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⒛21年全市

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项目清单分解及抓紧

部署推进年度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住建局: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9021年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

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政办 〔⒛20〕 68号 )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办公室 《关于报送 2⒆1年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项目清

单及抓紧部署推进年度相关工作的通知》,为 落实 2陇 1年 乡村

建设的有关任务,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清单和任务分解情况

(一 )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一是根据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有关闽江流域整改事项,我市

列入 2u1年底完成县域捆绑打包实施市场化的县 (市、区)清

单为:古 田县、屏南县。该项工作是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内容 ,

请古田县、屏南县务必高度重视,加强谋划实施,加快推进确保

年底完成任务。

二是根据《全方位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超越行动计

划》 (闽委办发 〔2Ⅱ 0〕 28号 ),⒛25年年底前,所有县 (市 、



区)完成县域
“
打包

”
统一实施工作,为确保按时全面完成该项任

务,根据省厅要求,我市制定 2Ⅱ 12Ⅱ5分年度推进市场化的县

(市 、区)计划如下:⒛21年古田县、屏南县;⒛22年蕉城区、

福鼎市、霞浦县;2Ⅱ3年福安市、寿宁县;⒛24年柘荣县、周

宁县;⒛25年巩固提升,条件成熟的县 (市 、区)可先行开展县

域捆绑打包市场化工作。

三是捆绑打包应包括设施改造提升、管网铺设、运营维护三

部分内容,做到
“三位一体

”,原则上覆盖所有乡镇,未做到
“三

位一体
”
和覆盖所有乡镇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增项扩容。列入 ⒛21

年任务的县 (市 、区)应 于年底前完成市场化合同签订,请古田、

屏南抓紧制定进度计划 (按前期摸底编制方案、相关部门及县级

政府批准、招投标、签订合同四阶段明确时间节点),市场化进

度计划请于2月 ⒛ 日前报送市住建局村建中心。

(二 )既有农房 (裸房 )整治。根据 《⒛21年全省城乡建

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⒛21年全市共整治 1.45万栋 (蕉城区

ω0栋、福安市 3800栋、福鼎市 3800栋 、霞浦县 13O0栋 、柘荣

县 500栋 、周宁县ω0栋、寿宁县⒛00栋、古田县 1300栋 、屏

南县ω0栋 )。 裸房整治可委托台湾建筑师团队提供技术服务 ,

符合条件的可按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申报补助。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及《2091年 宁德市政府工作报告目

标任务分解方案》,五年内完成全市所有行政村既有农房 (裸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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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⒛21年全市完成 们0个行政村既有农房整治 (蕉城区 50

个,福安市 80个 ,福鼎市 50个 ,霞浦县 50个 ,古田县 50个 ,

周宁县 35个 ,寿宁县 30个 ,柘荣县 25个 ,屏南县 30个 )。

(三 ) “崇尚集约建房
”县 (片 区)建设。经研究,确定推

动福安市开展
“
崇尚集约建房

”示范县建设,建设期 2年 (⒛21年

-2022年 ),示范县须落实以下事项:1、 应在 ⒛21年落实有基

本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用地保障;2、 有满足审批管控要求 (含

屋顶、山墙、墙体、门窗、勒脚、色彩、材质等七要素 )的建筑

立面图集;3、 2陇 1年 内实现新建农房全部“
带图审批

”,并严格

按建筑立面图集审批管控,县级建立农房设计指导服务机制;4、

裸房摸底建账并在⒛” 年底前基本完成整治;5、 每年建成 1幢

以上示范房;6、 建立完善农房建筑风貌、质量安全管控涉及的

监督管理措施、镇村干部和工匠培训、县级技术指导服务、督促

考核等各项制度机制。省厅鼓励引进台湾建筑师团队参与示范房

设计和农民建房指导,符合条件的可按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予

以补助。请福安市抓紧制定
“
崇尚集约建房

”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

并于 3月 底前出台,并报省市各案。

(四 )新时代农村社区建设。经研究,确定福安市潭头镇南

岩村开展新时代农村社区示范建设,建设期 2年 (⒛21年 -⒛22

年 )。 示范建设须落实以下事项:1、 场地条件优越 (最好依山

傍水、周边自然景观条件好,可坡地建设,用地应能够审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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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幢数宜 25幢 以上;3、 实行较低容积率或点状供地;4、

委托高水平建筑师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和陪护式服务 (团 队可由省

青年建筑师协会协助提供参考名单、由当地自行确定,联系人:

刘炳辉,1猢ω36389,下同),3月 底前确定规划设计队伍;5、

县级由政府领导挂包项目并建立由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林业等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省级拟安排资金支持规划设计和配

套建设。请福安市于 1月 28日 之前将项目简介 (对照落实事项

描述 )、 全景照片 (含周边田园景观资源 )、 相关平面图等盖章

上报市住建局村建中心。

(五 )集镇环境综合整治样板。经研究,确定周宁县浦源镇

乡镇所在地开展集镇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建设,打造集镇老旧居民

区改善提升样板,整治期 2年 (⒛219⒆2年 )。 示范建设须落

实以下事项:1、 规模适宜 (30户 以上 );2、 场地条件良好 (周

边山水环境较好、居民区内有可拆除或可改造活化利用的老房

子、有能满足打造居民休闲交流、民俗活动等公共空间需要的场

所 )。 整治工作委托高水平建筑师 (文创 )团 队进行规划设计和

陪护式服务,3月 底前确定规划设计队伍。省级拟安排补助资金

支持规划设计和配套建设,鼓励委托台湾建筑师 (文创 )团 队,

符合条件的按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给予叠加补助。请周宁县于

1月 28日 之前将项目简介 (对照落实事项 )、 全景照片 (含周边

田园资源 )、 相关平面图盖章上报市住建局村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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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村镇住宅小区建设试点。有 20户 以上的住宅建设需

求,且符合
“
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特色明显”

设计要求的,均 可

申报,不 限名额。意向项目清单的请于 1月 28日 前书面报送市

住建局村建中心; 《福建省村镇住宅小区建设试点申报表》和村

镇住宅小区设计方案文本,请于 3月 25日 前市住建局村建中心 ,

以便汇总上报省厅。

二、抓紧推进 ⒛21年相关工作

(一 )各地要将各项工作和省厅相关要求纳入本地区城乡建

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并作好相应年度工作计划安排,项 目一经

确定即及时推进 (乡 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要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推

进 )。

(二 )各地要将农房建设、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作为今年

重中之重任务推进。根据省政府工作要求和农房建设相关文件 ,

当前要抓紧推进农房建筑立面图集完善工作,确保
“县县有图集

”

并满足建房审批管控需要。各县 (市 、区)要 自查编制的建筑立

面图集,是否满足
“屋顶、山墙、墙体、门窗、勒脚、色彩、材

质
”七要素管控要求,确保审批能用、管控管用;对建筑立面图

集包含室内部分的,要重点自查室内部分是否满足以下 4项基本

要求: (1)室 内部分是否除楼梯间外其他功能空间都直接采光

通风; (2)卫 生间是否设在西侧或东侧且上下层卫生间对应设

置 (或对应车库,不允许布置在厅堂、卧室、餐厅或厨房上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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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 能是否齐全; (4)尺寸比例是否明显失当。建筑立面图

集自查工作要于 2月 底前完成,不能满足以上要求的,要组织设

计单位抓紧修改完善,对室内部分相关设计单位无法作到满足 4

项基本要求的,建议使用省厅编制的通用图 (不涉及 4项基本要

求的部分可适当微调),避免误导群众。市级将在县 (市 、区 )

自查基础上,再次进行审核。所有建筑立面图集由县住建局提请

当地政府审查发布,5月 底前所有县 (市 、区)完成发布实施工

作,同步开展对镇村干部的全面宣传,做到图集入镇进村到户 ,

并跟踪督促乡镇落实新建农房全部按图集审批管控,此项工作要

做为今年住建部门重点督促落实内容。

联系人:陈 聪 (乡 镇污水、村镇住宅小区建设试点),

联 系 电 话 :2977甾 3

王 薇 (既有裸房整治),联系电话:⒛23502

阮孝清 (崇 尚集约建房、新时代农村社区、集镇 ),

联系电话:29刀365

宁德

2

(此件依申请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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