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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1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541.16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19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20‟

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合法，

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规

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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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1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5 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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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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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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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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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1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790.52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19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20‟

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合法，

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规

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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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1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6 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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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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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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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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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2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969.32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19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20‟

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合法，

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规

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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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2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7 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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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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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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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 21 — 

附件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6-03-02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79094.03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

怀市 2019 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0‟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

属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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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6-03-02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8 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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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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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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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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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8-01-05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84817.53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

怀市 2019 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0‟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

属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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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8-01-05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9 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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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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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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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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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8-02-01-01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

社区，地块面积 36226.06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

仁怀市 2019 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0‟183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

属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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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8-02-01-01 号地块的规划

设计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0号)的规定进行建

设，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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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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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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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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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2-01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118.53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年度第一批次工业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21‟

19 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合法，

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规

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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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2-01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4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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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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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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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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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2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7441.45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1‟7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

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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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2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5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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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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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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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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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3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126.80 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年度第一批次工业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21‟

19 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合法，

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规

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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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4-03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6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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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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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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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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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3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1144.49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1‟7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

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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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3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7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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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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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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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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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4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2135.87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1‟7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

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 57 —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4-05-04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8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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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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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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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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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7-02-01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3340.56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1‟7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

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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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7-02-01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19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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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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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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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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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将座落于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挂牌出让，

为确保出让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宗地权属来源、规划用途、出让方式和出让年限 

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7-02-02 号地块位于坛厂街道关田社

区，地块面积 4390.65平方米，该地块属省人民政府《关于仁怀

市 2020 年度第十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

„2021‟7号）批准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地块界址清楚，权属

合法，符合原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规定》，依法可以出让。 

宗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挂

牌方式公开出让，土地出让价格按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执

行，出让价格含耕地占用税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含应

缴国家规定其他相关税费以及征拆费用。 

二、土地出让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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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地块现状条件出让，场地平整及涉及地块内地上

（下）含强弱电、水等管道、管线、管网、树木等由土地竞得人

负责按相关要求迁改、迁移，所有费用自行承担。因地块上前期

已修建建筑物，土地竞得人在挂牌成交确认后，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前对建筑物权利人进行协商补偿。 

（二）出让要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严格按照仁怀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坛厂现代服务园区E17-02-02号地块的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仁自然资规设„2021‟20号)的规定进行建设，

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条件，不能私下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三）地块须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中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绿地率五项强制

指标执行。 

三、出让时间 

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本《出让方案》后发布地块《挂牌出

让公告》，依法定程序公开出让。 

四、挂牌组织人 

（一）出让人：仁怀市自然资源局 

（二）挂牌组织实施单位：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挂牌出让程序 

1.发布挂牌出让公告。 

2.发放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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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竞买人报名、报价，其竞价方式采取有起始价的“增

价竞买”，不到起始价不成交，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出让原则和“价高者得”的竞买原则。 

4.挂牌截止时间止，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

让转入现场竞价。 

5.通过竞价，以报价最高者且高于出让起始价的竞买人确定

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6.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7.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8.竞得人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五、履约保证金标准及收取、退还 

该宗地履约保证金按挂牌起始价的 20%收取，竞买人须在规

定时间内以汇款或转账方式缴纳竞买地块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 

开户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 

账    号：0250001800000664 

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于挂牌出让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仁怀市财政局国库科全额退还，不计利息。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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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但竞买人须具备合法的

企业资质。            

竞买人报名资格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报名竞买须

知凭发布的《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竞买须知》规定执行。 

七、挂牌出让公告和成交结果公示的发布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由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土资源

交易部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媒体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

出让公告》等有关信息,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中国土地市场

网站和仁怀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开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等有关信息。出让成交后，按规定公示成交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八、土地交付、开竣工时间要求 

自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

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将出让宗地交付竞得人。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受让人应完善用地及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并开始动工建设，

在 2年内全面完成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否则,按闲置土地处理。 

九、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和解缴方式 

该宗地公开挂牌出让一经确定成交，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和

仁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成交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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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由土地竞得人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按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填制一般缴款书，并须在 30 日内到土地竞得人的开

户银行将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额缴入国库，土地竞得人将一般缴

款书第一联和第五联交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财务室开具土地出

让金票据。 

十、本《挂牌出让方案》自仁怀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执行。 

十一、本《挂牌出让方案》由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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