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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市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文〔2022〕285号

福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洋中片区
(富洋生态综合区)集体土地上房屋
(厂房)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批复

城阳镇人民政府：

你镇《关于要求批准<福安市大洋中片区（富洋生态综合区）

规划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厂房）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的请示》（城政〔2022〕266 号）悉。经研究，原则同意《福安

市大洋中片区（富洋生态综合区）规划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

（厂房）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具体由你镇会同有关单位组织

实施。

福安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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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市大洋中片区（富洋生态综合区）规划区
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厂房）征收

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为规范福安市大洋中片区（富洋生态综合区）在我市城市规

划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安置工

作，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保障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福安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安市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

作指导意见(修订)的通知》（安政办规〔2022〕7号）、《福安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福安市北互通规划红线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安政文〔2018〕637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实施方案。

一、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以大洋中片区（富洋生态综合区）规划红线为准。

福安市自然资源局为该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建（构）筑

物的征收部门。福安市城阳镇人民政府受福安市自然资源局委

托，作为征收实施单位。市住建局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给予配

合和业务指导。

二、征收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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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权属认定，面积测量(含装修及附属物)，结构、

等级、成新率认定，张榜公布，产权人签字，村委确认，城阳镇

审核，福安市自然资源局复核，协议签订，补偿款支付，腾房，

拆除。

城阳镇人民政府根据经公布的被征收合法房屋的面积、结

构、等级、成新率结合补偿标准，填写一式四份的《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登记表》《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清单》，由被征收人和城阳

镇人民政府经办人分别签字确认，经城阳镇审核，福安市自然资

源局复核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在十日内向被征收

人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三、征收补偿安置

(一)安置方式分为安置房安置、货币安置，或安置房安置与

货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被征收人可以自行选择其中一种安

置方式。

(二)房屋征收按规定标准一次性发给补偿费（包括房屋及其

附属物补偿、房屋用地补偿等）。被征收房屋补偿单价，按照相

应结构等级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率确定,标准见附件1、2、3。

(三)征收房屋用地的，按周边同类被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

的2倍给予补偿。

(四)主房建筑占地以外的附属功能用地合法部分，按16%的

标准计算安置面积。

(五)被征收房屋只有一层的，按1.8倍计算安置面积；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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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房屋只有两层的，底层建筑面积按1.5倍计算安置面积。

(六)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不足30平方米（不含）的，实行货

币安置，不予提供安置房。

(七)搬迁费标准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5元/平方

米·次。搬迁费低于500元的按500元计算。选择安置房安置的，

征收人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两次搬迁费；选择货币安置的，征收

人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一次搬迁费。

(八)临时安置费标准为8元/平方米·月。临时安置费低于500

元的按500元计算。临时安置费发放期限自向征收人全面移交被

征收房屋之日起至安置房交付被征收人之日止，每次发放12个

月。非被征收人原因，导致安置房未能在36个月内交付的，自逾

期之日起，临时安置费按双倍计算，每次发放6个月，直至安置

房交付之日止。安置房交付后，再予发放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用

于房屋装修。选择货币安置，或由征收人提供临时过渡房的，不

发放临时安置费。

(九)选择货币安置的，给予一次性发放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

面积2500元/㎡的自行安置费。

(十)选择货币安置的，其供电、给水、网络、通讯、有线电

视等设施，由被征收人自行办理迁移手续。

(十一)选择安置房安置的，统一安置于城区芦春小区3#、7#

安置房，按居住小区标准，统一征地、规划、设计、建设、安置。

装修及设备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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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墙装修以经批准的规划设计为准，内墙面和天棚为水泥

砂浆粉刷，楼面为钢筋混凝土，楼板不抹面，室内无隔间。

2.门、窗、住宅入室外门安装符合标准的钢质防盗门，外窗

为塑钢或铝合金玻璃窗，不安装内门、窗。

3.厨房、卫生间防水处理，并预留给、排水管道接口。

4.户外公用部分的管、线、照明等配套统一按规划设计要求

施工。

5.其他：安置房水、电、电话、网络、闭路电视等管线连接

到户。室内管线布设及费用由被征收人自行负责。

(十二)安置房面积与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

按安置价1600元/平方米；安置房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

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含)的部分，按安置价1600元/平方米；安

置房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10平方米（不含）至30

平方米（含）的部分，按市场价的80%计算；安置房面积超出被

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不含）的部分，按市场

价计算。安置房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0

平方米。

(十三)安置房住宅一层起,每增加一层按20元/平方米递增。

(十四)住宅性质以外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如厂房、学校、

仓库、寺、庙、宫、祠堂、教堂、道路、护坡、电力设施、水利

设施、农业设施、自来水设施、通信基站等有合法权属的按相应

的补偿标准给予货币补偿。没有补偿标准的，由评估机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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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受安置房待遇，不发放临时安置费。

(十五)企业厂房的征收，按《福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福安市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修订)的通

知》（安政办规〔2022〕7号）执行。

四、房屋产权合法性认定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合法产权：

(一)被征收房屋经有权机关批准，持有合法产权手续的；

(二)被征收房屋经有权机关批准，办理用地、建设许可手续的；

(三)被征收房屋持有1952年土改时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

地、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财政部门办理的有关契据证明的；

(四)被征收房屋在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前建设，符合建房申请条件的；

(五)被征收房屋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

施前建设且不违反规划的；

(六)被征收人原则上应提供房屋有关产权证明，如确因历史

遗留等特殊原因无法提供被征收房屋产权依据的，在2009年11

月10日以前建设的被征收房屋，符合一户一宅的，被征收房屋在

3.5层以内并且户建筑面积300㎡以内（含300㎡）的视为合法产

权；3.5层以上和户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均不进行

安置，按被征收房屋结构重置价进行补偿。由所在村委出具被征

地房屋的产权证明，并张榜公示无异议，经城阳镇人民政府审核

后方可办理补偿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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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房屋不予补偿、安置，责令限期自

行拆除。

五、户籍分户认定

户籍分户认定参照《福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安市

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修订)的通知》（安政

办规〔2022〕7号）执行。

六、房屋面积测计

房屋征收面积测量按《房产测量规范》、《福安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福安市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

(修订)的通知》（安政办规〔2022〕7号）等相关规定执行。被征

收房屋层高低于1.6米（不含1.6米）的，不计算建筑面积；层高

在1.6米（含1.6米）至2.2米（不含2.2米）的，按半层计算建筑

面积；层高在2.2米（含2.2米）至4米（不含4米）的，按一层计

算建筑面积；层高在4米（含4米）至6米（不含6米）的，按1.2

层计算建筑面积；层高在6米（含6米）至8米（不含8米）的，按

1.4层计算建筑面积；层高在8米（含8米以上）的，按1.6层计算

建筑面积。外挑阳台按一半计算建筑面积。

七、奖励办法

(一)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完成

搬迁，并向征收人全面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

筑面积200元/㎡发放奖金给予被征收人。

(二)按照“先签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完成搬迁，并向征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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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移交被征收房屋的先选房”的办法，征收人按先后顺序给被

征收人发放安置卡。

(三)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

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并

向征收人全面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每推迟一天，奖金递减10%，

直至扣完为止。

(四)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或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拒绝向征收人移交被

征收房屋的，依法处置。

八、困难户补助

被征收人属五保户、低保户、病灾户、孤寡老人的，在规定

的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完成搬迁，并向征收人全面移

交被征收房屋的，由所在村委公示无异议后，经城阳镇人民政府

公示确认，给予30000元/户的困难补助。

九、其他事项

(一)为确保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凡用地范围内需征收的房

屋，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予以征收。

(二)房屋征收工作经费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元/平方

米的标准拨付给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图、表、册、

协议和财务账册等应及时整理、归档，妥善保管，随时接受上级

部门的审计、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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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严格遵守廉政规定和财经纪

律，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现象。

(五)实施单位要成立产权调查确认小组，成员由乡镇及业务

主管部门：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司法局、城市管理局、两违

办等组成。

(六)本方案由福安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安置征地拆迁指挥

部负责解释。

附件：1.房屋(厂房)征收重置价补偿标准

2.房屋(厂房)征收成新率评定标准

3.房屋(厂房)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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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房屋(厂房)征收重置价补偿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结构
类型

等级 主要特征
重置
单价

框架

结构

一 桩基础，钢筋砼立柱，钢筋砼楼板，砖墙。 1295

二 钢筋砼基础，钢筋砼立柱，钢筋砼楼板，砖墙。 1253

三 毛条石基础，钢筋砼立柱，钢筋砼楼板，砖墙。 1150

砖混

结构

一
毛条石基础，钢筋砼地圈梁，钢筋砼立柱＋24 厘米

砖墙承重，钢筋砼楼板。
1150

二
毛条石基础，钢筋砼地圈梁，24 厘米砖墙承重，钢

筋砼楼板。
1065

三 毛条石基础，24 厘米砖墙承重，钢筋砼楼板。 965

钢混

结构

一
独立基础，H 型钢柱承重，轻钢屋架，彩钢板屋面，

保温隔热层，普通砖墙。
696

二
独立基础，H 型钢柱承重，轻钢屋架，彩钢板屋面，

普通砖墙。
653

三
独立基础，H 型钢柱承重，轻钢屋架，彩钢板屋面，

彩钢板墙。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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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木

结构

一
毛石基础，24 厘米砖墙承重，木楼板，钢筋砼楼梯，

钢筋砼走廊，木屋架，瓦屋面。
857

二
毛石基础，24 厘米砖墙承重，木楼板，木楼梯，木

走廊，木屋架，瓦屋面。
786

三
毛石基础，18 厘米砖墙承重，木楼板，木楼梯，木

走廊，木屋架，瓦屋面。
712

木

结构

一
木柱承重，柱梢直径 19-28 厘米，木板墙，木楼板，

木楼梯，木屋架，瓦屋面。
746

二
木柱承重，柱梢直径 14-18 厘米，木板墙，木楼板，

木楼梯，木屋架，瓦屋面。
658

三
木柱承重，柱梢直径 12 厘米以下，木板墙，木楼

板，木楼梯，木屋架，瓦屋面。
623

土木

结构

一
毛石基础，夯土墙承重，木板墙，木楼板，木楼梯，

木屋架，瓦屋面。
623

二
毛石基础，夯土墙承重，木板墙，木楼板，木楼梯，

木屋架，瓦屋面。
576

简易

结构

一
砖、木板或彩钢板墙体，瓦、彩钢板屋面，构件不

规则、简单。
190

二 杂料墙体，石棉瓦或油毛毡屋面。 15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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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厂房)征收成新率评定标准
房屋(厂
房)标准

成新率 基本评定标准

完好房
100%-9

5%

结构构件完好，装修和设备完好、齐全完整，

管道畅通，现状良好，使用正常或虽个别分

项有轻微损坏，但一般经过小修就能修复。

基本完好

房

95%-85

%

结构基本完好，少量构部件有轻微损坏、装

修基本完好，油漆缺乏保养，设备、管道现

状基本良好，能正常使用或经过一般性的维

修能恢复的。

一般损坏

房

85%-75

%

结构一般性破坏，部分构件有损坏或变形、

屋面局部漏雨，装修局部有破损，油漆老化，

设备、管道不够畅通，水卫、电照管线、器

具和零件有部分老化、损坏或残缺，需要进

行中修或局部大修更换部分部件。

严重损坏

房

75%-50

%

房屋年久失修，结构有明显变形或损坏，屋

面严重漏雨，装修严重变形、破损，油漆老

化见底，设备陈旧不齐全，管道严重堵塞。

水卫、电照管线、器具和零部件残缺及严重

损坏，要进行大修或翻建、改建。

危险房 40%

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结构丧失稳定及承

载能力，随时有倒塌可能，不能确保住用安

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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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厂房)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

一、附属建筑：

1.简易棚房：60-80元/平方米

2.木棚房：80-100元/平方米

3.夯土围墙：60元/平方米（含大门）

4.砖石围墙：12墙130元/平方米、18墙160元/平方米、24

墙200元/平方米（含大门）

二、附属设施：

1.明水井：1300元/米

2.手摇井：1500元/口

3.水塔：1200元/个-1500元/个（厂区及生活区独立供水）

4.屋面水箱：600元/个

5.砖砌谷仓：75元/平方米

6.铁栏杆（含油漆）：163元/米

7.台板盆：260元/平方米

8.立式脸盆：205元/个

9.坐式便器：330元/个

10.蹲位：100元/个

11.不锈钢楼梯扶手：160元/米

12.院内水泥坪：26元/平方米

13.大理石洗漱台：383元/平方米



— １４ —

14.蹲位水箱：80元/个

15.浴缸（冷热水带喷头）：496元/组

16.立式小便器：162元/组

17.钢化玻璃隔断淋浴房（含底座）：284元/平方米

18.钢化玻璃隔断淋浴房（不含底座）：230元/平方米

19.卫生间玻璃镜子：76元/平方米

20.普通砖石水井：828元/口

三、吊顶：

（房屋天花板造价已含在建筑物评估单价中）

1.天棚面水泥漆：11元/平方米

2.PV 厘扣板天棚吊顶(不含龙骨)：32元/平方米

3.玻璃天棚吊顶(含胶合板基层、不含龙骨):86元/平方米

4.方木天棚龙骨(吊在混凝土板下或梁下)单层楞:33元/平

方米

5.天棚石膏条:6元/平方米

四、厨房设施：

1.简易液化气灶台：140元/米

2.瓷砖液化气灶台：160元/米

3.复合液化气灶台（缸砖）：280元/米

4.复合菜厨（缸砖）：275元/米

5.普通水池：65元/个

6.瓷砖贴面水池：14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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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普通砖砌厨房洗菜池：116元/个

8.不锈钢洗菜盆：250元/个

9.家用柴煤灶：202元/台

10.普通民用灶：600元/2口锅

五、地面、墙面：

1.水磨石地面：80元/平方米

2.高级釉面砖地面：100元/平方米

3.墙面瓷砖：62元/平方米

4.金钢板地面（无龙骨）：139元/平方米

5.金钢板地面（带龙骨及基层）：182元/平方米

6.杉木地板（含龙骨）：120元/平方米

7.成品实木地板（含龙骨及基层）：322元/平方米

8.大理石地面：98元/平方米

9.地面地砖（800×800）：126元/平方米

10.地面玻化砖（800×800）：124元/平方米

11.地面地砖（400×400）：72元/平方米

12.玻璃马赛克地面：51元/平方米

13.踢脚板硬木成品：8元/米

14.内墙面水泥漆：11元/平方米

六、门、窗及其他室内装修

1.铁栅防盗门：70元/平方米

2.纱门：15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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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铝合金推拉门：276元/平方米（增加部分）

4.铝合金窗：补132元/平方米（增加部分）

5.纱窗：200元/个（三开）

6.包窗：180元/个

7.木墙裙：92元/平方米

8.博古架：高1.2米以下200元/米，高1.2米-1.8平方米80

元/米，高1.8米以上360元/米

9.窗帘盒：60元/米

10.靠墙固定衣柜（内外贴面板，外刷油漆）：307元/平方米

11.靠墙固定衣柜（外贴面板，外刷油漆）：286元/平方米

12.靠墙固定衣柜（无饰面板，外刷油漆）：250元/平方米

13.厨房吊柜0.8米高(内外贴面板)：297元/米

14.厨房吊柜0.8米高(外贴面板,内无贴板)：256元/米

15.厨房吊柜0.8米高(外、内无贴板,外刷油漆)：222元/米

16.大理石台面厨房低柜(内外贴面板)：502元/平方米

17.大理石台面厨房低柜(外贴面板,内无贴板)：476元/平方米

18.大理石台面厨房低柜(外、内无贴板，外刷油漆)：462

元/平方米

19.书柜(内外贴面板,外刷油漆)：234元/平方米

20.书柜(刷油漆)：152元/平方米

21.鞋柜(内外贴面板,外刷油漆)：566元/平方米

22.鞋柜(外贴面板,内无贴板,外刷油漆)：494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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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鞋柜(外、内无贴板,外刷油漆)：442元/平方米

24.电器矮柜0.8米高(内外贴面板,外刷油漆)：356元/米

25.电器矮柜0.8米高(外贴面板,内无贴板,外刷油漆)：322元/米

26.电器矮柜0.8米高(内外无贴板,外刷油漆)：286元/米

27.镶板木门(含油漆、五金等)(2100×900)：232元/樘

28.胶合板门（含油漆、五金等）(2100×900)：288元/樘

29.实木装饰门（双面贴面板、刷油漆）（2100×900)：770元/樘

30.不锈钢门(2100×900)：950元/樘

31.防盗门(2100×900)：874元/樘

32.塑钢门：258元/平方米

33.卫生间成品塑钢门：125元/平方米

34.地弹簧玻璃大门（带扇框）：445元/平方米

35.钢管门：26元/平方米

36.围墙钢大门（含油漆）：258元/平方米

37.木质玻璃窗(含油漆、五金等)：152元/平方米

38.铝合金推拉窗：180元/平方米

39.铝合金固定窗：132元/平方米

40.塑钢推拉窗：162元/平方米

41.塑钢固定窗：100元/平方米

42.木门窗套（贴面板、刷油漆）：118元/平方米

43.木门窗套（无贴面板、刷油漆）：80元/平方米

44.不锈钢材窗套：322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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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钢筋防盗网（含油漆）：65元/平方米

46.钢管防盗网：120元/平方米

七、制茶设施：

1.焙笼灶：30元/口

2.萎凋槽：50元/米

3.刹青灶：100元/立方米

4.烘干灶：110元/立方米

5.揉茶机基座：45元/个

注：地下室层高不足2.2米的，按500元/平方米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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