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加油加气站用

地、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其中：工业用地 24.7362

公顷，占比 58.46%，拟实现新材料航天产业集聚化发展功能；

加油加气站用地 0.3603 公顷，占比 0.85%，拟实现加油加气

的商业服务功能；城市道路用地 10.6778 公顷，占比 25.24%，

主要为现状星谷大道和规划的园区内部道路；公园绿地

2.4150 公顷，占比 5.71%，拟实现公园绿化、改善城区环境

功能；防护绿地 4.1205 公顷，占比 9.74%，拟实现安全防护，

改善城区环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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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批复的《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新武函〔2018〕52 号），成片开发

范围内土地综合开发建设内容符合详细规划的要求。 

表 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占比 实现功能 

非公

益性

用地 

工业用地 24.7362 58.46% 新材料航天产业集聚化发展 

加油加气站用

地 
0.3603 0.85% 商业服务 

小计 25.0965 59.32% —— 

公益

性用

地 

城市道路用地 10.6778 25.24% 城市骨架、交通运输 

公园绿地 2.4150 5.71% 公园绿化，改善城区环境功能 

防护绿地 4.1205 9.74% 安全防护，改善城区环境功能 

小计 17.2133 40.68% —— 

合计 42.3098 100% —— 

五、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本方案拟安排开发地块项目共 4 个，其中工业用途项目

地块 1 个、商业用途项目地块 1 个，其他 2 个地块为防护绿

地。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2 年至 2024 年，3 年内实施完毕。 
 

表 3  拟征收土地规划用途、面积统计表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地块 1 工业用地 9.8356 

地块 2 加油加气站用地 0.3603 

地块 3 防护绿地 1.3134 

地块 4 防护绿地 1.4282 

合计 12.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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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实施地块 1 个，完成土地征收面积 9.8356 公顷，

土地供应 9.8356 公顷；2023 年实施地块 2 个，完成土地征

收面积 1.6737 公顷，土地供应 1.6737 公顷；2024 年实施项

目 1 个，完成土地征收面积 1.4282 公顷，土地供应 1.4282

公顷。 
表 4  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表 

实施年度 
实施开发地块

数量（个） 

征地面积 

（公顷） 

供地面积 

（公顷） 
备注 

2022 年 1 9.8356 9.8356 地块 1 

2023 年 2 1.6737 1.6737 地块 2、地块 3 

2024 年 1 1.4282 1.4282 地块 4 

合计 4 12.9375 12.9375 —— 

 

 

图 13  土地征收用途类型与时序图 

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公益用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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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途分区和建设项目安排，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

城市道路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属于公益性用地。成片

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面积 17.2133 公顷，其中，现有公益

性用地面积为 8.9998 公顷，规划公益性用地面积 8.2135 公

顷，公益性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例为 40.68%，符合《湖北省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

不低于 40%的规定。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执行《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湖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19〕22 号）文件标准。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拟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

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2〕

3 号）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拟征收土地的双柳街矮林村不

涉及成片的房屋和建筑物拆迁，主要土地补偿和青苗补偿，

将按照武汉市人民政府制定《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

拆迁管理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补偿安置方

案执行。鉴于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正在修订中，如在

实施过程中市政府重新颁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则以最新颁

布的标准为依据执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缴纳按照《湖

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

见》（鄂政发〔2014〕53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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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情况 

经核查，本方案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图 10、图

11），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图 14），不涉及占用自然保

护区，不涉及占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图 14  现行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 

1.批而未供土地处置情况 

根据监测监管系统和督察管理系统数据，截止 2021 年

底，全省 2018 年底前批而未供土地基数为 70.85 万亩，2021

年全年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15.47 万亩，消化率为 21.83%。全

省各市（州）均完成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年度消化任务。武

汉市已完成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 2021 年度批而未供土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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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任务，达到《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

要求。 

2.闲置土地处置情况 

按照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的闲置土地清单，全

区共有 85 宗闲置土地，总面积 384.38 公顷。湖北省自然资

源厅下达全区 2021 年闲置土地销号目标为 15%，即 2021 年

我区需完成闲置土地销号面积 57.66 公顷。全区 2021 年完成

闲置土地销号面积 201.89 公顷，超额完成省厅下达的 2021

年闲置土地销号任务，达到《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

细则（试行）》要求。 

3.“亩产论英雄”考核评价结果 

2021 年 6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

施“亩产论英雄”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可持续利用的意见》（鄂办

发〔2021〕13 号），目前尚未进行考核。 

（四）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新洲区尚不存在已批准的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八、结论 

新洲区 2022 年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新材料航天科技园片

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并承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

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

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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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4 

 

附表 

新洲区 2022年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新材料航天科技园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基本情况表 

（编号：2022CPKF4201170001） 

单位：公顷 

一、成片开发范围现状情况 

位置 新洲区双柳街矮林村和涨渡湖街龙王咀农场三分厂 

四至范围 东至矮林村，南至矮林村，西至矮林村，北至龙王咀农场三分厂 

土地利用

现状 

地类 

成片开发范围 其中：拟征

收土地范围 

面积 
占成片开发

总面积比例 
小计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耕地（01） 49.89% 21.1082 11.7103 9.3978 9.3978 

种植园用地（02） 0.00% 0 0 0 0 

林地（03） 17.90% 7.5749 6.4149 1.1600 1.1600 

草地（04） 0.00% 0 0 0 0 

商业服务业用地（05） 0.00% 0 0 0 0 

工矿用地（06） 0.09% 0.0389 0.0389 0 0 

住宅用地（07） 0.07% 0.0275 0.0062 0.0213 0.021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0.00% 0 0 0 0 

特殊用地（09） 0.00% 0 0 0 0 

交通运输用地（10） 26.50% 11.2103 10.1412 1.0691 1.069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1） 5.55% 2.3500 1.0608 1.2892 1.2892 

其他土地（12） 0.00% 0 0 0 0 

合计 100.00% 42.3098 29.3723 12.9375 12.9375 

二、成片开发范围规划情况 

依据的规划名称 

《新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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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新洲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新洲区双柳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

方案》、《新洲区涨渡湖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调整完善方案》和《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主要用途 
工业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城市道路

用地等 

拟实现功能 产业集聚、商业服务、交通运输、公园绿化等 

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公益用地情况 

公益性用地面积 17.2132 

公益性用地比例 40.68% 

四、成片开发土地征收与供地年度实施计划 

实施年度 征地面积 供地面积 

2022 年 9.8356 9.8356 

2023 年 1.6737 1.6737 

2024 年 1.4282 1.4282 

合计 12.9375 12.9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