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8 

深圳市 2020 年度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表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罗湖区 罗湖区政府 1 新建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清水河 1.73 

合计 1.73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南山区 南山区政府 

1 新建 西丽街道大磡二线外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西丽 362 

2 

续建 

石壁龙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西丽 169 

3 牛成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西丽、石岩 141 

4 桃源长源村白石岭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桃源 198 

5 西丽白芒村沙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西丽 8.14 

合计 878.14 

宝安区 宝安区政府 

1 

新建 

航城街道黄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一期） 航城 5.57 

2 航城街道黄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二期） 航城 144.6 

3 沙井街道后亭社区蚝乡公园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10.88 

4 沙井街道步涌社区重点产业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33.46 

5 沙井街道民主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55.5 

6 松岗街道江边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松岗 46.69 

7 松岗街道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碧头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松岗 53.36 

8 松岗街道朗下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松岗 3.8 

9 

续建 

新桥东（洪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新桥 3.25 

10 三围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航城 7.57 

11 钟屋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航城 5.87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12 凤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永 16.05 

13 桥头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海 42.11 

14 和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海 20.06 

15 沙四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12.89 

16 沙井街道壆岗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18.51 

17 沙井和一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沙井 29.16 

18 新桥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新桥 86 

19 宝安区环境产业创新中心北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松岗 2.25 

20 松岗街道潭头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松岗 51.42 

21 燕罗街道燕川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燕罗 60.25 

22 塘下涌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燕罗 4.38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宝安区 宝安区政府 

23 

续建 

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园美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3.03 

24 官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13.55 

25 石岩水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36.6 

26 祝龙田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2.69 

27 祝龙田教育产业用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7.18 

28 田心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岩 4.34 

合计 781.02 

龙岗区 龙岗区政府 

1 

新建 

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湾 252 

2 吉华街道三联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吉华 75.6 

3 坪地街道中心社区山塘尾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39.11 

4 

续建 

南湾街道上李朗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湾 36.5 

5 布吉街道金排社区蚊帐顶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布吉 6.1 

6 坂田上雪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坂田 7.88 

7 坂田街道雪象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坂田 46.12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8 龙岗五联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岗 111 

9 龙岗街道龙西—五联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岗 51.6 

10 南湾下李朗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湾 15.82 

11 南湾中部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湾 25.18 

12 园山保安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园山 64 

13 园山西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园山 14.6 

14 园山街道荷坳社区长江埔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园山 5.69 

15 横岗六约社区深坑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横岗 56.28 

16 宝龙街道龙新社区沙背坜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53.18 

17 宝龙同乐社区老太坑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37.94 

18 宝龙龙新社区大围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20.45 

19 宝龙坑尾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11.01 

20 宝龙龙新社区兰水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50.33 

21 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吓井一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27.8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龙岗区 龙岗区政府 

22 

续建 

宝龙街道龙东社区上井工业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5 

23 平湖鹅公岭工业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平湖 46 

24 平湖金融基地辅城坳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平湖 92 

25 龙岗龙东社区上井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35.14 

26 龙岗区同德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宝龙 522 

27 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澳头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7.5 

28 坪地坪西社区坪西南路 55 号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5.85 

29 坪地中心社区上輋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55 

30 坪地四方埔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293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31 坪地中心社区富乐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51 

32 龙岗区国际低碳城坪西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坪地 204 

33 龙岗区罗岗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布吉 3.99 

合计 2328.67 

龙华区 龙华区政府 

1 

新建 

梅观创新产业走廊福城观澜产业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观澜 69 

2 民治街道上塘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民治 7.08 

3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武馆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4.13 

4 民治街道樟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民治 2.9 

5 龙华能源生态园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 — 

6 福城街道福城南产业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75 

7 福城街道黎光产业片区章阁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7.8 

8 

续建 

观湖松元厦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湖 5.29 

9 樟坑径直升机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湖 37.47 

10 大和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湖 6.5 

11 观湖马坜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湖 7.3 

12 新田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湖 9.1 

13 清湖股份合作公司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华 15.91 

14 三联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华 17.94 

15 玉石新村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华 21.18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龙华区 龙华区政府 

16 

续建 

清湖黄泥塘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华 12.43 

17 民治民乐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民治 5.41 

18 民治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民治 7.29 

19 民治牛栏前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民治 13.99 

20 大浪赖屋山（横朗）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140.9 

21 大浪赖屋山菜地周边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1.17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22 大浪新围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4.29 

23 上横朗社区机荷高速边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5.43 

24 大浪潭罗别墅区北侧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12.76 

25 陶吓、元芬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2.03 

26 大浪颐丰华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16.35 

27 浪口河坑第四住宅区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15.62 

28 新百丽厂区用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浪 7.79 

29 观澜创君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5.23 

30 观澜桂花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1.71 

31 观澜君子布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16.12 

32 观澜库坑陂新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8.1 

33 观澜库坑围仔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4.2 

34 观澜企坪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5.48 

35 黎光产业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63 

36 观澜黎光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26.4 

37 樟坑径机场—运行保障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4.3 

38 观澜街道牛湖大水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观澜 51.94 

39 福城狮径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14.6 

40 福城茜坑新围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2.44 

41 福城狮径宏远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3.5 

42 福城茜坑老围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35 

43 福城街道大水坑塘前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17.65 

44 福城桔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福城 13.19 

合计 804.92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坪山区 坪山区政府 1 续建 沙田整村统筹（一期）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坑梓 35.73 



区域 实施主体 
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街道 

整备实施总规模

（公顷） 

2 沙田（二期）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坑梓 105.69 

3 卢屋居民小组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坑梓 19.19 

4 田心社区整村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含树山背） 石井 213.92 

5 田头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石井 142.43 

6 龙田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龙田 6.79 

合计 523.75 

光明区 光明区政府 

1 

续建 

楼村社区空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新湖 62 

2 楼村社区狮山工业园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新湖 31.14 

3 李松蓢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公明 33.8 

4 长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玉塘 17.89 

5 东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凤凰 83.47 

6 甲子塘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凤凰 5.65 

7 玉律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玉塘 19.93 

8 田寮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玉塘 19.85 

9 楼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新湖 27.82 

10 上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公明 7.18 

11 西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公明 14.93 

合计 323.66 

大鹏 

新区 

大鹏新区 

管委会 

1 新建 南澳街道水头沙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澳 8 

2 

续建 

葵新—官湖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葵涌 40 

3 布新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大鹏 26.63 

4 溪涌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葵涌 76 

合计 150.63 

总计 579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