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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及建议 修改情况及理由 

1、应补充现状村道尺寸及拓宽道路要求，并将

道路拓宽改作为后续项目建设及运营的配套条

件。 

 

已补充完善。详见“二、指标前期论
证”篇章中 “参考方案分析”的论证
内容及“三、论证结论”篇章。 

2、应补充场地整理要求，并示意出截洪沟控制

位置。 

 

已补充完善。详见“二、指标前期论证”
篇章中第五、指标前期分析的论证内容及
三、论证结论”篇章（图则）。 

3、参考方案应具有科学性，体现项目建设及运

营的可行性；体量、风格、色彩应更具地域特

色。 

 
已补充完善。详见“三、论证结论”篇章。 

4、后续建设应根据相关流程规范进行。 
已补充完善。详见“三、论证结论”篇章。 

关于《安溪县长坑乡南斗村A1地块指标前期论证专家组意见》的回复 

 

附件：专家组意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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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本次论证项目A1地块位于安溪县长坑乡中部南斗村内，在集镇区东部边沿地带，在县道X339北侧，总用地面积约15.438亩。 

随着近年来乡镇建设发展需求及茶文化产业升级，充分发挥长坑乡独特的茶文化资源优势，已成为乡镇发展的重心。本次论证项目A1地块为茶文化主题项目的核心建筑功能地块，是

茶文化展示、服务茶基地生产重要部分。本次论证项目A1地块现状为林地，未涉及农保地，详见附件二（国土土地利用图），该地块在2008版长坑乡镇区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并无编

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目前该地块已经取得了福建省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附件三），经过流转程序后，该用地具备建设用地转换条件，现长坑乡人民政府申请启动该

地块前期规划指标论证。 

经规划主管部门授权，受长坑乡人民政府委托，我公司承担了预申请用地——安溪县长坑乡南斗村A1地块指标前期论证项目的编制任务。 

本案 

本案在镇村体系规划图中的位置 



1 基本情况 

1、区位 

     本次论证项目A1（包含A1-1、A1-2地块两个小地块）地块位于长坑乡集镇区的东北侧，县道339的北侧。项目往东经县道339至湖头镇、安溪县城区，往西至长坑乡集镇区，

交通便捷，区位条件较为优越。项目总用地面积10291.83平方米，合约15.438亩，其中A1-1地块面积3542.02平方米，约5.313亩；A1-2地块面积6749.81平方米，合约10.125亩。 

二、现状概况 

本案 

长坑乡集镇区 

长坑乡政府 

崇德中学 

长坑文化广场 

山格村 

华美村 

玉美村 

南斗村 

A1-1 

A1-2 



1 基本情况 

2、现状用地 

（1）地形地貌：现状用地A1-1地块地势较为平坦，土地已平整完，用地面积3542.02平方米，约5.313亩；而A1-2地块目前主要是种植茶叶，整体呈现低丘陵林地，地块高差不大，用地面积

6749.81平方米，合约10.125亩。 

（2）地块用地：A1-1地块及A1-2地块已取得省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附件三）。两个地块之间为一小洼地，地形高差不大。根据国土部门提供的国土土地利用规划图，地块之间的洼地为基

本农保地。 

（3）地块形态：鉴于山谷洼地等农保用地划分线的约束以及背部现状地块林地形态等情况，导致A1-1、A1-2地块用地红线显得极为不规整，对后期规划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 

（4）现状道路：对外联系道路主要为南侧县道X339，A1-1地块、A1-2地块之间内部联系道路主要为现状已经建设使用的村道，现状村道宽度为4.5m-7.5m，待远期拓宽，交通将更便捷。 

 

现状用地情况 

安溪县金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预申请 

A1(A1-1/A1-2)地块 

现状图 

安溪县金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预申请 

A1（A1-1/A1-2）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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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标前期论证  

一、上位规划衔接 

（一）2008版长坑乡总规 

《安溪县长坑乡镇区总体规划》（2008-2020） 

1、规划简介 

（1）定位：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农业旅游型城镇。 

（2）村镇总体布局是“强化中心、辐射腹地、梯度推移、点轴发展、形成网络”。 

（3）空间结构为：一心、一轴，即以镇区为强核中心，以安溪至祥华道路为轴线，发展轴。 

通过完善其商业贸易、教育科技、文化娱乐等功能来强化其中心职能的作用，增强其内在的

吸引力和经济的辐射力，依托省道、县道、乡道等各级道路，加强上与安县县城，下与各村的联系，

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带动乡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2、对基地的影响分析 

基地位于镇区中心的东北侧，地处镇区功能分区中集镇发展轴线边缘交汇处。 

在镇区功能分区图中，基地离镇区商贸中心区较近，本次论证A1地块作为镇区商贸功能的补

充完善，与茶文化产业升级相结合，与镇区发展融为一体，论证的A1地块作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与镇区商贸中心区在用地性质上具有兼容性。 

本案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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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版长坑乡总体规划 

《安溪县长坑乡镇区总体规划》（2015-2030）初步方案 

1、规划简介 

（1）定位：内安溪商贸重镇，以茶叶、淮山加工业为主导，生态休闲为特色的宜居小城镇。 

主要体现在特色山格淮山种植基地、商贸中心，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产业空间布局：在产业布局上，主要分为镇区综合服务区、乡村田园区、农业种植区及林业种植区。 

本案 

本案 

2、对基地的影响分析 

（1）本案位于乡域产业布局中的镇区综合服务区与乡村田园区的交汇处，本案作为茶文化展示，服务茶基地生产功能，地理位置优越，服务半径较为合理，项目选址符合总规要求，能够更好的

体现乡镇特色。一方面与镇区综合服务功能相吻合；另外，能够更好的服务乡村田园区茶叶展示生产。 

（2）本案地处镇区东侧边沿地带，但总规方案并未将本案纳入镇区建设用地范围内。建议在该方案后续修改完善中将本案纳入镇区建设用地范围内。 

（3）该总规为目前长坑乡总体规划的最新方案，虽未报送批复，但作为最新版总规对本案发展规划更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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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条件分析 

1、地块未占用基本农田，不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 

根据国土部门提供的长坑乡土地利用图，从下图中可以得出，

该地块未占用基本农田，不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 

 

2、已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林地使用证明及林斑图相关文件，右图，该地块已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3、已列入乡政府年度计划 

已将A1地块列入项目年度计划，并申请了安溪发改项目备案【闽发改备[2018]C090119号】（附件六）。 

因此，综合考量地块现状土地及上位规划情况， 该地块经土地流转程序后，是具备建设条件的。 



2 指标前期论证 

三、论证内容 

 

    本次拟论证的项目用地A1（A1-1、A1-2）地块位于县道X339的北侧，总用地面积约

10291.83平方米，合约15.438亩，其中A1-1地块面积3542.02平方米，合约5.313亩，

A1-2地块面积6749.81平方米，合约10.125亩。 

    县住建局基于长坑乡政府提出的地块论证申请报告，出具了关于预申请用地A1地块

的规划函（附件四），并提出了相关建设意向。 

 

本次项目论证内容要点集中在以下两点： 

    论证要点集中在以下两点： 

   ①提出的建设要求是否符合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②对其指标参数控制进行论证并明确。 

 

论证用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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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方案分析 

1.提供的参考方案 

     为了全面、详实的分析本论证项目的指标，依据福建省相关规定要求，编制了参考设计方案。

其主要内容如下： 

（1）方案简介 

A1-1地块：主要为1栋茶文化馆，建筑朝向为东偏北15度，门前设有一前院。前院的长宽大于

12m ×12m，能够满足消防需求，对外出入口设置在东侧与村道连接，后再与县道X339联系；A1-2

地块：主要为3栋四合院展示建筑和1栋茶文化展示会馆，建筑主要朝向为朝南，在2#、3#建筑南侧

设有一较大广场，能够满足停车消防需求，对外出入口设在南侧与村道连接，后在与县道X339联系。

项目整体功能配套完善，唯一不足就是地块由于涉及农保导致用地红线不能连续，但分区合理清晰，

布局较为合理。 

主要技术指标： 

 

总平面参考方案 

A1-2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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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馆平面图及立面图 

参考方案单体平面图及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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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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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正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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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平面图及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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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案鸟瞰图 

A1-2地块 

A1-1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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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案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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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案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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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方案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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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方案指标分析 

(1)指标一览表 

参考方案 
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规划函（附件五） 

A1-1地块 A1-2地块 

指标要求 

用地性质 商业设施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商业设施用地 商服用地 

容积率 1.01 1.09 FAR≤2.5 1.0＜FAR≤2.0 

绿地率（%） 30.03% 30.78% - ≥30% 

建筑密度（%） 29.86% 29.39% ≤55% ≤30% 

建筑限高 最大建筑高度12.90米 最大建筑高度22.50米 - - 

空间退让 退让用地红线4米 
底层退让用地红线4米，多层退让不少于

6米 

低层非住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不

少于4米，多层非住宅建筑退让

用地红线不少于6米。 

- 

出入口 北 南 - - 

 

（2）该方案对本项目的意义 

该方案对建筑空间布局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对容积率、建筑高度、绿地率、建筑密度等多项指标做了相应赋值，此方案阐述了建设单位对该地块的具体内容，也是本次地块指标论证的重

要参考资料。 

(2)小结：  

    ①参考方案中各项指标，如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及建筑退让等，能满足《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县住建局出具的规划函的管控要求。 

     ②建筑高度控制参考方案最大建筑高度22.50米，省市管理技术规定未做明确。 

     ③配建停车位略显不足；多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应严格按照《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关要求退让。 

     ④根据规范要求，对相应的市政配套、管线衔接、水土安全、边坡治理、截洪措施处理应进一步结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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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前期分析 

1、 相关政府文件（见附件） 

    ①安溪县长坑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6日对于该项目申请用地请求县政府支持的报告（长政【2018】68号）。     

    ②安溪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了该项目申请用地A1地块建设用地的规划函（安建函【2018】40号）。 

    ③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安溪县金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闽林地审【2018】558号）。 

    ④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18年5月24日出具了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内资企业）（闽发改备【2018】C090119号）。 

    因此，土地已经过流转程序，手续较为完整，具备建设用地条件。 

2、用地性质 

    安溪县金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府要求，利用家乡的现状闲置地结合周边茶山建成以茶文化为主题的茶文化园。根据项建设目发展需要，须配套相应的茶文化展示、

茶文化馆及服务建筑，故申请该地块作为商服用地。 

   （1）根据上位规划《安溪县长坑乡镇区总体规划》（2008-2020）及《安溪县长坑乡总体规划》（2015-2030）初步方案，可知基地地处镇区综合服务区与乡村田园区（茶叶种植生产）的交汇地带，服

务半径合理，与镇区综合服务设施功能相吻合。因此，基地的用地性质定位商业设施用地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从区位角度考虑，基地位于主要道路-县道X339北侧，用地性质为商服用地，与道路功能属性相符合，而且通达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3）地处镇区往东至安溪县城城关的“桥头堡”位置，建设茶文化展示服务设施，一方面能够体现长坑乡茶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能够丰富县城关至集镇区入口的景观形象。 

     从以上几点分析，项目A1地块作为商业设施用地具有可行性。 

3、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 

（1）容积率 

①下限值：其下限值对于本次论证的商业设施项目，主要是跟根据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土地经济效益，容积率过低不符合土地集约利用政策要求；二是满足省相关规定；三是参考目前安溪县其他茶生产乡镇类似项目。因此，建议其容积率下限值为FAR＞1.0。 

②上限值：针对本次项目所处的地理区位和空间环境景观考虑，容积率的上限值估算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本次指标论证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退红线、绿地率、建筑高度等多项指标，对照提供的参考方案做地块指标前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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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容积率FAR 

（≤） 

建筑密度D 

（≤） 

绿地率G 

（≥） 

A1-1 B1 商业设施用地 1.0＜FAR≤1.5 D≤30% G≥30% 

A1-2 B1 商业设施用地 1.0＜FAR≤1.5 D≤30% G≥30% 

（4）小结 

依据上述相关文件规定，可得出A1地块指标如下： 

a、根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规定，商业建筑在用地30000㎡以内，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

以下的，其容积率FAR≤2.5。 

b、借鉴业主单位提供的参考方案，A1-1容积率为1.01，A1-2容积率为1.09。 

c、综合考虑地块所处的地貌、环境质量、建筑空间组合与周边地貌协调、开发强度应与环境相融。 

基于以上要点进行估算后，本次论证项目容积上限建议取值为1.5，能够更好的兼容土地利用效益与环境质量

需求。  

（2）建筑密度 

①根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右上表）要求，本案建筑密度应D≤55% 

②参照业主单位提供的方案考虑，基地的建筑密度A1-1地块为29.86%，A1-2地块为29.39%。 

③根据安溪住建局规划函要求，其建筑密度D≤30%。 

综合以上分析，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的前提下，结合方案印证，建筑密度应控制在D≤30%。 

（3）绿地率控制 

根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和及《福建省城市绿地建设导则》相关条款规定，新区建设的

绿地率应≥30%。同时，根据业主单位提供的参考方案，其设计方案中绿地率均能满足要求。因此，本案绿地率应控

制在G≥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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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退线 

    严格按照《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相关退线要求进行控制。低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不小于4米，多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不小于6米。 

    注：低层建筑指住宅建筑层数为1-3层或非住宅建筑的建筑高度不小于10米；多层建筑指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7米且建筑层数为4－6层的住宅或建筑高度大于10米且小于等于24米的除住宅 

外的其他建筑。高层建筑指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厂房、仓库和其他非民用建筑。 

参考方案建筑退线示意 参考方案总平面图 

A1-2 

A1-1 



2 指标前期论证 

5、建筑高度 

     （1）空间环境景观 

         地块所处位置为山坡地，校核参考方案的建筑高度（最高建筑为A1-2地块会馆建筑高度22.50米），从

下图剖面示意图中可以看出参考方案基本是顺应现状地势，未破坏原有现状的山体天际轮廓线。建筑高度取

整后建议建筑高度设定为24米。因此，规划允许建筑高度为24米较为合理。 

     （2）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建筑高度的设定与开发强度互为影响，与相应指标容积率1.0-2.0、建筑密度D≤30%、绿地率G≥30%，

限制后，可以估算该地块的建筑高度区间值。 

       另外，参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长坑乡域内无高层建筑先例，尤其是商业建筑。     

    （3）参照建设单位的参考方案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参考方案，参考方案中最高建筑为会馆，高度为22.50米，最低建筑为四合院和茶

文化馆，高度为12.90米， 

     综合以上，本次论证项目不建议建设高层建筑，项目A1-1地块控制在15米以下，A1-2地块建筑高度控制

在24米以下。 

 

剖面示意图 

A1-2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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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通影响分析 

    该项目对外交通主要是依靠南侧的县道X339，现状道路宽度14.0米，地块之间联系道路主要为

现状村庄道路，道路宽度为4.5米至7.5米之间，现状的交通条件较好。 

   根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案地块属于商服用地，

地块开发建设容量较小无须做交通影响评价。但县道X339既是周边多个村庄通往集镇的主要道路，

也是通往周边乡镇、城区的必经之路，承担的交通量较大。A1地块项目建设势必增加一定的交通量，

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分析其交通影响例如交通安全，交通流量等是非常必要的。 

    鉴于论证严谨角度，做以下分析。 

    本次论证预测茶文化园内配备停车位数变化对比建立初步的交通量和交通量影响模型，暂按地

块内的依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中，商业停车位按0.6个/100m2进行布置。 

    按照车辆随机运行系数、高峰时段发车频率以及生产车辆、通勤车辆发车特性进行拟合叠加后，

可以得出增加的交通量影响较小。 

    同时，东侧村庄干路远期计划进行拓宽，其道路的服务能力将大幅增加，完全能够满足交通流

量增幅需求。另外，参考方案中道路在与县道X339的距离较近，应设置速度缓冲区和道路安全标志

等，主题文化园区入口转弯半径满足车辆的转弯半径、通行安全要求，从而将道路安全影响大大降

低。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将不会额外增加区域交通负荷，对道路交通造成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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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地质灾害等分析 

     本次论证属于山区建设项目，需做好地质灾害预防、山体滑坡、截流措施等综合防治问题。项目建成后，通过边坡治理返绿，截流措施处理，满足水土安全要求，并与居

民点、周边环境相协调。如增加滑坡防治措施:改变坡体几何形态；排水；支挡；改良滑带土体。同时增加防止崩塌的措施：支撑与坡面防护；修筑拦挡建筑物；锚固；灌浆加

固；疏干岸坡与排水防渗；削坡或清除。 

8、对市政管线影响方面 

      因为本次论证地块为单独选址论证的新建项目，无上位单元控规的市政设施配套，A1地块市政管线须通过外接管网与周边市政管网（例如给水、电力、通信）并与居民点

协调对接，另外周边市政管线系统尚未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因此，要求在地块内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处理，如建设三化池、污水处理设施对污水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9、对周边环境影响方面 

      A1地块为茶文化园配套项目，有包括茶文化展示、民宿、商业休闲等，与周边环境相融，也不会给居民造成环境影响。 

10、对周边用地影响、消防等分析 

     周边为居民点和林地，无其他工业、配套项目设施。项目建筑按规范要求退让用地红线，且项目与居民点有一定的距离，不会对周边地块带来诸如日照、通风干扰等影响。

根据业主单位提供的参考方案，地块内有广场、前院等消防疏散场地，均能够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三、论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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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评价 

（1）项目用地指标，符合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满足乡镇发展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 

（2）能够更好的落实最新的有效规划管理文件，以保障规划的实施。 

（3）未影响周边居民点和环境的协调，建设单位提供设计方案符合国家和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4）没有额外增加区域交通负荷，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5）本案地块指标符合《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增补稿）中的相关控制要求。 

 

 

（二）论证结论 

（1）本次关于安溪县长坑乡南斗村A1地块指标具有技术可行性及可建设性。 

（2）本次论证结论将完整纳入后续的法定规划编制成果中。 

（3）本次论证符合《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02）要求。 

     （4）论证的地块指标如下： 

          A1-1地块：商业设施用地B1：用地面积3542.02㎡，1.0＜容积率FAR≤1.5，建筑密度D≤30%，绿地率G≥30%，建筑限高H≤15米。 

          A1-2地块：商业设施用地B1 ：用地面积6749.81㎡，1.0 ＜容积率FAR≤1.5，建筑密度D≤30%，绿地率G≥30%，建筑限高H≤24米。 

     （5）地块后续建设方案需进一步完善，做好地块布局研究，满足日照、消防等规范要求，特别是综合防灾规范要求（场地平整、地质灾害、山体滑坡、截洪沟等）。 

     （6）地块后期建设过程中应将项目与县道X339之间的现状道路进行拓宽，达到项目与周边居民的实际需求宽度。 

     （7）考虑项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要求项目在体量、风格、色彩上应更具有地域特色。 

     （8）地块在后续建设中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建设。 

（9）附图.论证地块分图则及技术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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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论证地块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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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技术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出入口方向 机动车泊位（个） 

A1-1 商业设施用地 B1 3542.02 1.0＜FAR≤1.5 D≤30% G≥30% H≤15 北 
按《福建省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执行 

A1-2 商业设施用地 B1 6749.81 

 

1.0＜FAR≤1.5 

 

 

D≤30% 

 

 

G≥30% 

 

H≤24 南 
按《福建省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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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国土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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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安溪县住建局关于该地块建设的规划函 

附件五：林地缴费通知书 

               南斗村民委员会用地证明 

附件六：安溪发改项目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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