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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

（海翔大道-环湾大道段）工程项目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结果及修改情况的通告

因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海翔大道-环湾大道段）工

程项目建设需要，需征收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陈井村范围内的土

地，征收集体土地面积为76613平方米。

根据《厦门市土地征收工作程序暂行规定》（厦资源规划规

〔2020〕2号）的有关规定，《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马銮湾

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海翔大道-环湾大道段）工程项目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集府征告〔2021〕94 号）已发布征求公

众意见。现将征求公众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情况公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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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征求意见时间：自2021年 8月 5日起三十日。

二、征求意见地点：集美区灌口镇政务公开栏、陈井村公开

栏、集美区政府网站、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征收信息专

栏。

三、征求公众意见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情况：征求意见期内

无相关权利人对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出异议或申请听证。

四、征求意见期内我区收到厦门市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提

出的建议，为完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修改如下：

（一）方案第二部分第三条的“属于无房户的，优先保障住

房安置”修改为“属于无房户的实行产权调换。”

（二）方案第二部分第六条第 2 款增加“被征收人全部实行

产权调换的，所选取的安置房的总面积按超出被征收应安置面积

最小的原则控制”。

（三）方案第二部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能够重新安排其他建设用地的，对其非住宅房屋按照重

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不能重新安排其他建设用地的，对其非

住宅房屋按照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1）已取得土地房产权证的；

2）已取得市土地管理部门核发的《厦门市乡村企事业用地许

可证》；

3）已取得市土地管理部门（含集美区）核发的乡镇企业用地

批文、红线图及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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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注明建筑面积的，按容积率不高于 1 的实际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超过 1的部分，能提供房屋租赁或企业纳税证明的，

框架结构的按不高于 120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砖混结

构的按不高于 90 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其他结构的按

不高于70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

（四）方案第二部分第九条和第十三条的“征收组织协调单

位”修改为“灌口镇”。

（五）方案第二部分第六条第 3 款修改为“征收无合法批建

手续的房屋，不予补偿。但对 2007 年 11 月之前所建的房屋，凡

被征收人在最后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交房的，可根据以下情况适

当给予补助、奖励，以下补助标准为上限：

1）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小于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

的，在给予人均 50平方米补偿安置的基础上，其无合法批建手续

的部分，按人均50平方米，已建部分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元、

砖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 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 300 元（含装修）

给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240元给予奖励。

2）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 50 平方米小于 100 平方米

的，其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部分，按人均 100 平方米扣除合法批建

面积的剩余部分面积，已建部分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 元、砖

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 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 300 元（含装修）给

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 240 元给予奖励；无合法批建手续

的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给予最高不超过400元/平方米的提

前搬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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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其无合法批

建手续的房屋，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 元、砖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30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

（六）方案第二部分第十三条第 2 款修改为“对在征收公告

规定的签约期限前签约并主动搬迁交房的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被

征收户应补偿安置面积给予最高不超过1500元/平方米的奖励。”

附件：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海翔大道-环湾大道段）

工程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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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海翔大道-环湾
大道段）工程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因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海湾大道（海翔大道-环湾大道段）工

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我市土地征收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

一、土地征收补偿

根据实施时我市现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制定。

（一）征地包干标准

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厦府〔2019〕430号）文执行，即总包干补偿价 12.5万元/亩。

其中片区综合地价 8.3 万元/亩（含土地补偿费 3.3 万元/亩和安

置补助费 5 万元/亩），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3 万元/亩，按

时交地奖励金1.2万元/亩。

（二）社会保障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办法的通知》（厦府〔2009〕138号）、《厦门市劳动和社会

保证局 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厦劳社〔2009〕97号）、《中

共集美区委办公室 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集美区被征

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及奖励办法的通知》（厦集委办

〔2015〕7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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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补偿方式：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属于

无房户的实行产权调换。

（二）安置地点：銮井花园 JA-2地块、銮井花园 JA-3地块、

銮井花园JA-4地块、銮井花园 JA-5地块、銮井花园JA-6地块。

（三）过渡方式：自行过渡。

（四）应安置人口、应安置面积认定办法

依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制定征

地拆迁具体实施细则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05〕213号）

等相关规定执行。

（五）产权、应安置人口认定原则

1.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均合法批建住宅建筑面积不足 50平方

米的，对人均不足 50平方米的部分，已建成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

的，按人均50平方米认定产权予以补偿安置；未建成的，按该类

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缴款后，按人均50平方米予以补偿

安置。

2.转让或赠与集体土地住宅的，其转让或赠与的建筑面积应

计入转让方或赠与方的人均合法批建面积；受让方或受赠与方，

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让或受赠与房屋的建筑面积应和受

让方或受赠与方原拥有的合法产权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合并计算。

3.产权清晰的共有住宅（含祖屋），产权面积应按各自份额

合并计算。

4.持有合法批建手续，但在征收公告发布之前未建成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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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部分，按集美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缴款后，给予

合法产权补偿安置。

5.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以被征收人在本行政村范围内，具有

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的家庭成员为依据，属“一户多宅”的，已

批合法面积合并计算，属“多户一宅”的，其人口合并计算。

6.应安置人口、应安置面积认定办法依据《厦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制定征地拆迁具体实施细则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05〕213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六）房屋主体补偿

1.货币补偿：被征收房屋补偿单价为本征收项目的安置房市

场评估均价。同一征收项目存在多个安置房地点的，安置房市场

评估价取平均值。

2.产权调换：房屋产权调换按“拆一补一，不补差价”计算；

超面积安置的，超面积部分按安置房市场评估价缴交购房款；人

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按人均 50平方米给予安置。

实行产权调换的，办理土地房产权证所需的税费按相关规定

办理。

被征收人全部实行产权调换的，所选取的安置房的总面积按

超出被征收应安置面积最小的原则控制。

3.征收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不予补偿。但对 2007 年 11

月之前所建的房屋，凡被征收人在最后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交房

的，可根据以下情况适当给予补助、奖励，以下补助标准为上限：

1）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小于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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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给予人均 50平方米补偿安置的基础上，其无合法批建手续

的部分，按人均50平方米，已建部分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元、

砖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 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 300 元（含装修）

给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240元给予奖励。

2）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 50 平方米小于 100 平方米

的，其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部分，按人均 100 平方米扣除合法批建

面积的剩余部分面积，已建部分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 元、砖

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 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 300 元（含装修）给

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 240 元给予奖励；无合法批建手续

的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给予最高不超过400元/平方米的提

前搬迁奖励。

3）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其无合法批

建手续的房屋，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 400 元、砖混结构每平方米

350元、石木结构每平方米30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

（七）装修补偿

1.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装修补偿采取按评估补偿

或按280元/平方米标准包干补偿两种方式，允许被征收人选择。

被征收人选择评估补偿的，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

结果补偿；被征收人不选择评估补偿的，按280 元/平方米的标准

给予装修包干补偿。

2.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未进行初装修的，按安置房面积给

予被征收人300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偿。

（八）搬迁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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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择货币补偿或现房产权调换的，根据被征收房屋的产

权面积按7元/平方米给予2次搬迁补助费；选择期房产权调换的，

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安置面积按7元/平方米给予 3次搬迁补助费。

（九）临时安置费（过渡安置补助费）

1.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期房产权调换的，过渡期限不得超

过三年。在过渡期限内，灌口镇应按规定标准向自行过渡的被征

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但已提供周转用房的除外。

除不可抗力外，超过过渡期限安置的，灌口镇应当从逾期之

月起，向自行过渡的被征收人支付双倍临时安置费，对提供周转

用房的被征收人按过渡期限内的临时安置费标准支付临时安置

费。

2.临时安置费的起算时点和停发时点：

1）起算时点：自被征收人签署被征收住宅房屋移交单，并将

被征收住宅房屋完整移交拆除当月。

2）停发时点：自灌口镇公告或书面通知被征收人的安置房交

房之日的下月。

3.临时安置费标准：

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的临时安置费标准为 20 元/平方

米·月。

4.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期房产权调换的，安置房交房时，

灌口镇应一次性补助被征收人3个月装修期的临时安置费。

5.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或现房产权调换的，灌口

镇应向被征收人支付6个月（含3个月装修期）的临时安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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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补偿（补助）费用

水表补助费 500 元/户，电表补助费 500 元/户，有线电视补

助费380元/户，电话移机补助费100元/部，空调移机费150元/台。

（十一）征收非住宅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

1.经依法批准建设的非住宅房屋补偿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能够重新安排其他建设用地的，对其

非住宅房屋按照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不能重新安排其他建

设用地的，对其非住宅房屋按照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1）已取得土地房产权证的；

2）已取得市土地管理部门核发的《厦门市乡村企事业用地许

可证》；

3）已取得市土地管理部门（含集美区）核发的乡镇企业用地

批文、红线图及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许可证。

以上未注明建筑面积的，按容积率不高于 1 的实际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超过 1的部分，能提供房屋租赁或企业纳税证明的，

框架结构的按不高于 120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砖混结

构的按不高于 90 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其他结构的按

不高于70元（含装修）/平方米给予补助。

2.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补助

征收集体土地上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的拆迁，不予

补偿。但在 2007 年 11 月之前有以下手续，并已建造的，在规定

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交房的，可按下列标准给予搬迁补助（含设

施、设备、生产资料等的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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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区人民政府（包括建设、土地、规划、计统、农业部门）

审核同意的，或经区村镇企业土地房屋清理与确权领导小组审核

同意的，或持有规划管理部门及土地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的

《厦门市乡镇企业建筑物补办手续工作表》的框架结构房屋按不

高于每平方米 420 元、砖混结构房屋按不高于每平方米 360 元、

其它结构房屋按不高于每平方米200元给予搬迁补助（含装修补助）。

2）其他非住宅房屋，凡能提供房屋租赁或企业纳税证明的，

框架结构房屋按不高于每平方米 120 元、砖混结构房屋按不高于

每平方米 90 元、其它结构房屋按不高于每平方米 70 元给予搬迁

补助（以上含装修补助）。

以上非住宅房屋按容积率不高于 1 的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容

积率超过1的部分，一律不予补助。不符合本条1、2项的，一律

不予补助。

（十二）附属物补偿办法

被征收房屋主体以外的其它附属物，按照厦府〔1999〕综 062

号文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偿。

（十三）住宅房屋奖励措施

1.按期搬迁奖励

1）在房屋征收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交房的，按被

征收房屋的产权面积结合区位房屋补偿价（1500 元/平方米）的

10％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十万元。

2）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产权的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方

式的，且在签约期限前签约并交付拆除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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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市场评估价计算给予不高于10％按期签约奖励和10％按期

搬迁奖励。灌口镇可根据征收项目情况报区土地房屋征收领导小

组研究同意后，再分别按上述价格计算给予不高于20%货币补贴。

2.对在征收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前签约并主动搬迁交房的根

据实际情况，结合被征收户应补偿安置面积给予最高不超过1500

元/平方米的奖励。

3.合法权证奖励

凡已办理《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

村房产契证》的集体土地房屋，可给予5000元/户的奖励。

三、评估机构选定事项，按我市现行土地房屋征收法律、法

规、政策执行。

四、本补偿方案未涉及的，按我市现行土地房屋征收法律、

法规、政策执行。

五、土地房屋征收签约安排计划

2021年 9月 6日至2021 年 12月 31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