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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土地学会“服务特色小镇创建”活动

专题调研报告

为贯彻落实省厅提出的“责任落实年”活动和市委市政府关

于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局“责任落实年”活动

方案要求, 6-7 月份，市土地学会组织开展“服务特色小镇创建”

活动， 由理事长、秘书长、市局有关领导带队，土地学会专委、

县(市区)局团体会员单位参加，分四个小组进行服务走访，主要

内容有五项：一是了解 36 个省市级创建特色小镇的国土保障利用

基本情况；二是听取特色小镇投资建设，了解国土要素保障需求、

落实进展、问题短板和意见建议；三是帮助解决和推进国土保障

和绩效管理；四是宣传解读特色小镇国土支持政策；五是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对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困难与趋势性问题形成专题

报告供上级领导和行政主管部门参考。

一、基本情况

服务组重点服务走访9个省级创建和7个省级培育特色小镇，

对全市 36 个创建特色小镇发放问卷调查表，了解其国土资源保障

基本情况。据统计 36 个列入市级以上的特色小镇(不包括 8 月 2

日我省在嘉善县召开的全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上

公布的第三批创建名单中涉及我市 4 个中的海宁阳光科技小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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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国际游购小镇) 到 2017 年 7 月份累计已投入建设资金达

728.6 亿元，总规划面积为 104.92 平方公里，平均 2.91 平方公里

/个，其中 24 个小镇规划用地面积在 3.3 平方公里以内。已落实

国土规划空间 64.85 平方公里，规划空间保障率达 61.8%。建设投

资项目总数 415 个，用地指标已经解决的 224 个，分期解决的 82

个，尚未解决的 109 个，项目用地保障率达到 74%。其中，9个省

级创建和 7 个省级培育特色小镇创建以来累计已投入建设资金达

511.8 亿多元，占全部投资的 70.2%，规划面积为 54.20 平方公里，

平均 3.38 平方公里/个，已落实国土规划空间 36.41 平方公里，

规划空间保障率达到 67%,建设投资项目总数 238 个，用地指标已

经解决的 151 个，分期解决的 58 个，尚未解决的 29 个，项目用

地保障率达到 88%。列入省级培育和创建的特色小镇，其投资、国

土保障率明显高于面上（详见附表 1（略））。

特色小镇的国土资源服务保障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工作：

1、支持特色小镇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多规合一

工作，优先保障发展空间。各地结合实际，将“特镇”作为地方

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和融合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的重

要平台，均预留了一定量的用地空间，为小镇发展奠定基础性支

撑，并通过规划年度调整实施机制、规划局部修改等工作，及时

保障小镇重点重大项目用地空间，如通过规划局调解决保障南湖

基金小镇项目用地空间 124 亩，秀洲区在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中落

实王店镇 5143 亩（含物流小镇）、国家高新区 8399 亩（含光伏小

镇），全市永农核减 16.66 万亩，为发展留出了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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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年度用地指标保障。按省有关政策精神，主动谋划、

统筹安排，通过年度优先安排计划、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保障等途

径，强化“特色小镇”发展建设用地，如桐乡向省申请单列指标

保障濮院古镇有机更新 700 亩，乌镇互联网试验区、濮院毛衫时

尚特色小镇配套道路申请计划指标 445 亩，全年安排乌镇、濮院、

崇福、洲泉四个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1402 亩，占桐乡年度计

划总量的 43%。

3、按省特色小镇土地扶持政策精神，积极向省争取 1500 亩

专项用地指标。

省国土资源厅下达奖励嘉兴特色小镇专项指标情况表

特色小镇名称 2015 年追加下达 2016 年奖励下达 2017 年预支

南湖基金小镇 300

秀洲光伏小镇 100

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 200 100

海盐核电小镇 300 100

海宁皮革时尚小镇 200

桐乡毛衫时尚小镇 200

合计 1200 200 100

4、多途径保障发展用地。实行“增量与存量并举、以增量撬

存量”，合理安排新增用地，充分挖掘潜力，盘活存量用地。大力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快创建镇项目立项审批，优先给予立

项审批，允许先行复垦再挂钩。加快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快

制定完善县（市、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最后一公里政策，指导各

个特色小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开展，进一步盘活用好存量建设

用地，并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参与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近两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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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安排供地 3529 亩，有效保障特色小镇用地需求。

二、创建中呈现出四种形态

1、相对成熟型。镇域面积较小，基础条件较好，起步早有形

象，一、二、三产业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具有明确的产业主题

和创新驱动机制，符合特色小镇创建的初衷，如嘉善大云镇的巧

克力甜蜜小镇、嘉善归谷智造小镇、秀洲光伏小镇、海宁皮草时

尚小镇、桐乡毛衫时尚小镇、南湖基金小镇等。但短板是上级支

撑改革创新的政策供给不够，不及时；受土地空间与土地指标的

瓶颈制约较大，导致部分项目落地缓慢，影响此类“特镇”较快

健康发展。

2、发展潜力型。依托开发区（工业功能园区），产业重点明

确，核心竞争力已显现，项目较多，投资充足，未来有潜力。但

短板是当前形象尚未展露，产业用地占比大，宜居宜游的土地要

素配置不足，与原有的产城融合规划发生新的问题，有的产生新

的矛盾和离散，如嘉兴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桐乡乌镇互联网通

信小镇、海盐核电小镇、平湖光机电智造小镇等。

3、继续培育型。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优势不明显、规模小、

核心竞争力不强，创建可能成功、可能不成功。但短板是倘若创

建不成功，其后果是土地资源急的用在缓处、稀缺的错配，绩效

比大打折扣。市级创建特色小镇一部分属于此类。

4、发展艰难型。起步晚见效慢，产业主题不明晰且经常变动，

投资者合作者退怯，为面子而争取，为创建而创建。此类“特镇”，

面临退出、降格和黄牌警告的窘境。如平湖九龙山航空运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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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港区）蓝色智慧港口小镇、嘉善汾湖水上运动小镇等。

三、国土要素保障的问题短板

（一）国土规划空间、新增指标和耕地占补“老三篇”问题

依然存在

1、土地规划空间不是总量不够，而是预期性不够，结构性

不够。一是从全域来讲总量没有问题，按照规划调整完善成果，

全市尚有规划空间近 20 万亩，能够保障十三五的用地需求。二是

从特色小镇来讲，36 个特色小镇平均土地规划保障面积 1.8km
2
，

已经超过了省定 1km
2
建设面积标准。三是从解决通道来讲，只能

依靠县域调结构和布局。如乌镇互联网小镇规划起点高、有潜力，

但土地规划空间保障率只有 38%，需要其他镇在空间上支持乌镇，

目前，桐乡正在报请省政府采取行政区划调整的办法修改土地利

用规划以拓展用地空间。

2、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还是缺的。按照省里政策规定，每年

提前给予每个特色小镇 200-300 亩指标，2015 年也执行了，省提

前给予了我市 5 个特色小镇指标 1200 亩。由于很多地方把好经念

歪了，指标移用到其他地方，2016 年省里面上暂停预支指标。但

是，仍然有解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途径：（1）预支计划指标还

有口子，对省级创建类特色小镇重大项目建设启动指标确有不足

的，可适度申请提前预支奖励指标。2017 年海盐核电小镇就预支

了 100 亩。（2）对在全省具有示范性的特色小镇，给予一定的用

地指标奖励，2016 年，嘉善巧克力小镇、秀洲光伏小镇各拿到 100

亩指标。（3）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和供地手续，之后再申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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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务的，按实际使用指标的 50-60%给予

配套奖励。

3、补充耕地比较困难。南湖、经开、嘉善、平湖和港区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难度大，垦造耕地潜力有限。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一

如既往推进和加强考核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大市级统筹力度，

积极外购指标等多措并举解决。

（二）面临的新问题

1、中心城区农转用审批周期长。中心城区农转用报国土资源

部审批尽管 2016 年做了改进，由原来的上报具体地块修改为上报

规模，增加了灵活性。但是，部核定规模后再报省办理农转用，

审批周期长、程序繁琐，影响供地开发的效率。要积极建议省厅

按“最多跑一次”的要求办理。

2、小镇区间干道和公益设施缺少省专项用地指标支持。为加

快“特镇”建设而对省、县级干道提前实施区间连通，提标(拓宽)

及业态特点决定路网比高的特色小镇仍缺少省专项指标支持，最

为突出的是秀洲智慧物流小镇，提前加宽省道嘉海公路秀洲段，

且区内道路用地比例较高、要求紧迫，目前有 6 条区间道路需要

新增建设用地 200 亩。再如海盐百步集成居家“特镇”提前实施

并拓宽连结杭平申百步出口与沪杭高速王店出口的百步大道海盐

段，涉及用地 225 亩。

3、省级培育特色小镇没有给一定启动指标保障。开展特色小

镇建设三年来，我市 9 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中只有 6 个享受土地

指标预支和奖励，7 个省级特色小镇培育的没有一定的启动指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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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整，要完成规定目标投资总量其难度属非常之高。同时，要争

取省里加快兑现浙政发【2015】8 号“对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

务的，省里按实际使用指标的 50%给予配套奖励”。

（三）需要解决的 20 个具体问题（见附表 2）

四、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

1、特色小镇创建中仍然以增量扩张为主，尚未形成增量撬存

量、存量带增量的理想态势。随着新增用地指标的逐年下降，“放

开肚皮吃饱饭”的传统模式不再，2016 年开始，省改革了计划指

标分配制度，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等直接挂钩。这就要求我们要

内部挖存量走减量化建设用地之路。有限的新增用地指标必须要

用到重大、紧迫的项目中去，特色小镇一般项目应该通过盘活存

量土地资源解决为主，辅以新增用地指标奖励匹配。今年海宁出

台政策，计划指标、增减挂钩指标和盘活指标统一按每亩 80 万元

使用，从经济价值上引导、使用成本上拉平的做法是解决的有效

途径，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2、特色小镇建设面积超标，多规不能很好合一，少数小镇规

划管控面临失控。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

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8 号）规定 “特色小镇规划面积

一般控制在 3km
2
左右，建设面积一般控制在 1km

2
左右”，实际上各

地普遍按 3km
2
建设面积在干。倘若没有审慎进行预研预判，全面

按 3km
2
规划启动建设，土地难以为继，后面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势必影响整体效果效益效率。走访服务活动中，相关人员汇报特

色小镇蓬勃发展的多，精准分析土地要素配置问题的少，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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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能说出特色小镇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套合叠加的数

据。区域规划面积，建设用地面积，扩展边界内土地利用现状，

扩展边界外基本农田、永农面积和其他地类面积等等。对此，完

全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摸清，在此基础上形成明确的用地需求“菜

单”，落实到小镇控规和土规上，解决土地问题才有方向、才有针

对性。

3、农村居民点用地、老镇区存量建设用地与新镇开发用地互

动不够，势必加剧土地资源新的沉淀。2016 年 8 月调查统计显示

全市共有存量建设用地 13.3 万亩（详见下表），而大数特色小镇

土地保障方式仍然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以产业用地为主，加上

一些项目的成熟度不高，又放大了存量建设用地。

区分 合计

按规划用途细分

工业用地
经营性

房地产
公建设施 其他

存量建设用地总量 132539 60741 40049 21359 10390

批而未供 39671 11197 16288 7863 4323

供而未用 34510 12991 11380 10139 0

城镇低效用地 58358 36553 12381 3357 6067

新增与存量用地的比例，应纳入特色小镇建设考核体系之中。

嘉善大云巧克力甜蜜小镇已经在镇域范围内着力探索，以耕地保

护、节约集约利用和不断优化国土空间，构建镇域国土“三生”

空间科学合理和谐的新格局为目标；以“五整五治”为主要内容

的全域土地整治试点。相关部门要鼓励探索、跟踪关注、加强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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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小镇与开发区（园区）的原有规划、公共资源的融合

不够，有的变成了新设立的小园区。省市大力推动特色小镇创建，

给予了土地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一些特色小镇本来就在开发区（工

业功能园区）之内，为了面子和考核的需要而创建小镇，建设小

镇客厅、工业旅游项目，显得很牵强，与开发区作为产业集群大

平台，产城有机融合新区的功能向背，土地资源和资金的利用效

率较低。

五、启示和相关建议

——产业特色小镇是指在一个镇域空间范围内，某项产业要

素集聚，并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极富行业特色，且富有相当国

内外影响力，宜产宜业宜居，职住平衡的特色生态小镇。创建中

的特色小镇具有明确的产业主题和创新驱动机制，是块状经济转

型升级的新业态，是相对独立于市区，融合产业、文化、旅游、

社区功能的重要发展平台。

——纵观全球，特色小镇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

重要载体之一，高端产业在大中城市和特色小镇共同发展，是一

个成熟大国必然选择。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载体，特色小镇应成为人才、技术、

资本、土地等高端要素集聚新型平台，形成小空间大集聚，小平

台大产业，小载体大创新，小切口大市场。

由此建议：

1、加大规划空间和政策差别化保障。对相对成熟型“特镇”

应该加大国土空间调优和重构的相关政策供给和支持力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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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规划空间以撬动更多存量，更好发挥镇优势和能动性，加

快特色小镇形成。

2、加快搭建全域土地整治大平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为特色

小镇提供了支持，现在要搭建起全域整治大平台，促进区域内生

产空间高效集聚、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现代

化田园小镇，让特色小镇镶嵌在美丽田园美丽乡村之中，深度融

合、相得益彰。

3、追加特色小镇建设中提前、提标实施连接县道以上的区间

主干道路和部分公益设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特色小镇所在市（县

区）政府也要对区间干道新增指标给予支持。

4、管控好特色小镇的规模。产业平台就已经很多，有国家级、

省级的开发区、高新技术区（工业园区），有省、市级的产业集聚

区，有省、市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有中心城镇，有旅游试验区等

等，在目前资源紧约束下，平台越多，势必导致资源的配置越分

散，也将难以产生集聚效应。因此，要建立开发建设规模评估制

度，加大对特色小镇的评估工作，多方面评估创建的成效，及时

管控国土开发强度和规模。

5、开发区（园区）创“特镇”要审慎。开发区（园区）与特

色小镇的功能、作用、地位要求各异，开发区是引资开放之地、

产业集聚集群平台、产城融合新兴区域，而特色小镇则要求融合

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符合开发区功能且相融互补的，

可以规划建设 1-3 平方公里特色小镇，实现从产业园区向产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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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转变。有矛盾有冲突的不能硬创，既不符合产业升级的基本

规律，又使土地资源过分分散，最后可能对两头都带来不利影响。

六、市土地学会、市国土系统将进一步关注研究特色小镇建

设中的土地保障问题，收集、整理并一一落实到学会各专委、市

局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局单位研究，跟踪推进，并及时向市委市

政府、省厅提交破解问题的建议。

嘉兴市土地学会

执笔：孙训华

201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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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略

附表 2：

嘉兴市特色小镇土地要素保障具体问题

1、南湖基金小镇中毓秀路 38.3 亩、管廊工程监控中心 2.2

亩计划指标需要解决。

2、南湖湘家荡禅意养生小镇土地规划已全部落实，但需要调

整规划用途。

3、嘉兴科技城云创小镇已排定项目的规划指标、计划指标均

未解决。

4、秀洲光伏小镇发展迅猛，规划总面积 4350 亩仅落实规划

空间 1020 亩，用地空间不能满足项目需求，导致一些大项目无法

引进。

5、秀洲智慧物流小镇今年预计挂牌 100 亩商住用地，未纳入

2017 年供地计划。

6、秀洲智能家居小镇规划面积大、可用空间小。

7、秀洲画乡银杏小镇正在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下

一步迫切需要解决规划指标和用地指标。

8、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客厅占地约 65 亩，因土地规划局调

尚未批准，未批先建；永农对特色小镇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限制

越加突出；土地开发利用强度不够，如玛氏、雅培的容积率只有

0.6。

9、嘉兴运河智慧小镇，规划调整完善尚未批准，用地指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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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占补平衡困难。

10、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中，部分项目可利用原有农村宅基

地，开发实施途径需要上级予以明确，歌斐颂等项目希望能够点

式供地。

11、嘉善互联网通信小镇富通和富土康配套用地 438 亩为一

般基本农田，空间指标待落实。

12、嘉善归谷智造小镇各项目出入口用地指标急需解决。

13、平湖光机电小镇位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涉及永久基本

农田 250 亩需要核减，因县级预留指标不足，难以解决落实用地

空间；建设占用耕地等级高，补充耕地资源匮乏，项目落地报批

难。

14、平湖现代印刷小镇已经落实规划和用地的区域项目基本

饱和，剩余用地中基本农田 350 亩，涉及永农核减 1200 亩，因县

级预留指标不足，难以解决落实用地空间；建设占用耕地等级高，

补充耕地资源匮乏，项目落地报批难。

15、海盐核电小镇东侧涉及落塘社区的粮食功能区用地需要

调整；规划向北发展，其土地属武原街道，需要帮助协调。

16、海宁潮韵小镇面临扩展边界外的规划落地问题，计划指

标跟不上项目进度。

17、海宁路仲博物馆小镇涉及 360 亩基本农田。

18、乌镇互联网特色小镇排出了互联网大会基础设施项目 21

个、会议保障项目 12 个、互联网试验区产业项目 13 个，共计用

地需求 7800 多亩，其中需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6700 多亩，需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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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面积 1500 多亩。目前正在报请省政府，拟采取行政区划

调整的办法修改土地利用规划。请嘉兴市给予支持。

19、濮院毛衫时尚小镇毛衫创新园暨博览中心的后续发展用

地 177 亩为基本农田，需要进行调整；生态度假区 566 亩已调为

一般农田，接下来还要解决用地空间问题；古镇观光项目规划用

地 1050 亩，还需要 801 亩空间与指标。

20、崇福时尚皮草小镇主要是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搞建设，面

临的突出问题是调优建设用地的布局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