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连江县委党校、行政学校迁址新建项目地块选址论证报告

0

中 共 连 江 县 委 党 校 、 行 政 学 校 迁 址 新 建 项 目

地块选址论证报告

委托单位：连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编制单位：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时       间：2018.09



中共连江县委党校、行政学校迁址新建项目地块选址论证报告

1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概况

三．相关规划对接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目         录



中共连江县委党校、行政学校迁址新建项目地块选址论证报告

2

一、项目背景
县委党校是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目前

连江县县委党校位于江南中学校址，始建于1994年，

建筑均为黄水泥土砌缝的砖混结构，多数房屋已经破

旧，甚至成为危房（经省科学研究院检测存在安全隐

患，一座为D级，其余为C级），存在安全隐患，已

无法适应新时代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需求。

连江县政府现以建设“一流党校”为目标，进

一步深化县级党校改革发展，响应福建省委办公厅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县级党校工作的意见》加

快改善党校办学条件，县委党校向县政府提出拟将县

委党校迁址至江滨路东侧、丹凤西路连接线南侧（自

来水厂北侧）的长汀村至观音阁的一块预留地的申请，

但该地块属连江总规中非建设用地，为推动党校的建

设，党校向县政府提出启动项目地块选址论证程序，

经县政府研究，原则同意依法依规启动连江县委党校

项目地块选址论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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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2.1  区位

拟选址地块位于连江县中心城区玉泉山西侧，敖江北

侧，达江路东侧，紧邻江滨路，交通条件优越，具有较好的

区位优势。

拟选址地块

拟选址地块

玉泉山达
江
路

江
滨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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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2.2  现状用地

拟选址地块用地面积约43236㎡（约64.8亩），现

状以农林用地（GB 50137-201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为主，属于未开发用地，整体地势较为

平坦，开发条件成熟。

u现状照片

拟选址地块

拟调整地块

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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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2.3  用地周边情况

拟选址地块距离中心城区约2km，南侧为江滨路，东靠玉泉山公园，周边均为未开发建设用地。

中心城区
核心区

2km
拟选址
地块

玉泉山公园

敖江

江
滨

路



中共连江县委党校、行政学校迁址新建项目地块选址论证报告

6

三、相关规划对接
3.1  《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拟选址地块位于福州总规三区划分的适建区范围内。

本案

福州总规
适建区

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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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2  《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中心城区规划结构：“一主一辅，一轴一带五片区”，拟建设项目位于敖江发展带。

用地性质：非建设用地（生态绿地）

四区划定：位于适建区

拟选址地块

玉泉山公园
达
江
路

拟选址地块拟选址地块

适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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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3  《连江县 “多规合一”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拟选址地块位于有条件建设用地，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拟选址地块

永久基本
农田

拟选址地块

水田
林地

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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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3  《连江县 “多规合一”规划》

拟选址地块未涉及二级以上公益林。 

拟选址地块

二级公
益林

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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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3  《连江县 “多规合一”规划》

拟选址地块未涉及一级饮用水保护地。 

拟选址地块
一级饮用水

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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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4  《连江县域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在编）

拟选址地块涉及位于城市开发边界之内，未涉及连江县域生态控制线。

拟选址地块

生态红线
城市增长

边界

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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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规划对接
3.7  总结

相关规划 备  注

《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拟选址地块位于福州总规适建区

《连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非建设用地、适建区

《连江县 “多规合一”规划》
拟选址地块未涉及一级饮用水保护地，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

林地。

《连江县域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在

编）

拟选址地块涉及位于城市开发边界之内，未涉及连江县域生态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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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扶持县级党校行政

学校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的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强我

省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提出扶持新校区建设、

危房重建、改造等项目，改善办学条件。拟选址项

目的建设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加强县级党校办学的政

策要求，同时可解决连江县委党校存在的安全隐患

问题，项目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建设具有

必要性。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p  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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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利于夯实县级党校根基
福建省委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县级党校工作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进县（市）委党校持续发展，

形成具有办学优势和党校特色的县（市）委党校，拟建设项目有利于加强连江县党校建设 ，拟选址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p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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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符合《福州市城乡规化条例》第二十五条启动论证条件要求

拟选址项目属于市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符合《福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五条“市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

确需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选址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出具选址可行性论证

报告后，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论证，确定是否核发项目选址意见书”启动论证程序条件要求。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p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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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4.3 地形地貌可行

拟选址地块整体地势平坦，坡度在0-8之间，符

合项目建设坡度要求，项目建设具有可行性。

p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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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可行性
拟选址地块北侧紧邻达江路（城市主干路），南

靠江滨路（城市支路），交通便利。

拟建项目可分别于江滨路和达江路设置两处出入

口。

综上所述，地块周边交通条件可满足项目建设需

求。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p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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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可行性分析

4.4  景观风貌
项目作为公建项目，沿路布局，对城市环境不会造成影响，且有

利于城市景观形象的打造，具有良好的意义，项目建设具有可行性。

建筑意向：

126.4m

24m 24m

玉泉山

达
江
路

天际线：

玉泉山4/5的山体未
被遮挡

16m
12m 16m 16m 12m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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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名称 用地面积（hm2） 用水指标
（m3/hm2*d） 用水量(m3/d）

拟选址地块 4.32 50 216

拟选址
地块

给水工程规划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给水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拟选址地块主要由连江观音阁水厂供水，其他水厂联网补充，

水源为塘坂水库，规划沿市政道路布置环状给水管网，管径为

DN200～DN600，并预留与周边组团的联网接口。

预测最高日用水量：56022m3/d。

Ø 拟选址地块

       管网规划：沿江滨路、达江路与规划给水管网连接。

用水量预测：216m3/d。

    原规划污水工程可满足拟选址地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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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污水工程规划

拟选址地
块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污水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预测日量：33867m3/d。

Ø 拟选址地块

排放标准：生活污水与工业废入市政管道， 其水质满

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的要求。

拟选址地块污水量按平均日生活生产用水量的90%计，

给水日变化系数取1.3，拟选址地块污水量为150m3/d。

原规划污水工程可满足拟选址地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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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片区内雨水经支管汇集后，汇入市政雨水管，就

近排入区内规划内河，内河调蓄后经排涝站抽排入敖

江。局部沿江地块设置长汀双向泵站和莲湖雨水泵站。

Ø 拟选址地块雨水顺自然形成的水系，顺地势就近排

放。

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雨水工程规划

拟选址地块

水渠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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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燃气工程规划

拟选址地
块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燃气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气源：规划以天然气为气源

预测年用气量：1416万标立方米。

Ø 拟选址地块

       管网规划：沿江滨路与燃气管网连接。

     原规划燃气工程可满足拟选址地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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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hm2) 负荷密度
(W/㎡) 用电量KW

C-17 4.32 30 129.6

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电力工程规划

拟选址地块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电力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现状：规划区现状有两座 110 千伏变电站，分别是 110 

千伏城关变（容量 3x50MVA）、110 千伏清禄变（容量 

2x50MVA）。

负荷预测量：201600KW

Ø 拟选址地块

       管网规划：沿江滨路与规划电力管网连接。

      负荷预测量：129.6KW

原规划电力工程可满足拟选址地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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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市政工程设施可行性
通信工程规划

拟选址地块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通信工程：

Ø 《连江县中心城核心区、青塘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片区内保留连江县电信局，远期规划区电信

服务仍由连江县电信局提供服务。

Ø 拟选址地块

       管网规划：沿江滨路与规划通信管网连接。

      原规划通信工程可满足拟选址地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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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p   结论：

Ø  拟选址项目的建设符合省市政府关于加强县级党校办学的政策要求，同时可解决连江县委党校存在的安全隐患问

题，项目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建设具有必要性。

Ø 拟选址地块整体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捷，拟选址具有可行性。

Ø  项目选址符合福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的要求，拟选址具有可行性。

Ø 拟选址地块对城市交通、景观风貌等不造成影响，且有利于打造更好的城市形象，拟选址具有可行性。

Ø  拟选址地块市政工程配套设施可依托周边统筹解决。因此，拟选址具有可行性。   

拟选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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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p   建议：

Ø 指标建议

性质名称 用地面积(m²) 建筑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高等院校用地（A31） 43236 34589-51883 0.8≤FAR≤1.2 30 30 24

Ø 项目建设应做好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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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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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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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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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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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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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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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