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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湛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湛江市自然
资源局决定以网上竞价方式出让肆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一：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17
2、土地位置：湛江奋勇高新区首期工

业园区裕廊路以西。
3、出让面积：6669.09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出让年限：5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0≤容积率≤2.0，30%≤建筑密度

≤50%，建筑物限高40米，15%≤绿地率
≤20%。

其它规划条件按湛奋规建〔2018〕16
号文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佰贰拾玖万元整

（￥1，29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

（￥26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17618BA0655、 4416518IA0067、
4408718BA0022。

（四）其它事项
1、产业要求：该地适宜作为工业用

地。同时要求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
亩，项目建成达产后，年产值3000万元以
上，年上缴税收100万元以上，其它按湛
奋经科函〔2019〕7号文执行。

2、环保要求:拟引进的肉制品及副产
品加工项目须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环
保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须符合奋勇经济
区总体规划和规划环评的要求。项目建
设和运营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控制措施，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原则上
要达到如下要求：（1）运营期厂界噪声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运营期生产废水
须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及相应行业标准后，引
至奋勇高新区内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3）生产废气排放标准执行广东省《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及相
应行业标准；（4）固体废物须按有关规定
妥善处理，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
存、处置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要求。具体按湛环函〔2019〕549号文执
行。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时间：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
订；受让方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
收履约保证金。

4、交款方式：成交之日起30日内一
次性支付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
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
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 ‰
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
日，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
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
损失。

5、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40
日内交地。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和受
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市
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的交地时限
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
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人不在通知
期限内与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的，动工时间按受
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算。

6、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
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
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
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7、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
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
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
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
一。竣工：以竣工核实全部通过为准。

8、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为2501万元。
9、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
面积的 7 ％。

10、有关产业、环保、规划要求，供地

后由所在地相关部门跟踪落实。
11、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文件（粤

自然资利用发〔2018〕9号）规定，非经营
性用地或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改变土地用途为商业、旅游、娱乐、商品
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的，由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后，重新公开供应。

12、根据《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
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
订版）》（粤府〔2018〕79号）规定“工业用
地最长年限为50年，根据企业意愿，对有
弹性出让需求的工业企业实行弹性年期
出让供地，按照出让年期与工业用地可出
让最高年期的比值确定年期修正系数”，
竞得企业可根据企业需求，在竞得地块之
日起五天内向自然资源部门提出弹性出
让申请。

13、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税
及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负
担。

14、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执行。

宗地二：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18
2、土地位置：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镇南

康路以东、听涛路以西、三秀路以南、三宝
路以北。

3、出让面积：122046.9平方米。
4、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

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其中，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
77271.56平方米、公园与绿地19402.14
平方米、城镇村道路用地 25373.2 平方
米。

5、出让年限：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
地4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

1.0＜容积率≤1.2，建筑密度≤35%，绿地
率≥40%，建筑限高18米。商服用地与
城镇住宅用地中商服建筑面积占总建筑
面积的30%，城镇住宅建筑面积占总建筑
面积的70%。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
划）函〔2019〕2435号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元整

（￥105，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0，0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08819BA0017、 4414419BA0166、
4414219IA0197。

（四）其它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时间：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签
订；受让人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
收履约保证金。

2、交款方式：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全部
土地出让金，如受让人逾期支付土地出让
金的，每逾期1日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60
日不按约定缴款的，则解除出让合同，并
没收已交付的土地出让金。

3、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60
日内交地。由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和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
的交地时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交地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
人不在通知期限内与湛江市土地储备管
理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的，动工时间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
算。

4、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
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
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
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5、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
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
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
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
一。竣工：以城乡规划部门竣工核实全部
通过为准。

6、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不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为
23720万元。

7、地块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
少于266套。

8、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及市政环
卫设施建设要求按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规划条件执行。

9、有关要求：土地竞得人须按照规划
配建出让地块权属内的两条市政道路，其
中包括听涛路（一段）：起点为与三秀路交
点，终点至出让红线范围内与三宝路交叉
路口，长约309米，宽度为36米；三秀路
（一段）：起点为与南康路交点，终点至与
听涛路交点，长约388米，宽为36米。配
建的道路经依法组织验收合格后并移交
相关部门才能按照配建道路完成比例给
予办理住宅开发项目的房屋预售证，具体
要求按市自然资源局下达的规划条件及
土地竞得人与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签订的《监管协议书》实施。

10、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
税及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负担。

11、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执行。

宗地三：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19
2、土地位置：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镇三

华路以南、南康路以东、三秀路以北。
3、出让面积：126965.55平方米。
4、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

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其中，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
92759.09平方米、公园与绿地20081.11
平方米、城镇村道路用地14125.35平方
米。

5、出让年限：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
地4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

1.0＜容积率≤1.2，建筑密度≤35%，绿地
率≥40%，建筑限高18米。零售商业用
地与城镇住宅用地中零售商业用地建筑
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30%，城镇住宅建筑
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70%。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
划）函〔2019〕2347号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110，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0，0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28619HA0027、 4408619BA0575、
4410219BA0083。

（四）其它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时间：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签
订；受让人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
收履约保证金。

2、交款方式：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全部
土地出让金，如受让人逾期支付土地出让
金的，每逾期1日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60
日不按约定缴款的，则解除出让合同，并
没收已交付的土地出让金。

3、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60
日内交地。由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和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
的交地时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交地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
人不在通知期限内与湛江市土地储备管
理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的，动工时间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
算。

4、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
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
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
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5、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
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
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
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
一。竣工：以城乡规划部门竣工核实全部

通过为准。
6、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不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为
25393万元。

7、地块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
少于313套。

8、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及市政环
卫设施建设要求按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规划条件执行。

9、有关要求：土地竞得人须按照规划
配建出让地块权属内的两条市政道路，其
中包括听涛路（一段）：起点为出让红线范
围内的听涛路，终点至与三秀路交叉点，
长约 286 米，宽度为 36 米；南康路（一
段）：起点为与三华路交点，终点为出让红
线范围内的南康路，长约292米，宽为16
米。配建的道路经依法组织验收合格后
并移交相关部门才能按照配建道路完成
比例给予办理住宅开发项目的房屋预售
证，具体要求按市自然资源局下达的规划
条件及土地竞得人与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签订的《监管协议书》实施。

10、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
税及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负担。

11、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执行。

宗地四：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20
2、土地位置：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镇听

涛路以东。
3、出让面积：165708.81平方米。
4、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

宅用地、旅馆用地、公园与绿地。其中，零
售商业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66119.59平
方米、旅馆用地88719.87平方米、公园与
绿地面积为10869.35平方米。

5、出让年限：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
地4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城镇住宅用地：1.0＜容积率≤1.2，建

筑密度≤35%，绿地率≥40%，建筑限高
18米。商服用地与城镇住宅用地中商服
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30%，城镇住宅
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70%；

旅馆用地：容积率≤0.8，建筑密度≤
15%，绿地率≥50%，建筑限高30米。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
划）函〔2019〕2436号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

（￥130，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

整（35，0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
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19619BB0017、 4408419BA0129、
4416519BB0062。

（四）其它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时间：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签
订；受让人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
收履约保证金。

2、交款方式：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全部
土地出让金，如受让人逾期支付土地出让
金的，每逾期1日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60
日不按约定缴款的，则解除出让合同，并
没收已交付的土地出让金。

3、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60
日内交地。由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和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
的交地时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交地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
人不在通知期限内与湛江市土地储备管
理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的，动工时间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
算。

4、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
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
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
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5、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
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
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

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
一。竣工：以城乡规划部门竣工核实全部
通过为准。

6、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不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为
3.4724亿元。

7、地块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
少于193套。

8、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及市政环
卫设施建设要求以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规划条件为准。

9、其他事项：在符合沿海防护林带有
关要求的前提下，土地竞得人可按照相关
规定对出让地块外储备范围内东侧约
109.09亩沿海防护林用地进行整治改造。

10、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
税及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负担。

11、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执行。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工作由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下称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

他组织和自然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参加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竞买申请人应当取得有效的数字
证书（详见《CA数字证书办理指南》），并
在规定的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
参与网上竞价交易活动。

3、竞买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存在下
列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
处整改到位前，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
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
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
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竞买申请人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
的，不能获得竞买资格；参加竞买后发现
存在任何一种情形的，其竞买资格无效。

4、竞买申请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
得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
资金，并应出具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
明。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采用增价竞买方式，网上竞价平台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价格竞得人。价
格竞得人经审查符合竞买资格的，即成为
本次交易的最终竞得人。价格竞得人自
身不具备竞买资格的，其价格竞得结果将
被撤销，该价格竞得人根据《湛江市土地
使用权与矿业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第三
十条承担相应责任。

五、本次网上竞价交易条件及相关信
息，在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及湛
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土地与矿业权
竞价平台上（网址：http://tdkq.zjprtc.
com/jingjia/）同步发布。申请人可于
201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1月20日
前的工作时间，到以上网站下载交易文
件。2019年11月4日上午9时湛江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组织提出到地块现场
勘看的竞买人到地块现场勘看。

六、本次网上竞价交易相关时间。公
告时间：2019年10月19日上午8：30至
11月7日下午6时。网上报价期限：2019
年11月8日上午8：30至11月22日上午
10:30。竞买保证金缴纳期限(报名期
限)：2019年10月19日上午8：30至2019
年11月20日下午4时，以网上竞价平台
确认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准。网上竞价
平台在确认竞买保证金按时足额到账后
赋予申请人竞买资格。

七、申请人须详细阅读本次网上竞价
公告、须知等网上竞价文件，申请一经受
理，即视为竞买人对网上竞价文件及地块
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
担法律责任。

八、本公告中提出的时间一律以网上
竞价平台显示的时间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生、宋生、林女士，咨询电

话：0759-3585822（平台操作）、3585819
（交易规则），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
育北路2号天润中心五楼湛江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窗口。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10月19日

湛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价出让公告
湛自然资网出告字〔2019〕第17-20号

迁坟通告
湛麻府通〔2019〕25号

因麻章区重点项目建设需要，需对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
的所有坟墓进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位置：麻章区重点项目用地位于麻章辖区
省道 S374南侧，用地范围四至为：东至玉湛高速，北至省道
S374，南至迈龙村，西至湖光农场九队队部。具体位置详见
项目征地红线图和现场界址标记。

二、迁坟时间和要求：上述用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必须
限期迁移，请有关坟主亲属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到麻
章镇政府办理迁坟登记、补偿等相关手续（联系电话：麻章
镇农业办 3307796、麻章镇民政办 2705062），并限期自行搬
迁清理完毕。逾期不登记、清理，将作无主坟处理。自本通
告之日起禁止在上述用地范围内进行修建、重建坟墓，违者
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7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