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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1、进一步补充调整容积率的必要性。

答复：已进一步补充调整容积率的必要性。

意见：2、容积率的调低基本不影响周边公共及市政配套设施规模。

答复：已明确本次容积率的调低基本不影响周边公共及市政配套设施

规模。

意见：3、本次规划调整仅论证容积率的调整，不对总平及其他相关指

标进行审查。

答复：已明确本次规划调整仅论证容积率的调整，不涉及其他指标。

意见：4、容积率的调整还应满足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

答复：进一步核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

专家意见及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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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指标调整论证报告一、项目背景

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位于该项目选址位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秀中路和顺宝路交叉口东南侧（原属福州隆诚实业有限公司）。

因特气提取产业工艺及安全的需求较高，造成企业无法按照原项目建设规划条件函约定的容积率实施建设。本着支持企业实际建设的需求，根据上级

有关文件精神与要求，启动本次项目规划容积率调整论证工作。

《福清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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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福州隆诚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批复》

为合理利用土地，盘活存量土地，经研究，2018年福清市人民政府同意依法收回位于福清市江阴工业区的福州隆诚实业有限公司177661平方米

（折合266.4915亩）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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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以挂牌交易方式出让工业储备地2013-2017号地块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

福清市人民政府经研究，同意以挂牌交易方式出让工业储备地2013-2017号地块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0工业挂-16号为本次论证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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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1日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取得本次论证地块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项目名称：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及特气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江阴镇顺宝路与秀中路交叉口东南侧，用地面积24997㎡，容积

率0.9-3.0，建筑系数40%-50%，绿地率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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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02日，位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原江阴工业集中区）高港大道1号，公司专业从

事气体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气瓶检测服务，气体产品覆盖普通工业气体、电子工业用气体、电光源气体、食品工业用气体等产品

系列，产品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及C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

公司现有职工62人，成立有行政部、生产部、安全部、质检部、仓储部等，大专文化以上人员15人，其中化工专业人员5人，中

级职称人员3人，注册安全工程师2人。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子气体市场需要，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拟建设二期扩建及特气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5018万元，占地

38亩。该项目分为2个子项目：氢气纯化与充装项目、特气项目，具体范围包括：

（1）氢气项目：包括生产运行中心（含控制室）、检验维修车间、甲类仓库（含危废仓库）、消防泵房、氢气纯化压缩车间

（含集装格充装间）、发电机房、初期雨水池。

（2）特气项目：包括生产运行中心（含控制室）、动力车间（含消防及循环水泵房、配电房、发电机房）、丁类仓库、甲类厂

房1、甲类仓库（含危废仓库）、消防水池、循环水池、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区、尾气处理、管廊等。

2.1企业简介

 建设规模及内容一览表

类别 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

氢气项目
1）气体提纯：新增年提纯氢气2337万Nm3；2）仓储经营：新增瓶装氧气、氮
气、氩气、二氧化碳、氦气、空气、硅烷、羰基硫等仓储经营；

新建生产运行中心（含控制室）、检验维修车间、甲类仓库（含危废仓
库）、消防泵房、氢气纯化压缩车间（含集装格充装间）、发电机房、
初期雨水池。其他依托原厂区一期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等。

特气项目

1）气体提纯：新增年提纯甲烷（5N）240t、溴化氢（5N）1000t、氯化氢
（5N）520t、二氧化碳（5N）4960t、乙烯（5.5N）160t、丙烯（4N）160t、
消毒气（环氧乙烷+CO2混合灭菌气体）5万瓶、干冰3280t；2）二氟系列：
年增产二氟乙酸乙酯270t（生产能力1000t，自用消耗730t）、二氟乙酰乙
酸乙酯300t、二氟乙酸酐200t、一氟甲烷284t（提纯电子级150t）、乙酰乙
酸乙酯37.5t、二氟乙酸165t、磷酸337t。

新建生产运行中心（含控制室）、动力车间（含消防及循环水泵房、配
电房、发电机房）、丁类仓库、甲类厂房1、甲类仓库（含危废仓库）、
消防水池、循环水池、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区、尾气处
理、管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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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说明：根据精馏塔的精馏原料，按各

组分的沸点不同将其进行分离，因原料溴化氢仅水

的沸点高于溴化氢沸点，本流程设置单级精馏塔脱

除轻组分，原料溴化氢中的水在进塔前采用分子筛

干燥器清除。

2.1企业简介——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说明：按各组分的沸点不同将其进行

分离，因此本流程设置两级精馏塔，一级精馏塔为

脱重塔，二级精馏塔为脱轻塔，分别将重组分和轻

组分进行分离。

依据项目产品及工艺流程分析，项目所需设备较多且独立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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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项目区位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于2017年8月由福州市江阴工业集中区、福建

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保税港区整合而成，位于福州市南端的福清江阴半

岛，东临台湾海峡，与国际集装箱主航线仅相距24海里，与台湾台中市

隔海相望。

该项目选址位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其中氢气项目位于高港路1

号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特气项目位于秀中路和顺宝

路交叉口东南侧。

二、现状概况

特气项目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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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论证地块场地现状及周边建设情况

二、现状概况

论证地块现状 论证地块北侧现状 论证地块西侧现状

论证地块东侧现状 论证地块南侧现状 论证地块周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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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江阴港城总体规划 （2012-2030）》

在《江阴港城总体规划（2012-2030）》内本地块规划为工业用地（M3）。

三、相关规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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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江阴港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阴港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进一步修缮，本次论证地块属原江阴港

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B-27地块内，原控规B-27地块的为工业用地

三、相关规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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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调整诉求

根据政府纪要、城市建设、实体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建设要求，拟将论证项目用地容积率规划指标下限0.9调整为0.5的必要及可行

性，上限保持不变。

四、调整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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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调整依据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序号 名称 编号 内容

一 国家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第四十九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8]第74号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

3 《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 第七条

二 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安监总管三〔2013〕88号
收集和利用化工过程安全生产信息；风险辨
识和控制；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通过规范管理，确保装置安全运行。

2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 安监总危化〔2007〕255号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安全条件和与周边的安全

防护距离。

三 地方法规、规范性文件

1 福建省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 2009.7 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五条

2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闵政[2010]22号 第六点 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实施意见》
闵政[2012]13号

第六点 推进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四 国家标准

1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87-2012
2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50489-2009
3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160-2008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016-2014
5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 51283-2020
6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50177-2005
7 《特气站设计规范》 GB500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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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分析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根据《福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福州市江

阴工业集中区的西部工业片区定位为化工新材料产业区，该项目厂址位于福

清江阴工业区内，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八条

（“新设立企业建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

区域内”）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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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工艺论证方案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说明：

1、当地规划部门提供的规划选址红线图。

2、《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016-2014；

4、《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5、《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

6、《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

7、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依据《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50489-2009进行计算；

8、《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9、甲方提供的资料。

10、有关专业提供的设计委托。

规划用地面积 24977平方米

建构筑物总占地面积 10723.4平方米

总计容建筑面积 13110平方米

容积率 0.52

建筑系数 42.97%

绿地率 12.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危废仓库 甲类仓库

应急事故池

尾气处理

污水处理区

雨水池

合成厂房 储罐区

提纯装置/
储罐

丁类仓库

生产运行
中心

动力车间

水池

4F/24M

3F/12.05M 2F/8.2M

2F/8.2M

1F/局部36M

1F/5.8M 1F/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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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工艺论证方案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二氟乙酸乙酯工艺流程说明：首先由裂解塔进行催化活化、再进行裂解，冷凝后进行缓冲罐，再进行精馏、萃取、中和与再生，

其中涉及的设备较多且安全防护要求等别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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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项目车间、储罐、仓库与周边企业道路的防火间距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拟建项目处于工业园区内，项目周边多

为化工企业，有较多的仓库及储罐，根据GB 

50160-2014的防火要求，限制了拟建项目的

布局及需要较高的防火间距，导致拟建项目

的容积率偏低。

9 
与西侧海岸
纺织仓库

GB 50160-2014
第4.1.9条 50 54.7 符合

12 与北侧110kV架空
电力线（杆高40m）

GB 50160-
2014

第4.1.9条
60 88.16 符合

14 
与南侧科瑞药业甲

类车间
GB 50160-2014
第4.1.10条 40 40 符合

15 
与南侧科瑞药业危
险品罐区（埋地）

GB 50160-2014
第4.1.10条 50 57.1 符合

16 
与南侧科瑞药业危
险品罐区（埋地）

GB 50160-2014
第4.1.10条 50 51.3 符合

4F/24M

3F/12.05M
2F/8.2M2F/8.2M

1F/局部36M

提纯装置

1F/5.8M 1F/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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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厂区建筑间防火间距分析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拟建项目为特气生产项目，项目内部甲类厂房及仓库与其他各类建筑

物、储罐也需要较高的防火间距。

合成厂房 储罐区

甲类仓库甲类仓库

储罐区冷热源
装置

丁类仓库
化验室

生产运行
中心

动力车间

4F/24M

3F/12.05M

2F/8.2M2F/8.2M

1F/局部36M

1F/5.8M 1F/5.8M

提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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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建筑层数分析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西  东

 现状空地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生产或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类别

设计情况 规范要求（GB 50016-2014（2018年版））

评价结果
设计耐火等级 层数/高度 占地面积/建筑面积

（m2）
防火分区建筑面积

（m2）
允许最低耐火等级 最多允许层数/层高

最大允许占地面
（m2）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
建筑面积（m2）

一 民用建筑           

1. 生产运行中心 民用 二级 1层/12.05m 450 450 四级 ≤24m 无规定 2500 符合要求

二 厂房           

1. 动力车间 丙类 二级 1层/8.2m 525 525 三级 不限 无规定 8000 符合要求

三 仓库           

1. 甲类仓库 甲类1、2、5、6项 一级 1层/5.8m 738 最大240 二级 1层 750×2注2 250×2注2 符合要求

2. 丁类仓库 丁类 二级 2层/8.2m 360 360 四级 不限 不限 1500 符合要求

注1：表中“规范要求”的检查内容（包括①最多允许层数/层高、②最大允许占地面、③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是根据设计耐火等级选取的标准值。
注2：该项目特气厂区甲类仓库拟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根据《建设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第3.3.3条，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库以外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第3.3.2条

的规定增加1.0倍。

特气项目厂区建（构）筑物安全高度

对久策气体有限公司用地空间形态进行整体分析，本地块的开发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均能与周边地块和谐统一，不影响区域整体空间

形态。厂房及库房的高度满足消防要求并与周边相邻建筑相差不大，能较好的融入周边建筑。

5.7景观线分析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特气项目的厂房及仓库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为满足安全，多为低层及单层，因此导致企业无法按照原规划条件函的下限容积率

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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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交通影响分析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1）路网设施

根据拟建项目周边路网基本完善，整体呈方格网状分布，拟建项目北

侧为顺宝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16米，西侧为秀中路，规划道路红线宽

度为16米，南侧间隔现状空地连接南港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36米，东

侧间隔现状空地连接高港大道，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36米。本次指标调整

未引起周边路网调整。

2）交通需求量

拟建项目为工业项目，项目内建筑多为厂房、仓库及设备车间，项目

人员配备较少，高峰出行为公司62名员工，项目容积率指标调整不影响人

员配备，不会对周边交通造成影响。

顺宝路

秀
中
路

南港路 高
港
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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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市政配套设施容量影响分析

五、指标调整必要及可行性

1）用水量分析：江阴工业集中区规划最高日用水量为14.1万

立方米/天，工业园区的给水管的管径为DN150，该论证地块的规

划用水量为747立方米/天，占工业园区用水总量的0.5%。占用比

例较小，不会对园区给水工程造成不利影响。

2）排水分析：厂区沿道路旁设置相应排水管网。厂区内雨污

分流，各建筑物雨水及道路雨水经厂内收集后直接进入排水管网

排出厂外。运营过程中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达标后排放到园区污水管网。

厂区拟新建一座950m3的事故应急池，用于收集发生事故时可

能泄漏的物料、消防废水和受污染雨水，待事故结束后委托有处

理能力的环保公司外运处理。故不会对园区排水工程造成不利影

响。

4）电力工程分析：江阴工业集中区规划最大负电荷约为

81333KW。拟建地块规划用电由西侧110KV电力线引入，经测算，

规划用地用电量为996KW，占工业区总用电量的1.2%，所占比例较

小，不会对工业区的供电造成不利影响。

5）管道设施：拟建特气项目需要外部管道及其它管架进行输

送，场地周边现有蒸汽管线及管架，项目建成后可依托周边现有

管线设备进行输送。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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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明确地块容积率调整

六、结论

     地块规划指标拟调整为下限容积率0.5是必要及可行的。

5.2调整后指标

用地面积 24977平方米 备注

用地性质代码 M3

符合危险化学品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府
规章、规范性文件
规定

建筑系数 40%-50%

容积率 0.5-3.0

绿地率 10%-20%

建筑限高
一层厂房≤8M

多层办公楼≤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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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图则

七、附件

湖南城市学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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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福州隆诚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批复》



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及特气项目用地
容积率指标调整论证报告七、附件

3、《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以挂牌交易方式出让工业储备地2013-2017号地块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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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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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及特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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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久策气体（福清）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及特气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