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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区域概况  

1、背景 

《宪法》第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均规定：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依据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军事和外交，能源、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扶贫搬迁

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确属必需的，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同时，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为了

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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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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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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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策形势下，东阳市秉承依法合规、公共利益优先等原则，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5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

（自然资规〔2020〕5号）、《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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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审核办法（试行）》（浙自然资规〔2021〕3号）、《浙江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和审核工作

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2〕299号）等相关政策文件，组

织编制了《东阳市2022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2、区域概况 

（1）位置境域 

东阳市位于北纬 28°58′08″～ 29°29′55″，东经

120°04′17″～120°44′03″。地处浙江省中部、金华市东部。

东、东南与磐安县相邻，南、西南与永康市接壤，西、西北与义

乌市相连，北与诸暨市毗邻，东北与嵊州市为邻。行政辖区面积

为 1747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84.78 万，下辖 6 个街道 11 个镇和

1 个乡。东阳文化悠远，素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之美

称，被誉为著名的“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文化

影视名城”。东阳是浙江省首批小康县市、首批文明城市、首批

旅游经济强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百强县。 

（2）地形地貌 

东阳境内以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的 54.19%，平原占总面积

的 30.85%。会稽山、大盘山、仙霞岭延伸入境，形成三山夹两

盆、两盆涵两江的地貌。地势东高西低，中部山峦自东向西，将

境域分为南乡和北乡。境内最高峰东白山，主峰称太白峰，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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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鹿镇北部边境会稽山脉，海拔 1194.6 米。全市最低点白云街

道吴山村，海拔 67 米。 

（3）气候条件 

年平均日照 2002.5 小时，最多年 2693.9 小时（1963），最

少年 1752.1 小时（1970）。7 月份日照最多，多年平均 266.5 小

时，最多月值 355.8 小时（1964 年 7 月）。2 月份日照最少，多

年平均 104.5 小时，最少月值 35.2 小时（1982 年 2 月）。年平

均日照率 45％，月平均日照率 7－10 月 50％以上，其余各月 35

－46％。 

（4）水文与水资源条件 

东阳市境内河流属钱塘江水系。三单、巍山、佐村的部分水

流经曹娥江入钱塘江。境内主要河流东阳江、南江，主流走向从

东向西。 

东阳市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25.21 亿立方米，水资源径流总量

16.08 亿立方米（含磐安县过境水量 3.2 亿立方米）。境内年均

径流量 12.88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1.17 亿立方米，地下水 1.71

亿立方米。现已利用 5.57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年径流深650—900

毫米之间，以吴宁、巍山一带最低，东白山、三单、佐村一带最

高。外县入境流量 3.2 亿立方米，其中从磐安流入东阳江横锦水

库的水量约 1.72 亿立方米，占入库水量的 59%；从磐安流入南

江水库的水量约 1.01 亿立方米；其他溪流入境流量 0.47 亿立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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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源条件 

植物资源：东阳市主要植物 9 属，分谷之属 8 种，蔬之属

34 种，木之属 37 种，果之属 33 种，花之属 60 种，竹之属 20

种，药之属（草药）113 种，藤之属 4 种，草之属 29 种。主要

种子植物 134 个科千余种，其中香樟、榧树、鹅掌揪、檫木、银

杏列为国家保护树种。按植物经济性状可分 7 个类型。药用类有

元胡、白术、芍药、东贝、已发现适于入药的各类根、茎、花、

叶的草药 780 多种。 

动物资源：东阳市境内野生脊椎动物哺乳类 7 目 16 科 20 余

种，鸟类 22 科 40 余种，爬行类 7 科 18 种，两栖类 6 科 11 种，

鱼类 10 科 20 余种，昆虫类 16 目 70 余科 150 多种。 

矿产资源：东阳市已查明矿藏有铁、铜、铅锌、锰、黄铁矿、

钴土矿、萤石、钾长石、石英、砩石、云母、石墨、耐火粘土、

珍珠岩、方解石、粘土矿、矿泉水、金银矿、铀矿等 20 余种，

矿床（点）110 余处。 

（6）社会经济情况 

202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30.8亿元；财政总收入 142.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亿元，分别增长 9%、8.2%；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64338 元、37717 元，分别增长 7.6%、

9%。 

东阳是著名的“教育之乡”。东阳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自

古以来就有“兴学重教、勤耕苦读”的传统，朱熹、吕祖谦、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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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等曾到东阳“石洞书院”讲学传道，明代开国文臣宋濂所作的

《送东阳马生序》，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历史上，东阳进士题名

共有 305 人。早在 1989 年，《人民日报》赞誉东阳“百名博士

汇一市、千位教授同故乡”。三十年后，东阳人才呈现“十百千

万”的盛况，有东阳籍院士 13 人，高校校长、科研院所领导 100

多人，博士 1100 多人，教授和教授级高工 10000 多人。 

东阳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东阳古民居建筑以东阳木雕为

主，融竹编、石雕、砖雕、堆雕等装饰艺术为一体，形成了独具

儒家文化特色的民居建筑体系，卢宅肃雍堂、杭州胡庆余堂等都

是东阳古民居建筑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东阳建筑再创辉煌，

先后被命名为省首批“建筑强市”、“中国建筑之乡”。  

东阳是著名的“工艺美术之乡”。东阳木雕、东阳竹编是东

阳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东阳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中国木雕之乡” “世界木雕之都”。东阳木雕为

浙江三大名雕之一，列全国四大木雕之首，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东阳是著名的“文化和影视名城”。横店影视城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先后建成了秦王宫、清明上河图、圆明新

园等 30 多个大型实景基地和 130 余座高科技大型室内摄影棚，

形成了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跨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拍摄全场

景。东阳是全国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现有影视企业

1300 多家，华谊兄弟、唐德影视等全国排名前十的影视企业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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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入驻横店，全国每年拍摄的古装剧七成出自横店，被誉为“中

国好莱坞”。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东阳发展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发展关

键期、重要转折期，围绕“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歌画东阳”发

展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运用系统观念和方法，强化数字赋能、全力攻坚争先，加快

打造“两市三地两园”、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3、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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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次修订）；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 

（4）《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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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及审核办法（试

行）》（浙自然资规〔20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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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方案编制大纲及参考格式》》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1〕

450 号）； 

（8）《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2〕299 号）； 

（9）《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东阳市征地补偿最低

保护标准的通知》（东政发〔2018〕1 号）； 

（10）《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东阳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的通知》（东政发〔2020〕27 号）； 

（11）《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金华市城镇开发边界划订方案

的批复》（浙土审〔2021〕33 号）； 

（12）《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东阳市湖溪镇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批复》等； 

（13）中共东阳市委关于制定东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〇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东阳市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通过）； 

（14）《东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 

（15）《东阳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在编）； 

（16）东阳市 2020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 

（17）东阳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2017 版）； 

（18）东阳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2018 /2021）； 



 
8 

 

（19）《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 

（20）其他有关法规、政策依据。  

4、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及年度变化情况 

近年来，东阳市贯彻落实“节约优先”战略，认真学习先进

经验、积极探索本地模式，扎实推动节约集约利用工作向纵深发

展，全面落实国家“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

要求，逐步探索出一套好用、管用、实用的东阳做法，推动土地

利用方式从依赖增量向存量盘活转变， 2017-2019 年节约集约综

合考核连续三年金华第一，2019 年集约节约用地工作全省排名

前列，获省政府正向激励指标 100 亩。东阳市大力推进“国土资

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区)”创建，2020 年成功创建省级国土资

源节约集约模范县。 

（2）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  

东阳市批而未供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近 5 年供地率高

于 60%；闲置土地总量低于全省平均值，且土地闲置率低于 5%。

符合《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审核办法（试行）》关

于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的要求。 

（3）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土地利用效率 

根据 2021 年度东阳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评价，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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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约度综合分值达到 93.73 分，土地供应率为 95.74%，土地建

成率为 94.79%，综合容积率 1.11，建筑密度 31.91%，工业企业

固定资产投入强度为 3922.26 万元/公顷；综合地均税收 195.28

万元/公顷，投入较高，产出强度较大，用地效益较好。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用地效益、土地利用监管绩效方面等方

面体现出了较强的集约用地思想。这些指标基本接近或超过了开

发区评价指标理想值，说明东阳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效率较

高。 

（4）依法依规用地情况等  

在制定地方国土资源政策文件、行政审批、政务公开、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及法律法规宣传等方面，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

求和上级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的现象。 

二、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 

1、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东阳市 2022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总面积 413.6013 公

顷，开发片区数量 36 个，涉及湖溪镇等 14 个乡镇（街道）；依

据 2020 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片区农用地面积 181.5641 公

顷，耕地面积 119.0888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202.2383 公顷，未

利用地面积 29.7989 公顷；国有土地面积 59.5852 公顷，集体土

地面积 354.0161公顷；成片开发范围内建成区面积 71.247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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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区面积 342.3537 公顷。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拟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316.8714 公顷，

其中农用地 151.2226 公顷（耕地 103.3490 公顷），建设用地

137.7492 公顷，未利用地 27.8996 公顷。按照实施计划，其中 2022

年拟征收集体土地 191.5756 公顷，2023 年拟征收集体土地

125.2958 公顷。 

2、“三线”管控要求符合情况 

（1）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性符合情况 

〇《东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全力打好平台建设大会战，着力构

建“一核两带多点”的产业平台体系。做大做强“一核”，围绕

经济开发区主平台，探索建立低效用地退出机制，争创省级“万

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不断提升平台承载力和发展辐射力，努力

打造科技引领、创新集聚的现代产业园区。提升整合“两带”，

围绕以东阳江为主轴的北乡产业带和以南江为主轴的南乡产业

带，大力发展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机械装备、运动器材、健康

养老、红木家具等产业。加快发展“多点”，依托横店通用机场

平台，加快发展通用航空及基础配套产业，打造横店空港经济区；

依托木雕小镇、花园红木家居小镇建设，加快推进木雕红木产业

向全产业链发展；大力实施小微企业园“整转改新、四个一批、

五千万亿”工程，构筑形成“两城二十九园”空间承载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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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片区功能定位为工矿用地、居住用地、影

视文化产业、商业服务等，方案的实施符合《东阳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目标

和要求。 

（2）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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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本次拟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类自然

保护区。 

（4）符合城镇开发边界情况 

依据报批的东阳市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案，本次拟成片开发

区域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本次拟成片开发区域范围

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同时本方案与正在编制的

《东阳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做好充分衔接，在方

案批准后将按照项目情况进行用地落实和安排。 

3、效益评估 

（1）经济效益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主要以商业及相关配套功能为主，是建

设横店文化影视产业的用地保障，是加速东阳产业转型升级的新

起点，同时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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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成片开发通过土地征收、出让和市场手段，让土地资

源合理配置到各个土地使用者手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成片开发以产业项目为主体，民生基础设施为基础。方

案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阳市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互补，规

模效应进一步突显，促进经济的增长、增加地方税收。 

（2）社会效益 

通过成片开发进行集中配套，提高文化影视产业和城市化建

设水平。成片开发的实施将促进产业发展的进一步建设和投产，

为城镇带来更多的产业就业岗位，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

移，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当地居民就业，解决

本地居民就业需求，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3）生态效益 

本方案成片开发对大气环境、生态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

环境的影响较小。方案中设定一定比例的公益性用地，可新增—

定规模的绿地面积，有利于提高区域绿地率和人均绿地面积。同

时蓝绿空间布局更为优化，将提高片区内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绿

色生态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促进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片区生态资源整合、生态功能

强化，保障整体生态空间品质维护。 

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选址充分考虑生态效益，加强耕地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各类自然

保护区、生态红线和各类自然保护区。充分利用已有集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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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引导企业节能降耗、

降本增效。经营性建设项目内修建道路、布置绿化用地，改善周

边地区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4）土地集约利用 

本年度成片开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

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提高现有用地使用

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成片开发对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有着积极意义，基于集聚效应，做强做大园区，

引导产业强优组合，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降低生产研发成本。

优化产业空间，提高空间绩效，改善安居宜业环境、实现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 

三、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 

已批准的东阳市 2021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划定片区数

47 个，面积 300.0946 公顷。其中已实施片区数 42 个，涉及已实

施征收面积 264.1199 公顷，未实施征收面积 35.9747 公顷。 

四、承诺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事项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以承诺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批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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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2、拟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基本信息表; 

3、已批准成片开发方案征收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 

附图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位置示意图。 



其中耕地面积

CP330783-2022-01 湖溪工业园片区 湖溪镇 磁电产业、纺织机械;工业用地 16.9165 14.6489 4.5629 26.97

CP330783-2022-02 湖溪杨塘工业园片区 湖溪镇 新材料产业制造;工业用地 3.8463 0.4761 3.0514 1.0902 28.34

CP330783-2022-03 湖溪永禄工业园片区 湖溪镇 磁电产业、纺织机械;工业用地 4.2089 0.0072 4.2089 1.0737 25.51

CP330783-2022-04 横店热电厂片区 横店镇 清洁能源;工业用地 14.1295 0.2831 10.3159 3.8100 26.96

CP330783-2022-05 横店绕溪敬老院片区 横店镇 城镇住宅配套;居住用地 13.0786 5.2914 12.6420 5.2644 40.25

CP330783-2022-06 横店东磁光伏片区 横店镇 磁性产业集群;工业用地 47.9274 20.7186 44.5048 13.4638 28.09

CP330783-2022-07 横店物流园片区 横店镇 物流仓储;仓储用地 12.924 0.4379 10.0000 5.3778 41.61

CP330783-2022-08 东阳江派出所对面商住片区 东阳江镇 城镇住宅配套;商住用地 4.3644 2.6695 2.9188 1.7549 40.21

CP330783-2022-09 城东屏岩山隧道口影视片区 城东街道 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商服用地 23.2547 14.6499 18.6746 9.6515 41.50

CP330783-2022-10 白云甄山路以北片区 白云街道 车辆检测服务;商服用地 5.5581 3.3349 2.2233 40.00

CP330783-2022-11 白云凯旋路以东片区 白云街道 城镇住宅配套;居住用地 7.0639 2.5551 4.2840 2.9310 41.49

CP330783-2022-12 白云名品港东侧片区 白云街道 商业服务配套;商业用地 3.4745 1.5227 2.1065 1.4157 40.75

CP330783-2022-13 白云昌盛路以西片区 白云街道 机械装备,运动器材;工业用地 5.0065 1.4284 3.2518 1.3849 27.66

CP330783-2022-14 歌山工业园西区片区 歌山镇
纺织生产、化工原料制造;工业用
地

29.6802 7.1673 23.3641 9.6260 32.43

CP330783-2022-15 歌山大里工业园片区 歌山镇 塑料制品、箱包制造;工业用地 10.7236 4.1672 7.838 2.8855 26.91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
街道）或园区

名称
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

拟征收农民集
体土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面
积

单位：公顷（0.0000）、%（0.00）

土地总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

例

表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其中耕地面积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
街道）或园区

名称
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

拟征收农民集
体土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面
积

土地总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

例

CP330783-2022-16 虎鹿厦程里片区 虎鹿镇 商业居住配套;商住用地 3.3334 1.7763 2.0001 1.3666 41.00

CP330783-2022-17 画水红木广场片区 画水镇 城镇住宅配套;商住用地 11.2049 2.809 6.751 4.5899 40.96

CP330783-2022-18 画水竹溪大道以北片区 画水镇 红木加工;工业用地 4.2453 2.3316 3.6244 1.1477 27.03

CP330783-2022-19 画水洪塘小微园片区 画水镇 管材加工;工业用地 7.5144 1.0133 7.5144 2.4370 32.43

CP330783-2022-20 南马花园金三角片区 南马镇 城镇住宅配套;居住用地 4.3429 3.2755 1.8799 43.29

CP330783-2022-21 南马机械工业园三期片区 南马镇 机械装备制造;工业用地 11.3349 4.1718 9.2612 3.3377 29.45

CP330783-2022-22 南马丁山商住片区 南马镇 城镇住宅配套;商住用地 3.4396 0.1975 2.0952 2.9136 84.71

CP330783-2022-23 南马南山寺片区 南马镇 商业服务配套;商服用地 3.883 2.3298 1.5532 40.00

CP330783-2022-24 高铁新城东永线以东商住片区 南市街道 商业服务配套;商服用地 15.0473 2.8697 9.3360 6.0576 40.26

CP330783-2022-25 南市茶园塑料提升片区 南市街道 塑料塑胶;工业用地 22.8872 0.8904 18.7268 6.0586 26.47

CP330783-2022-26 南市上陈宅工业提升片区 南市街道 红木家具、制药;工业用地 8.9389 0.0987 7.2110 2.6187 29.30

CP330783-2022-27 六石枫树下商业片区 六石街道 商业服务配套;商业用地 7.3550 0.3874 5.7985 3.1744 43.16

CP330783-2022-28 六石祥湖工业片区 六石街道 万亩千亿产业平台;工业用地 7.5148 0.9576 6.1470 3.1438 41.83

CP330783-2022-29 六石大师路以西片区 六石街道 木雕石刻;工业用地 3.3341 0.0128 2.0014 0.9689 29.06

CP330783-2022-30 东阳经济开发区片区 六石街道 城镇住宅配套;商住用地 6.4021 1.9524 3.8412 2.5609 40.00

CP330783-2022-31 巍山学士宅工业片区 巍山镇 万亩千亿产业平台;工业用地 5.4767 0.0702 5.1119 1.3794 25.19

CP330783-2022-32 巍山莘桥头工业片区 巍山镇 万亩千亿产业平台;工业用地 9.5143 0.1358 8.4701 2.4328 25.57

CP330783-2022-33 巍山巍歌线东侧片区 巍山镇 城镇住宅配套;商住用地 23.4332 9.3921 16.2251 9.4500 40.33



其中耕地面积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
街道）或园区

名称
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

拟征收农民集
体土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面
积

土地总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

例

CP330783-2022-34 江北八华路以东片区 江北街道 城镇住宅配套;居住用地 22.3769 10.8421 13.4561 9.8285 43.92

CP330783-2022-35 江北北五路以南片区 江北街道 城镇住宅、商业服务;商住用地 16.7270 10.2634 10.5339 8.2345 49.23

CP330783-2022-36 吴宁东部集聚区片区 吴宁街道 城镇住宅配套;居住用地 13.1383 7.5423 8.0162 5.4365 41.3800

413.6013 119.0888 316.8714 147.0858 35.56合 计



项目 内容 备注

方案编号 CP330783-2022

所涉市、县（市、区）名称 东阳市

包含单个成片开发方案数量 36

土地总面积 413.6013

     其中，农用地面积 181.5641

                    其中，耕地面积 119.0888

                建设用地面积 202.2383

               未利用地面积 29.7989

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 316.8714

 征收计划： 2022年 191.5756

                     2023年 125.2958

开发建设情况

     其中：已建成区面积 71.2476

                 在建区面积

                规划建设区面积 342.3537

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147.0858；35.56

表2     拟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基本信息表

单位：公顷（0.0000）、%（0.00）、个

在方案实施期内，
项目滚动实施，具
体征收时间以实际
征收为准。



计划征
地面积

已批准征
地面积

实施完成征
地面积

已支付征
地资金

已拆迁农
村房屋户

数

已完成房屋
安置户数

已安排被征
地农民养老
保障人数

1

东阳市2021年
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

300.095 300.0946 264.1199

表 3    已批准成片开发方案征收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0.0000）、个、户、人、万元

土地征收计划执行情况

序号 方案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