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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拟“刚性约束”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将有鼓励政策
本报记者 李乐 北京报道

性约束”。

被严格控制。

中国的 16 个大型城市已经习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等城市都有可能登上这份总计 16

被“刚 性 约 束 ” 的 城 市 ， 将 主
要通过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解

惯了的“以土地换发展”的经济增
长模式， 将在不久的未来彻底终

个城市的名单。 按照相关工作提
出的标准，城市常住人口规模 500

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
与此同时， 国土资源部已经在着

结。 作为全国土地工作的主管部

万以上被划定为重要的标准，所
有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500 万以上

手一系列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的新规定， 这些有望在 此 后 1~2

的特大城市， 新增建设用地都将

年内，陆续推出。

门，国土资源部正考虑对 16 个城
市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刚

刚性约束
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等规划时， 规划期内的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不能突破现有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总量。
“
国土资源部确实已经确定，实

新增建设用地审批等， 对相关城市

力框架。

施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强
化对县、 市一级的建设用地总量的

新增建设用地进行规模管控。
中国目前正在执行“最严格的

目前， 国土资源部已经确定通
过两个手段， 对地方城市的建设用

刚性约束。 ”6 月 24 日下午，权威人

耕地保护制度”。 通过编制和落实
土地利用规划，并配合以新增建设

地规模进行刚性约束。 其一是要求
地方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等

用地指标管理和审批制， 实现到
2020 年 保 有 耕 地 不 少 于 18 亿 亩
的“红线”。

规划时， 规划期内的新增建设用地
总量不能突破现有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总量。 这实际上使土地利用规

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国土
资源部已经确定对地方城市建设用
地规模实施“刚性约束”，以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此前，有市场消息称，国土资源

在如是管理制度下， 地方政

划成为所有规划的前提。

部正在拟定一份城市名单， 在这份
名单上的城市，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府年度拥有的新增建设用地量，由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决定，而这一指

其二， 国土资源部准备通过开
展编制重点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

将被刚性约束。所谓刚性约束，是一
个工作术语， 即通过土地利用规划

标，则由国土资源部确定。 这实际
上构成了中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制

村土地利用规划的方式， 进一步约
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从而确保“最

审批、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审批、

度，也使“刚性约束”具备了基本权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得以落实。

中国目前正在执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通过编制和落实土地利用规划，并配合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和审批制，实现到 2020
年保有耕地不少于 18 亿亩的“红线”。 在如是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年度拥有的新增建设用地量，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决定，而这一
指标，则由国土资源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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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给出路
国土部将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原则是，对纳入再开发的土地，通过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实
施经营性开发的，土地纯收益可按一定比例返还村集体。

500 万人口划线
即东部地区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率先压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此前，有市场消息称，国土资源

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适当增加

土地调查结果净减少 11.67 万公顷

按照国土资源部目前刚性约
束新增建设用地的指导思路，将

部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 并首
先对这个名单上的 16 个城市，进行

城区人口 100 万～300 万的大城市
新增建设用地， 合理确定城区人口

（175.1 万亩）。 这导致北京市的可占
用农地量逼近红线。

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节约

增建设用地指标， 促进建设用地
以盘活存量为主。

直接参与到存量建设用地的开发
过程中。这对于一直厉行的“一律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刚性约束。 这
份名单中，既包括北京、上海、广州

300 万～500 万的大城市新增建设
用地， 从严控制城区人口 500 万以

根据《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确定的目标， 即到

等城市， 也包括成都这样的二线城
市。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公开论坛上也曾部分提及此事。
但是，对于名单的问题，国土资

上的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同时， 国土资源部还确定了另
一个原则， 即东部地区特别是优化
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

2020 年末全市耕地保有量指标 21.47 万
公顷（322 万亩）。 北京市到 2020 年仅有
约 1.24 万公顷（18.7 万亩）的占用空间。
在 与 北 京 市 方 面 就 土 地 “二

源部至今为止未有公开发布。 前述
权威人士称， 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的管控原则， 国土资源部已经有
了初步的结论，并划定了标准，这个
标准是以城市人口规模划线的。

量为主， 率先压减新增建设用地规

调”的沟通过程中，国土资源部表

集约用地目标要求相适应， 逐步
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供应。
在此基础上， 国土资源部将
从“盘活存量”的角度上，给予地
方政府土地使用的“出路”，毕竟
土地资源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
最主要资源。

与此同时， 还将有盘活存量
土地的“鼓励性政策”出台。 国土
资源部已经提出， 建立健全低效
用地再开发激励约束机制， 推进
城乡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利用和高
效配置。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制定工业用地等各类存量用地回

招拍挂”，有望形成突破。
按 照 研 究 期 间 的 “设 想 ”，
国土部将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
原则是，对纳入再开发 的 土 地 ，
通过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实施经
营性开发的， 土地纯收益可按
一定比例返还村集体； 通过政

模。 按照这一标准，北京、上海、广州
等均是人口 500 万 以 上 的 东 部 城
市，成都的人口也在 500 万以上。
北京市的“二调”（第二次全国

示， 北京市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
峻，必须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 同时要严格控制增量、盘
活存量，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了解到， 国土资源部将
出台促进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

购和转让政策， 建立存量建设用
地盘活利用激励机制。

府收回、收购进行再开 发 的 ， 在
依法补偿基础上给予原土地使

而未用土地有效利用的政策，将
实际供地率作为安排新增建设用

在此之前， 国土资源部曾集
中研讨过存量建设用地和新增建

用者一定奖励。
不过， 国土资源部内部人士

按照国土资源部目前划定的
标准， 国土资源部会严格核定各类

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09 年，
北京市耕地相对比 1996 年第一次

而上海，也存在相同的问题，甚至
比北京更为严重。

地计划和城镇批次用地规模的重
要依据， 对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小

设用地区别入市的可能性。 研究
拟将存量用地交易、开发、建设与

强调， 这些内容均是研究和探讨
范畴，并非最终“定案”。

中韩自贸协定“落定” 烟台中韩产业园纳入协定框架
本报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随着中韩自贸协定在韩国首尔
正式签署， 中国方面重点对韩合作
园区——
—烟台中韩产业园也正式纳
入中韩自贸协定框架。
这意味着， 作为我国距离韩国

最近的城市之一的山东烟台市，将成
为韩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最佳目的地。
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烟台
市政府及烟台市商务局了解到，作为
落实中韩自贸协定的一个重要平台，

万金开发区开展互动合作，重点在高
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
业、电子信息、海洋产业等 11 大产业
领域与韩国企业深度合作。
“中韩产业园区将成为集贸易、

度合作起到示范、带领的作用。 ” 日
前， 烟台市副市长杨丽在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为使产业园更好地吸引、 服务
于入园企业，烟台已经于 4 月 30 日

烟台中韩产业园将按照“
两国双园”
合作模式，与韩国中央政府指定的新

投资、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园
区，通过先行先试，将为中韩经贸深

成立了烟台中韩产业园发展基金，
基金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

中韩两国主推园区
去年 7 月上旬，中韩两国元首达成共建中韩产业园共识。 7 月下旬，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时明确表示，支持山东建设中韩
产业园。
6 月 1 日，中韩两国正式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迄今为止，中
国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 领域范
围最为全面的一份自贸协定。
目前， 中韩双边贸易规模已
经达到 3000 亿美元。 中韩自贸区
的建立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
有报道称， 专家预计五年内中韩
贸易规模就会突破 4000 亿美元。
纳入中韩自贸协定框架的烟
台中韩产业园， 是落实中韩自贸
协定的一个重要平台。
“烟 台 中 韩 产 业 园 将 发 展 成
为中韩自贸区产业合作示范区、
东北亚综合国际物流枢纽、‘一带

一路’战略合作平台、韩国元素突
出的智慧型宜居新区。 ”日前，在
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烟台
市副市长杨丽表示。
烟台中韩产业园的规划建设
启动于去年。 去年 7 月上旬，中韩
两国元首达成共建中韩产业园共
识。 7 月下旬，李克强总理视察山
东时明确表示， 支持山东建设中
韩产业园。 烟台中韩产业园随即
全面启动。
烟台是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
城市之一，与韩国隔海相望，至首
尔空中飞行时间只需 50 分钟。
正是这样独特的区位优势，

使烟台与韩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
切。 据了解， 目前累计已有 3551
个韩资项目投资烟台， 投资额 53
亿美元， 占韩国对华投资总额的
8.3％；2014 年烟台实现对韩贸易
额 109.7 亿美元，占中韩贸易总额
的 3.7％，增长 20.2%；双边旅游观
光人数达到 32 万人次。
而烟台良好的产业优势，也
成为中韩产业园落户烟台的原因
之一。 目前烟台已形成与韩国产
业高度契合的机械制造、 电子信
息、食品加工、现代化工等四大过
千亿级支柱产业， 培育了高端装
备制造、 节 能 环 保 、 生 物 技 术 、 现

代服务业等新兴业态。
“这些产业基础，使烟台可与韩
国企业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对接。 ”
烟台市商务局局长于东表示。
烟台的区位优势吸引了 LG、
斗山、希 杰 、 大 宇 造 船 、 现 代 汽 车
等韩国知名大企业落户。 据了解，
韩国在烟台投资的大企业中，
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 亿元
人民币的韩资企业有 3 家， 过 50
亿元的企业有 2 家，过 10 亿元的
有 10 家。
据介绍，2014 年，烟台完成国
内生产总值 6002 亿元， 居全国第
21 位。

11 大重点合作产业将发力
据了解，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持有韩国医师执照的医生可在中国进行短期行医，期限从 6 个月逐渐延长到 1 年。
据介绍， 烟台中韩产业园是深

据于东介绍， 烟台中韩产业

区，金融保险、文化创意、医疗健

金融产业一直是中韩经贸合作

化中韩经贸合作、 试验国际经贸
合作新规则、 推动中韩自贸区高
标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

园位于烟台市区两翼， 规划总面
积 349 平方公里， 包括新兴产业
共生区、 临港经济区和现代服务

康、养老养生等产业将成为其未来
着力点。
烟台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关注点。于东表示，烟台中韩产业
园将支持烟台企业到韩国上市融
资， 探讨与韩国企业合作设立中韩

体， 将采取协议开放与自主开放
相结合、 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

业聚集区。
新兴产业共生区、 临港经济区

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结合点。
于东表示，在现代物流产业方面，将

产业投资基金。此外，中韩还将建立
中韩健康产业园， 建设韩式医疗美

结合的创新开放模式， 不断提升

属于西区范围， 前者重点发展高端

争取早日开通中韩铁路轮渡项目。

容中心。

烟台开放水平，并为全省、全国开
放发展和对韩合作提供经验。
烟台中韩产业园将按照“两国
双园”合作模式，与韩国中央政府指
定的新万金开发区开展互动合作，
重点合作的领域涉及 11 大产业。

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
业、电子信息、海洋工程及海洋技术
等新兴产业；后者重点发展物流、商
贸、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等现代
服务业。
而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位于东

“中韩铁路轮渡一旦开通，对
丰富‘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促进
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意义重大。 ”
于东说。
据介绍，6 月 25 日，将有 20 余
家韩国的物流企业到烟台考察。

据了解，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
持有韩国医师执照的医生可在中国
进行短期行医， 期限从 6 个月逐渐
延长到 1 年， 有整形需求的民众不
出国门便可享受到韩国整形医生的
“
上门服务”。

于 60%的市、县，除国家重点项目
和民生保障项目外， 暂停安排新

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区别管理”，
存量用地原使用权所有方将有望

合作模式将纳入中韩部级协商机制中
为使产业园更好地吸引、服务于入园企业，烟台已经成立了烟
台中韩产业园发展基金，目前的规模是 10 亿元人民币。
作为中韩两国政府主推的园

值得一提的是，烟台中韩产业

区，烟台希望借此机会成为韩国及
“桥头堡”。
其他国家投资中国的

园正积极争取在产业园内复制推
广上海等四大自贸区政策经验，为

据记者了解，烟台中韩产业园

投资园区企业创造国际化、 市场

将实现投资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
金融国际化、管理法制化，为落户

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这意味着，烟台中韩产业园将

产业园的各国各地企业创造一流
的营商环境。
“
产业园正在积极争取两国政

具有政策叠加的优势。
中韩自贸协定是着眼于贸易
自由化的双边协定， 如关税减免，

府支持，将‘两国双园’的这一合作
模式纳入两国部级协商机制中。 ”
烟台副市长杨丽告诉本报记者，未
来两国相关部委或国内相关部委
每年将专门研究中韩产业园的发
展和建设中的问题，并给予相应的
支持，包括要素资源的配置等。
为使产业园更好地吸引、服务
于入园企业， 烟台已经于 4 月 30
日成立了烟台中韩产业园发展基
金。 这是以烟台市政府为主的基
金，目前的规模是 10 亿元人民币。
据此前的报道，烟台中韩产业
园发展基金一方面用于开展政策
性投资，主要投向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吸引更多的企业聚集；另一方
面用于开展产业投资，主要投向产
业园内的项目及其他中韩经济合

而上海等国内四大自贸区突出的
是贸易自由化、 海关监管方式创
新、政府职能转变等。
“在贸易方面， 烟台中韩产业
园将更好借鉴国内四大自贸区的
做法， 以中韩经贸往来为切入点，
在监管、服务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多做尝试和探索，为整个中韩产业
园的建设、营商环境的打造创造比
较好的条件。 我们希望这是产业叠
加的作用，成为中韩经贸深度合作
的平台和载体。 ”杨丽表示。
杨丽指出，中韩产业园区将成
为集贸易、投资、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性示范园区， 通过先行先试，将
为中韩经贸深度合作起到示范、带
领的作用。
“我们希望能够申报第三批自

作相关项目。
对该基金的放大效应，烟台市
政府也表示了非常大的信心。
“
希望能实现 4 到 5 倍的放大

贸区，但每个自贸区都有自己的特
点，对韩合作是烟台也是山东的最
大优势。 ” 杨丽说。
贸易和投资是分不开的。 除贸

效应。 但这还是一个子基金，我们
希望通过国家和山东省层面的支
持，政策性金融机构、‘丝路’基金
等国家基金能进入，在烟台中韩产
业园发展基金上面设立一个母基

易自由化外，烟台中韩产业园还将
在投资领域尝试，为产业转型升级
和深度融合创造经验。
事实上，烟台中韩产业园不仅
是中韩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试验

金。 ”杨丽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在烟台中韩产业园发
展基金的基础上，将进一步联合各
级政府、金融机构、大企业发起成
立中韩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园区基

田”， 对山东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
辐射作用。
据了解，烟台将首先在烟台中
韩产业园确定的区域内尝试，如果

础设施建设及区内企业发展，促进
两国产业深度融合。

模式可行，其经验将在山东及省外
做复制推广，但这还需要国家给予
相应的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