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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沐府办发〔2018〕5号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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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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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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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为确保政府对国有土地的集中统一供应，加强对沐川县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的宏观调控，培育健全规范的土地市场，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障沐川城市住房建设、配套公共基础

设施用地，重点交通、水利项目和重大工业项目等用地需求，结

合我县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和供给潜力，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 

（二）相关规划 

1．沐川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沐川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沐川县县域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年）； 

4．沐川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5．沐川县 2017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6．沐川县城区住房建设规划； 

7．沐川县 2017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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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储备计划编制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立足保障沐川县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

展，促进城乡统筹；立足保障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维护土地

生态安全；立足保障住宅用地尤其是保障性住宅用地供应规模，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有效利用；优化产业布局用地布局，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行积极稳妥、

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稳健型土地供应政策，扎实推进以实现“四

川省生态经济强县、中国西部优美乡村、盆周山区示范典型”为目

标的城乡建设。 

（二）基本原则 

1．符合规划。土地储备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以全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依据，所有储备

土地均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2．规模适度。综合考虑我县土地市场供需状况，合理确定年

度土地储备开发规模，保障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3．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确保项目用地的供应，促进新项目的上马，

加快我县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充分保障招商引资、重点工程

项目用地需求。优先安排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用地，改善城乡基

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 

4．合理集约利用土地，体现土地循环利用思路。 



— 4 — 

5．优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6．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必须与土地一级市场结合。 

7．优先储备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 

（三）期限与范围 

沐川县土地储备计划的计划期为 1 年，即 2018 年 4 月 1 日

—2019年 3月 31日。 

本计划适用范围为沐川县所辖区域内国有建设用地的储备。 

三、储备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储备总量 

2018 年度土地储备安排：计划土地储备总量为 101.915542

公顷。实施过程中,根据收储地块的具体情况可作适当增减调整。

不在计划范围内的地块,若条件成熟,亦可在履行相关报批手续的

情况下进行收储。 

（二）国有建设用地储备结构 

2018年度本县国有建设用地储备总量中，储备土地总规模为

101.915542公顷，主要分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其中，商服用地规模

7.635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7.49%；住宅用地规模为 47.39公顷，

占储备总量的 46.5%；工矿仓储用地 3.23 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3.17%；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8.3903 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37.67%；交通运输用地 5.270242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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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储备政策导向 

（一）优先基础设施用地供应 

继续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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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提高城市发展的保障力，促进城

市综合功能完善、改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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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二）优先优势产业用地供应 

优先保证具有优势的产业用地储备，支持重点产业集聚区和

功能区的发展，推进一批带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三）保持住宅用地平稳供应 

保持住宅用地平稳储备，进一步提高政策性住房用地的比例，

合理把握用地时序，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房地产用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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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计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建立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保障土地储备计划的有效

执行。对列入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项目，应高度重视，积极

筹措资金，各有关部门对项目涉及相关手续应予以充分支持，以

保障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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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存量土地。清理闲置和

低效利用土地，将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用地、依法收回的闲置

土地纳入储备计划。  

（三）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县级相关部

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

工作。 

 

附件：1．沐川县 2018年度储备土地规划用途结构表 

2．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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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沐川县 2018年度储备土地规划用途结构表 
单位：公顷 

规划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其他用地 合  计 

拟入库储备土地 7.635 47.39 3.23 38.3903 5.270242 0 0 0 101.9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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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沐川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权属来源 备  注 

1 沐川县养老中心 建和乡凤凰村 3组 2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 新凡敬老院 新凡乡罗柘村 1.47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 沐川县市民广场工程 幸福乡新城区 3.96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4 沐川县城市会客厅项目 幸福乡新城区 7.8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5 建和工业园区安置点 幸福乡新城区 1.4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6 沐溪派出所建设工程 沐溪镇沐源路 0.33 机关团体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7 新凡派出所建设工程 新凡乡街道 0.013 机关团体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8 县实验小学改扩建项目 沐溪镇竹林巷 2.7373 科教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9 沐川中学迁建项目 幸福乡柏香村 12.33 科教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0 凤村学校改扩建项目 凤村乡场镇 0.8 科教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1 沐川县人民医院综合楼 沐溪镇城北路 2.67 医卫慈善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12 建和变电站 建和乡官田村 0.15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3 利店变电站 利店镇回龙村 0.27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4 五星变电站 箭板镇五星村 0.27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5 青龙变电站 茨竹乡青龙村 0.2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6 二水厂供水工程 幸福乡松林村 2.03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7 县机械化养护应急中心 新凡乡水井村 1.36 公共设施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18 快速通道浆纸公司段 沐溪镇石梁村 2.8834 交通运输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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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权属来源 备  注 

19 快速通道禾丰公司段 沐溪镇交通街下段 0.3203 交通运输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20 
快速通道沐川派普城市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段 沐溪镇石梁村 0.23312 交通运输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21 
快速通道沐川吉泰龙食品有

限公司段 沐溪镇交通街下段 1.833422 交通运输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22 定点屠宰 新凡乡罗柘村 3组 0.47 工业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3 脱水蔬菜项目 茨竹乡五四村 1 工业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4 余家坪铜矿 建和乡下坪村 1.76 工业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5 加油站项目 建和乡凤凰村 0.2 商服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6 幸福加油站搬迁项目 幸福乡松林村 0.27 商服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7 园林酒店 幸福乡新城区 5.13 商服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8 龙门溪漂流项目 幸福乡柏香村 1.9576 商服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29 红源人家 永福镇万寿村 0.0774 商服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0 竹林巷棚户区改造项目 沐溪镇竹林巷 5.52 住宅用地 收储国有建设用地  

31 房地产 沐溪镇中桥街 5.3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2 房地产 幸福乡新城区黄蜀葵 4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3 房地产 幸福乡新城区新沐中旁 17.3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4 房地产 绕城路监管中心旁 10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5 房地产 桃源山居栏杆处 0.27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6 房地产 幸福中学旁 1.67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37 房地产 桃源山居民宿 1.93 住宅用地 批次报批用地  

合计 37宗  101.9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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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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