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沐府办发〔2018〕8号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印发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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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为切实加强土地调控，促进沐川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精神，结合我县 2018

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指标 

（一）总量 

2018年土地供应总量 90.57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82.503

公顷。 

（二）用途结构 

在 2018年土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 7.935公顷；工矿仓储

用地 4.967公顷；住宅用地 37.2公顷（其中建和工业园区安置点

用地 1.4公顷；永福镇茶园村地灾搬迁安置点 0.63公顷；商品房

用地 35.17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9.038公顷；特殊用

地 1.43公顷。    

（三）空间布局 

2018 年商服用地占全县土地供应总量的 8.8％，工矿仓储用

地占全县土地供应总量的 5.5%，住宅用地占全县土地供应总量的

41.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全县土地供应总量的 43.1%，

特殊用地占全县土地供应总量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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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供应导向 

（一）继续加大住宅用地供应，进一步提高政策性住房用地

的比例，合理把握供地时序，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房地产市场。 

保持土地储备开发投资合理规模，增强政府调控土地市场和

住房保障能力，增加住宅用地供应，支持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 

确保各类政策性住房及 90 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商品房用

地供应量不低于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70％，着力解决城市中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积极支持旧城区改造、重点工程建设拆迁。 

紧密跟踪市场形势，优化住宅供应方式和时序。从严控制商

品住房项目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出让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7公顷；

支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发展，解决居民的自住

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二）继续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供应，提升

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 

保障能源和资源设施、市政公用环卫设施、环境建设等项目

用地供应，提高城市发展的保障能力，促进城市综合功能完善、

改善城市环境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和环境水平。 

重点支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应急管理等公共

服务和公共安全设施土地供应，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三）优先保证具有高效、高辐射力的优势产业的用地供应，

支持重点产业集聚区和功能区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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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 

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制造业、高新

技术产业的用地供应，推进一批带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落地；

积极支持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创新药物研发等带动力强、潜力大、

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的供应。 

（四）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土地供应进一步向新城区建设倾

斜，推进重点区域的快速发展，增强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支持新城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能源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推进重点产业园区建设。 

积极探索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模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产

业统筹升级、农民回迁安置用地，全面推动城乡结合部改革发展。 

推进重点乡镇建设，支持重点乡镇和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 

三、计划的执行 

（一）计划原则 

坚持“全县统筹、区域协调、分类指导、保障重点”的原则。 

（二）年度计划实施 

县政府相关部门按照 2018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实施工作。 

1．进一步落实供应计划的地块公布机制，明确土地供应政策，

稳定市场预期。土地供应计划经县政府批准后，县国土资源局、

县发改经信局、县住建局按照县政府批准的土地供应计划将年内



— 5 —   

拟供应的住宅、商服、工矿仓储与公共服务设施地块向社会公布。

确因特殊原因需调整计划地块的，县国土资源局应于每季度末前

与县发改经信局、县住建局汇总审核后，将计划修订方案上报县

政府，经县政府批准后及时将修订方案向社会公布。 

2．加强计划实施过程的沟通和协调，进一步完善政府相关部

门和县政府共同实施计划的联动机制。县国土资源局、县发改经

信局、县住建局等部门，主动服务，定期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

在的问题，对列入计划的项目加快审批，支持帮助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推进计划实施。县国土资源局要充分发挥实施土地供应计划

的主体作用，加强规划设计、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协调，及时主

动地与县发改经信局、县住建局等部门沟通，共同研究解决计划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 

3．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县国土资源局、县发改

经信局、县住建局及时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定期向社会通报计划

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应及时会同相关

部门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4．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沐川县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沐川县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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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沐川县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住宅用地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仓

储用地 小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适用房

用地 

商品房

用地 

其他 

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殊

用地 

90.57 7.935 4.967 37.2 0 0 35.17 2.03 39.038 0 0 1.43 

注：商品房中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为 26.04公顷，占商品房用地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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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沐川县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项目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宗地

编号 
宗地位置 用地单位 项目名称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

方式 
供地时间 备注 

1 H1 建和乡凤凰村3组 县民政局 沐川县养老中心 2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2 H2 新凡乡罗柘村2组 县民政局 新凡养护院 1.47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四季度  

3 H3 幸福乡新城区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沐川县市民广场工程 3.96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三季度  

4 H4 幸福乡新城区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沐川县新区城市会客厅项目 7.8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5 H5 幸福乡新城区 乐山沐源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建和工业园区安置点 1.4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6 H6 永福镇茶园村 永福镇人民政府 地灾搬迁安置点 0.63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7 H7 沐溪镇沐源路 县公安局 沐溪派出所建设工程 0.33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8 H8 新凡乡街道 县公安局 新凡派出所建设工程 0.2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9 H9 沐溪镇绕城线 县公安局 监管中心 1.43 特殊用地 划拨 二季度  

10 H10 永福镇 县公安局 永福镇派出所业务用房 0.2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11 H11 沐溪镇 县公安局 沐川县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 1.65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12 H12 幸福乡柏香村3组 县教育科学技术局 沐川中学迁建项目 12.33 科教用地 划拨 三季度  

13 H13 武圣乡场镇 县教育科学技术局 武圣幼儿园 0.3 科教用地 划拨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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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

编号 
宗地位置 用地单位 项目名称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

方式 
供地时间 备注 

14 H14 建和乡官田村2组 县教育科学技术局 建和乡幼儿园 0.318 科教用地 划拨 四季度  

15 H15 凤村乡场镇 县教育科学技术局 凤村学校改扩建项目 0.8 科教用地 划拨 四季度  

16 H16 沐溪镇城北路 沐川县人民医院 沐川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 2.67 医卫慈善用地 划拨 三季度  

17 H17 炭库乡友谊村 炭库乡人民政府 友谊村卫生院 0.02 医卫慈善用地 划拨 二季度  

18 H18 利店镇 利店镇人民政府 农贸市场 0.67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19 H19 建和乡 国网沐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和变电站 0.15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20 H20 利店镇 国网沐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利店变电站 0.27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四季度  

21 H21 箭板镇 国网沐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五星变电站 0.27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四季度  

22 H22 茨竹乡 国网沐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青龙变电站 0.2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四季度  

23 H23 幸福乡松林村1组 乐山金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水厂供水工程 2.03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24 H24 新凡乡水井村2组 乐山金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养护中心 1.4 公共设施用地 划拨 三季度  

25 H25 建和乡凤凰村 县国土资源局 茶叶加工研发综合楼 0.67 工业用地 出让 四季度  

26 H26 新凡乡罗柘村3组 县国土资源局 定点屠宰 0.47 工业用地 出让 四季度  

27 H27 茨竹乡 县国土资源局 脱水蔬菜项目 1 工业用地 出让 四季度  

28 H28 生态工业园区 县国土资源局 楠竹加工项目 1.067 工业用地 出让 四季度  

29 C29 建和乡下坪村 县国土资源局 余家坪铜矿 1.76 采矿用地 出让 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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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宗地

编号 
宗地位置 用地单位 项目名称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

方式 
供地时间 备注 

30 C30 幸福乡新城区 县国土资源局 园林酒店 5.13 商服用地 出让 三季度  

31 C31 建和乡凤凰村 县国土资源局 加油站 0.2 商服用地 出让 四季度  

32 C32 幸福乡松林村 县国土资源局 幸福加油站搬迁 0.27 商服用地 出让 四季度  

33 C33 沐溪镇沐源路 县国土资源局 其他商服用地 0.27 商服用地 出让 二季度  

34 C34 沐溪镇沐源路 县国土资源局 其他商服用地 0.03 商服用地 出让 三季度  

35 C35 幸福乡柏香村 县国土资源局 龙门溪漂流项目(下码头) 1.9576 商服用地 出让 四季度  

36 C36 永福镇万寿村 县国土资源局 宏源人家 0.0774 商服用地 出让 二季度  

37 C37 幸福乡新城区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黄蜀葵地块） 4 住宅用地 出让 二季度  

38 C38 幸福乡新城区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新沐中旁学区房） 17.3 住宅用地 出让 四季度  

39 C39 绕城路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绕城路监管中心房） 10 住宅用地 出让 二季度  

40 C40 沐溪镇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碧水华庭背后） 0.27 住宅用地 出让 三季度  

41 C41 幸福乡新城区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幸福中学旁） 1.67 住宅用地 出让 三季度  

42 C42 桃源山居 县国土资源局 房地产（民宿） 1.93 住宅用地 出让 三季度  

          

          

合计 42宗    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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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