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国土
川国土資規 〔2017〕 7号

四川省国土資源庁
美子印友 四川省建没項 目用地預常
管理亦法実施鋼只J的 通知
各市 (州 )国 土 資源局 、斤机美相美丈 (室 、局 )和 相美宣属単位

:

1》 己42017
《四川省定没項 目用地萩常管 理亦法実施如ス

年第 5次 斤券会遭辻 ,班 印友休↑],情 遵照仇行 。

四川省 国 土 姿 源斤

2017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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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建没項目用地預市管理亦法実施如興J
第一条

力保 IIE土 地オ1用 意体規支1的 実施 ,充 分友拝土地供

泣的宏現凋控作用 ,控 制定浚用地恙量 ,根 据 《中学人 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 僕 没項 目用地 萩常管理 亦法》 (国 土 資源部今
第 68号 )和 《国上資源部美子茨逃和仇 化建没項 目用地 預申和
用地常査 的ミ知 》 (国 土姿規 〔2016〕 16号 )等 的規定 ,制 定
本実施 如ス1。
第二条

四川省境 内建浚項 目用地 預常適用本 如ス1。

第 二条

預常皮 当遵循下rll原 只1:

(一 )符 合土地オ1用 恙体規支1。
(二 )保 夕耕地 ,特 pll足 基本水 田。
(三

)合 理和市釣集釣dll用 土地 。

(四

)符 合国家供地政策 。

第 四条

建没項 目用地実行分鉄萩常。

需人 民政府或有批准枚的人 民政府友晨和 改革 等部 11常 批
的建没項 目,由 核人 民政府 的国土 資源主管部 11萩 常。
需核准和各条的建没項 目,由 均核 准 、各案机共 同象 的国
土資源主管部 11預 常。
根据上述規定泣 由市格 区国土資源主管部 11預 常的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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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女
核 国上 資源 主管部 11系 没 区的市国土資源 主管部 11的 派 出机
杓 (分 局 ),山 市国土資源主管部 11負 責萩常。
第二条

需常批的建没項 目在 可行性研 究除段 ,由 建浚単

位提 出用地 預常 申清 。
需核准的建没項 目在項 目申清報告核准前 ,由 建没単位提 出
用地 萩申申清 。
需各策的建 没項 目在亦理各案手須后 ,由 建没単位提 出用地
萩常申清 。
第六条

建没項 目用地 萩常受理接 以下規定 亦理

:

(一 )泣 当由国土 資源部預常的建 浚項 目,受 国土 資源部

委托 由省国上 資源斤受理萩申 申清 ,井 提 出初 常意几 ,扱 国上姿
源部 ;建 浚項 目占用規え1碗 定 的城市建浚用地疱国内土地的,受
国土資源部委托 由市象国土資源主管部 11受 理 ,提 出初常意几,扱
省国上資源斤特扱国上資源部。渉密軍事項 目和国券院批准的特殊
建浚項 目用地 ,建 没単位可宣接向国土資源部提 出萩常申清。
泣 当由国上 資源部負責萩常的輸 屯銭塔基 、備探 井位 、週
派基 堵等小 面秋寒 星分散建没項 目用地 ,由 省国上資源圧 預常

,

井扱国土資源部各条 。
(二 )泣 当由省国土資源斤萩常的定浚項 目,由 省国土資源

斤立接受理 。
泣 当由省国上資源斤負責預常的用地規模小 予 1公 頃(不 合

1公 頃 )的 建没項 目,由 所在地的市 (州 )国 上資源主管部 11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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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預 常意見扱省国上 資源斤各案。
(三 )市 、晏国上 資源主管部 11萩 常的建没項 目,由 市、芸

国土資源主管 部 11宣 接受理 。
不 渉及新増建没用地 ,在 土地不1用 意体規支1碗 定

第七条

的城慎建浚用地 苑国 内,使 用 己批准建没用地或合法取得的存量
国有建浚用地逃行建没的項 目,可 不逃行建没項 目用地 預常。
第八条

建没項 目立尽量邁il耕 地 ,不 占或少 占耕地 。重大

建没項 目碗 需 占用基本来 口或建没項 目占用 其他耕地規模較大
(銭 性工程 占用耕地 100公 頃以上 、決状 工程 70公 頃以上或 占

用耕地迷 rll用 地 恙面秋 50%以 上 ,不 包括水庫 美項 目 )的 ,泣 俎
鉄踏勘奇 江。
省国上 資源斤受理萩常申清的建没項 目,由 省国上資源斤 俎
鉄踏勘沿 江 ,項 目所在地市 、■国土資源主管部 11配 合 。
市 、去象国上資源 主管部 11受 理 萩申申清 的建没項 目,由 其
宜接俎鉄踏勘沿 江。
建没単位在提交用地預常 申清前可先行 申清升晨踏勘沿江。
踏勘沿 II的 重 点足 建浚 方 案是 否 符合供地 政策和保 伊耕
地 、市釣集釣用地 的要求 ,用 地地址和用地規模足 否合理 。
第九条

対 国家和地方 尚未飯布土地使用林准和建没林准

的建没項 目,以 及 因安全生声 、地形地貌 、工 乞技木等有特殊要
求挽需突破土地使用林准或建没林准碗定 的規模わ功能分 区的
建没項 目,泣 俎鉄升晨建没項 目市地坪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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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和水 屯工程項 目海没区用地 、す 山企立升采 区用地 、通
信和輸屯銭路塔基用地 、河道治理工程用地和 31劇 }灌 工程用地

,

不rll入 建浚項 目市地汗介 苑国。
省国上資源斤受理預常申清 的建浚項 目,由 省国土資源斤俎
鉄市地坪介坪常奇IIE,項 目所在地市、去国上資源主管部 11配 合。
由市 、去象国土資源主管部 11受 理 預常申清 的建浚項 目,由
其宣接俎鉄市地 坪介坪常浴 IIE。
市地 坪介 曰銃建没項 目各用地功能分 区和用 地恙規模足 否
合理 ,釆 用的工程技木足 否先逃 可行 、足 否符合市釣集釣用地的
要求升晨 。
同時需要升晨踏勘介 IIE和 市地坪介的建没項 目,可 格 西項エ
作合井升晨 。
第十条
(一

1材 料
申清用地預常的建没単位 ,庄 当提交下夕

)建 没項 曰用地預申申清表

:

(国 上 資源部萩常的定浚

項 目,申 清表祥 式由国上資源部制定 。省 、市 、去萩常的建没項
目,祥 式由省国上資源圧制定 )。
(二

)建 没項 目用地 預申申清 報告 ,内 容包括似建項 目的

基本情汎 、似辻址 占地情児 、似用地足 否符合土地dll用 恙体規支1、
似用地規模及 功能分 区足 否符合土地使用林准或建浚林准 、似用
地足 否符合供 地政策等。
(三

)申 批項 目建 洪ギ的建没項 目提供項 目建洪ギ批隻文

件 ,立 接申批可行性研究報告或者需核准的建浚項 目提供建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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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列入4El美 規支1或 者声 止政策的文件 ,各 案的定浚項 目提供項 目
各条IIn知 事。
(四

)建 没項 目可行性研究扱告。

(五 )需 升展市地坪介的建没項 目需提供市地坪介 扱告。
(六 )項 目用地迪 界拐点坐林 。

第十一条
(一

項 目所在地国土資源管理部 11提 交下rll材 料

:

)林 注項 目用地 苑目的土地dll用 恙体規支1国 、土地不1

用現状国及其他相 美国件 。
(二 )属 子 《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或 《土地オ1用 恙体規

支1管 理亦法》(国 上 資源部今第 72号 )第 二十九条規定情形 ,建
没項 目用地需修 改土地矛1月 恙体規支1的 ,出 具規支1修 政方条;重
大建没項 目渉及 占用基本水 日的,出 具規支1修 茨萱基本水 ロネト
支￨
方案。
(三

)項 目用地 疱曰足否存在ilt法 用地及査交情汎的悦明。

第十 二条

建浚単位泣 当升単独地址建没項 目足否位予地

庚文字易友 区、足 否圧覆重要す声資源逃行査洵核 実;位 子地反
実害易友 区或者圧覆重要ゲ声 資源的,庄 当依据相美法律 法規的
規定 ,在 亦理用地 預常手袋后 ,完 成地反文書危隆性坪借 、圧覆
ず声資源登泥等 。
第十 三条
(一

萩常泣 当常査 以下内容

)建 没項 目用地足否符合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

律 、法規規定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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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 没項 目逃址足 否符合土地利用恙体規支1,属 《土

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或 《土地rll用 意体規支1管 理 亦法》 (国 土
資源部今第 72号 )第 二十九条規定情形 ,建 浚項 目用地需修 茨
土地オ1用 恙体規支1的 ,規 支1修 改方案足 否符合 法律 、法規和政策
的規定 。
(三

)建 没項 目用地 規模足 否符合有美土地使用林准的規

定 ;対 国家和地方 尚未飯布土地使用 林准和建没林准 的建 没項
目,以 及碗需突破土地使用林准或建没林准碗定的規模和功能分 区
的建没項 目,足 否己鉦鉄建没項 目市地坪介井出具坪申沿IIE意 見。
占用基本水 田或者其他耕地規模較大 的建没項 目,迩 庄 当
常査足 否 己姪俎奴踏勘浴IIE。
第十 四条

国上 資源 主管部 11泣 当 自受理預常 申清或者牧

到特扱材料え 日起 二十 日内,完 成常査 工作 ,井 出具初 常或萩申
意見。二十 日内不能出具預常意見的,4負 責預常的国上 資源主
正材料的項 目,在 ネト
管部 11負 責人批准 ,可 以延K十 日。需ネ
正
ト
期日常批事項没畳力哲停状恣 ,所 需叶同不十算在申批叶限え
内。
第十五条

預常意見泣 当包括対本 如只1第 十 三条規定 内容

的錯発性意几利対建没用地単位 的具体要求。
第十六条

預申意兄是有美部 11申 批項 目可行性研 究扱

告 、核准項 目申清扱告的必各文件 。符合本 如則第七条的除外。
第十七条 建没項 目用地預申文件有残期力 三年 ,自 批准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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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起汁算。 己姪 萩常的項 目,在 可行性研 究扱告批准或核 准前

,

口需升土地用途 、建没項 目逃l■ 等逃行 重大調整 ,或 建没項 目用
女
地 預常批隻文件超 出有残期的,泣 当重新 申清用地萩常。
第十八条

己適辻用地預常的建没項 目,征 地扱批 除段項

目用地位置 、規模 、功能分 区友 生変化的,市 去国土資源 主管部
ロ以常核 ,不 符合土地オ1用 恙体規
11在 ̲41鉄 征地扱件 吋,庄 芦格カ
え1的 ,不 得 上扱 ;没 有 正 当理 由用地超辻預常規模 的,泣 当核戒
后上扱;省 国上 資源斤在用地 扱批除段泣依据土地矛1用 恙体規支1
和土地使用林准逃行隻核 ,井 接 以下原則炎理
(一 )不 符合土地fll用 恙体規支1的
(二

:

,不 得批准用地 。

)超 辻原用地預中核定規模 ,但 未突破 土地使用林准

或建浚林准碗定的規模及功能分 区的項 目,泣 由市 、■国上資源
主管部 11在 俎件根征 吋就超 出用地規模 的情況及原 因作 出現明。
(三

)建 没項 目因浚 it変 更等原因,在 可行性研 究報告批

准或核准后碗 需突破土地使用林准或建没林准晩定 的規模及功
能分 区的,庄 俎須升晨建没項 目市地坪介。
(四 )萩 常除段 己逃行市地坪会的建没項 目,扱 征 除段用地

規模又超辻原用地 預常核定規模 10%以 上 的,泣 重新 俎鉄升晨建
浚項 目市地汗介 。用地規模未超逍原用地 萩常核定規模 10%的

,

泣由市、去国上 資源 主管部 11在 俎建扱征 叶就超 出用地規模的情
況及原因作 出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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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 常除段末逃行用地踏勘沿 IIE的 建没項 目,扱 征 除段

用地位畳 、規模 等友 生交化 ,根 据本 如則第八条規定 ,需 踏勘介
IIE的

,泣 俎鉄踏勘沿 江。
第十九条

未 姿 預常或者 預常未ill辻 的,不 得批准水用地

土地征 牧 ,不 得亦理供地手象(本 如ス1第 七条規定的除外
紫用 、

)。

萩常申査的相美 内容在建没用地扱批吋,未 友 生重大変化的,在
用地 根批除段不再重隻常査 ,但 市、去国上資源主管部 11須 在征
地 技件 中対此逃行悦 明。
第二十条

市 、■国上資源主管部 11泣 対其提 交的建没項 目

用地萩常相美材 料的真実性 、合法性負責 。
上 象国土資源 主管部 11泣 定期或不定期対下象国上 資源 主
管部 11負 責的建浚項 目用地預申工作逃行監督栓査 。
第二十 一条

本 如只
1自 飯布 え 日起施行 ,有 残期 5年 。 原

《四川省国上資源斤美 子貫御落実国上資源部美子逃 一歩カロ張
和吹逃建没項 目用地 預申工作週知的ミ知》(り 11国 上姿友 〔2012〕
130号 )和 《四川 省国土資源斤美子逃 一歩規苑預申委托工作的

通知》

(り ￨1国

土 姿友 〔2013〕 88号 )同 時友上 。

附件 :1.建 没項 目用地萩申材料 曰永
2.建 没項 目用地萩申申清表 (四 川省国土資源斤定tll)
3.用 地 萩常 (或 初 申)建 浚単位 申清 文本格 式

4.項 目建没用地踏勘浴江扱告 (参 考文本 )
5.項 目建没用地市地坪介 扱告 (参 考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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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没項 目用地預市材料 目示
材 料 名 称

膚
1

建没項 目用地預申申清表 (四 川省回上
資源斤定制 )

2

建没項 目用地 萩市申清技告

3

屯子化格式

昇詳甲U貢沐オホ
斗
足

PDF

xtg

足

建没項 目可行性研究扱告

PDF

xtg

足

4

項 目建浚依据 (項 目建洪ギ批隻文件 、
項 ロタ1入 相 夫机支1文 件或者相美声並政
策夫件 )

PDF

xtg

ロ
疋

5

需升晨市地汗介的建没項 目需提供市地
汗介扱告

PDF

X+J

ロ
疋

6

項 目用地迪界拐点坐林 (1980国 家大地
坐林系 )

数据庫表

7

林注項 目用地疱□的土地不1用 恙体規支1
日、土地不1用 現状困及其他相美国件

PDF

X+E

足

1
建浚項 目用地需修 茨土地dll用 恙体規支
的,鹿 提供机支1修 政方案;重 大建浚項
目渉及 占用基本水 日的,泣 提供机支
1修
ト
支1方 案。
次盟基本水 ロネ

PDF

XfJ

疋

項 目用地 疱曰足 否存在逍法用地及査丈
情況的現明

PDF

i.tg

足

００

数据庫表
PDF文 楷
;

否

Fl

ｎン

注:1.由 省国上資源斤初常的建没項 目,扱 国土資源部預常吋提供 国
土資源部定制的建没項 目月地 萩常申清表 。
2.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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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由 項 目所在地 口上資源主管部 11提 供 。

附件 2

建没項目用地預市申清表格式
(四 川省国土資源庁定制 )
項 目名 称

行上分 美

項 目批准美型

(常 批 、核准 、

申批 □

核准 □

各案 □

項 目批准机美

各案 )
似点
曰地
項定
地

項 目投資
(万 元 )

址

項 目建没依据
耕地

用地 規模
(公 頃 )

水用地

恙規模

小十

一般
耕地

功能分区

数量

申着用地

投資強度

容釈率

建 筑系数

建没月地

未禾1用 地

基本水 ロ

原有用地
(改 ケ女
ヒ項 目)

指粽控制面秋 指林対泣条件

工程項 目

土地使用粽准
和建浚林准
工 上項 目

市地千介
升晨情況

現明升晨市地坪徘沿IIE情 死

行政赤公及生活服券浚施用地

録地率

:

(単 位名称 )
(姐 象机杓代■ )

申青単位

(税 券登泥 号 )

(法 人身分信息 )

(地 址 )
(咲 系人
各

注

)

(咲 系屯活 )

項 目建没単位 (公 章 )
年 月 日

―

H―

附件

3

建没項 目用地預常建没単位

申清文本格式

料 (項 目建 没単位 )文 件

****(文

号

答友人

)

:

美子 申清亦理**項 目用地預常的報告
**国 上資源斤 (局 ヽ

根据 ∝ 浚項 目用地 萩申管理 亦法》(国 土 資源部今第 68号

)

的要求 ,班 杵 申清亦理
項 目用地 萩申的技告扱上 ,清 予申査。
・十
一、項 目建没背景
〔項 目建没 目的 〕咳項 目足 力 了解決**同 趣 /庄 対 **需 求等。〔項
目鋤

据 〕項 目已711入 **規 支1(文 号 )(女 口《四川省高速公 路国規

支1(2014‑2030年

)》

等 )/4四 川省友晨 友革委 (或 省人 民政府其他

部 11)批 隻項 目建洪ギ (文 号 )/同 意立項 (文 号 )/同 意升晨 前期
工作 (文 号 )/己 取得 《企並投資項 目各条適知ギ》(各 条号:キ *)/
接照国家或 省友晨 改革委 《**指 早意見》同意建浚 。〔項 目建没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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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建 没対 **具 有重要意又 ,項 目建浚符合 国家片並政策和 国家上
地供鹿政策 。按照
規定 ,核 項 曰鹿 由**部 11申 llL/核 准 (或 已姪**
・キ
部 11同 意各条 ),接 照

同鉄申査"的 原只1,向 省国土 資源斤 申清亦

理用地 預常。
二 、項 目基本情況
〔項 目建浚地 点 〕咳項 目建浚地点渉及 四川省 **市 (州 )**去
(市 、 区 )**慎 (多 )(銭 状工程表攀

ll去

,共 中市、去預常的銭状

工程可表述 Fll多 慎 ;決 状 工程表述 Fll多 慎 。項 目在逃址辻程 中,依
据 《*キ 項 目建浚用地指林 》(文 号 ),堅 持市豹集釣用地原則 ,尽 量
萄 当地土地rll用 恙体規支1和 城市規支1相 衛接 ,ill辻 多企方案的 叱地

,

最終碗定逸捧本方案 。
〔項 目建浚 内容 〕項 目主要建浚 内容力 *・ (挙 例 女
口新建公 路項
目,表 迷カネホ路銭起 自**市 (州 )**去 ,冬 至**市 (州 )**芸 ,滑
銭途埜 **市 (州

)ホ
・ 去 。(市

、去 萩申的現状項 目可表述 Fll多 鎮 )路

公里 ,共 中路基 K度 **公 里 ,隧 道 K度 力**公 里 ,杯 梁K
銭仝 Kホ ホ
度力**公 里;仝 銭浚畳交又**交 ;沿 銭没施 共 **炎 ,其 中 費浚施
ll■

*ホ

た ,服 券没施 **炎 ,生 控通信没施 **炎 ,赤 炒没施 **炎 ;主 要技

木林准力 :**。 互ミ 立交34̲接 残**公 里。公 路 主要技木林准力:**。
〔項 目投資恙板 〕核項 目恙投資豹力*・ 化元。
三、項 目申清用地情況
〔項 目用地現状分美 〕核項 目用地恙規模 **公 頃,土 地/11用 現状
*公 頃 (耕 地 **公 頸,合 基本水 口**公 頃),建 没用地 **公 頃
力水用地 中

,

未利用地 **公 頃。(渉 及跨市建没項 目,増 カロ
表述力:其 中,**市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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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内恙用地面釈 **公 頃,水 用地 **公 頃 (耕 地 **公 瞑,合 基本水 口

**

公 頸),建 没用 地 **公 頃,未 利用地 **公 頃;**市 (州 )境 内恙用地面
公 頃,合 基本水 口**公 頃),建 浚用
釈 **公 頃,水 用地 **公 坂 (耕 地 中キ
地 **公 頃,未 利用地 中*/Ak頃 。…… )
〔項 目用地符合規畑情形 〕核項 目用地符合 四川省/**市 (州

)

1或 己rll入 四川省/**市 (州 )/**
/**去 (市 、 区 )/土 地lll用 恙体規支

芸 (市 、区)/土地lll用 ̀意 体規え1重 点建浚項 目清単 ,不 占用基本水 口。
〔項 目用地不符 合 規畑情形 〕核項 目用地 不符合 四川省 **市
1/已 rll入 四川省 **市 (州
(州 )**芸 (市 、 区 )土 地fll用 恙体規支

)

**去 (市 、区 )土 地rll用 恙体規丸
1,但 渉及 占用**市 (州 )*キ 去 (市 、

区 )境 内基本 水 田**公 頃,相 美去 (市 、 区 )已 按規定編制土地利
支1方 案。
用恙体規支1修 政方案盟基本水 ロネト
〔項 目需要踏劫発 江情形 〕(占 用基本水 田或 占用其他耕地規模
校大的建 没項 目,包 括銭性 工程 占用耕地 100公 頃以上 、鉄状工程

70公 頃以上或 占用耕地IItrll用 地恙面釈

50%以 上 ,不 包括水岸美用

地項 目 )核 項 目占用耕地 中*公 頃,接 照有美要求 ,己 清 四川省国土
資源斤 /**市 (州 )/*・ ■ (市 、 区 )国 土資源局俎鉄升晨踏勘浴 江。
〔項 目用地功能分 区〕核項 目用地恙規模力**公 頃,其 中各功
能分 区用地面私分男1カ **(各 功能分 区面私情汎 ,以 及均土地使用
林准対 叱情 況

)。

口
政
咳項 ロカエ立項 目,須 按 照 《国上 資源部美千友

布和実施く工 立項 目定浚用地控制指林 〉的垣知》(国 土 資友 〔2008〕

24号 )的 要求 ,現 llH足 否符合投資強度 、容秋率、行政赤公及 生活
服券没施用地 、建筑系数 、録地率等五項控制指林 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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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用地規模符合土地使用林准和建没林准情形 〕核項 目申
清用地恙面秋和各功能分 区用地面秋均符合 《**項 目定没用地控制
指林 》或 《**項 目建 没林准》 的規定 。
〔項 目用地規模突破 土地使用林准 、建浚林准或元上地使用林
准情況 〕核項 目用地規模超辻 《**項 目建浚用地控制指林 》或 《*キ
項 目建浚林准》 的規定 (或 核美型項 目未飯布 土地使用林准 ),現 明
足林准及用地規模 碗定的依据 ,井 接照有美要求 ,俎 象升晨市地坪
介 ,illミ 国上資源主管部 lコ 姐鉄的寺家汗常査 IIE。
四、其他情況
僕 、土地 夏塁 等相美費用
充耕地 、征地ネト
我単4」i已 接規定格ネト
足 額納入 項 目工 程概 算 。 占用永久基本水 日的 ,数 費林 准接照 当地
耕地升塁費最高林准的両倍執行 。
五、小結
鰊上 ,根 据 ∝ 没項 目用地預申管理 亦法》(国 上 資源部今第 68
*項 目
号 )規 定 ,力 碗保項 目接期推邊 ,特 向休斤 (局 )申 音亦理 摯

用地萩申手須 ,清 分予常査批隻。
咲系人及 屯活 :(姓 名 )

(屯 活

)

(公 章 )

年

月

日

年

月

抄送 :**市 国上 資源局
キ*項 目建没 単位

日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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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項 目建没用地踏勘沿江扱告

(参 考文本 )

**** (単 4立 )
**笙 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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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示

一、項 目基本情況
(一 )項 目建没的必要性
(二

)建 没規模

(三 )用 地規模

二 、項 目区概況
三 、供 地政 策
四、建没方 案
(一

)地 址方案

(二 )占 用耕地情況
(三

)保 炒耕地 、市釣集釣用地的工程措施

五 、用 地 規模分析
(一 )功 能分 区用地情汎

(二 )土 地使用林准
六 、土地利 用忠体 規支J
(一 )土 地オ1用

̀意

体規支1

(二

)規 丸1修 改方案

(三

)基 本友 田ネト支1方 案

七、錆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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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 目基 本情況
*規 支
〔項 目建没依据 〕核項 目己夕
1入 ホ
1(文 号 )(女 口《国家
公路国規支1(2013年 〜2030年 )》 、《国家中く期鉄路国規支1》 等 )

/4国 家友展 改革委 (或 国券院其他部 11)批 隻項 目建洪ギ (文
号 )/同 意立項 (文 号 )/同 意升展前期工作 (文 号

)。

〔項 目建没

意叉 〕項 目建没升**具 有重要意文。項 目建浚符合国家声 上政策
和国家土地供泣政策 。〔項 目建没地 点 〕項 目用地 渉及 四川省**
表迷 :核 項 ロカ跨市
去 (市 、区 (跨 市項 目,増 カロ
市 (州 )ホ キ
)。

*、
項 目,渉 及 **、 キ

*ホ

共**今 市。)〔 項 目用地規模 〕項 目用地恙

規模 **公 頃,其 中友用地 **公 頃 (耕 地 **公 頃,合 基本友 田**
/Ak瞑

)、

建没用 地 **公 頃、未オ1用 地 **公 頃。

(― )項 目建没 的必要 性
(二 )走没規模

1.主 要技木林准
項 目接 **林 准建浚 ,… …

2.建 没 内容
口
新建公路項 目,表 述路銭仝
項 目主要建没 内容力**(挙 例政

K**公 里 ,其 中路基 K度 **公 里 ,隧 道く度力**公 里 ,析 梁K度
力**公 里;全 銭没畳交又**丈 ;滑 銭没施共 **炎 ,其 中牧費没施
*ホ

丈 ,服 券没施 **炎 ,監 控逍信浚施 **丈 ,界 ナ没施 **炎 ;主 要

技木林准力 :*・ 。互重 立交i4̲接 銭**公 里。公 路主要技木林准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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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 目立主及恙投資
〔項 目立主 〕核項 目立主力**(単 位 ),〔 項 目投資恙板 〕恙
投資釣か *化 元 。
(二 )用 地嫌

項 目用地恙規模 *ホ 公 頃,其 中水用地 **公 頃 (耕 地**公 頃
合基本水 田十*公 頃 建浚用地 **公 頃、未fll用 地 **公 頃。各去
,

)、

区用地情児兄下表

:

**項 目用地情況表
市

■

恙用地

'∝

建没用地

T」 地
ノ

未オJ用 地

耕 llb(来 木 友

二 、項 目区概況
三、供地政策
核項 目属千 **項 目,根 据 《限制用地項 目曰永》(2012年 本

)、

《禁止用地項 目曰永》(2012年 本 ),本 項 目不属 子国家 禁止或
限制用地項 目,符 合 国家土地供泣政策 。
四 、建没方案
(― )比 址 オ茉

1.力 案 叱地

(用 地情況 、尤其足 占用 耕地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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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 孝方案
(二 )占 用耕地情 尻
(二 )保 ′耕地 、市釣集釣用地 的工程措施

五 、用地規模分析
(一 )功 能分 区用地情 光

口新建公 路項 目,表 述力路 銭全く **公 里 ,主 要技木
挙例 女
*公 里 ,用 地 **公 頃;隧 道K度 力**
林准力:十 *。 其 中路基 K度 キ
公里,用 地 **公 頃;析 梁K度 力**公 里,用 地 **公 頃;全 銭没畳
交又**炎 ,用 地 **公 頃;滑 銭没施共**交 ,其 中牧費没施 **炎

,

用地 **公 頃。服券没施 **炎 ,用 地 **公 頃。監控 ill信 没施 **丈
*炎 ,用 地 **公 頃;互 重 立交ilt接 銭**
用地 **公 頃;界 学没 施 ホ
,

ホ
公 瞑。
公里,主 要技木林准力:**,用 地 ホ
(二 )土 地使 用林 准

六 、土地利用患体規刻
(― )土 地オ1用 恙体規 刻

項 目符合省 、市 、■土地lll用 意体規支1情 汎 ,足 否 需要修
交1基 本水 田。
改土地rll用 ̀意 体規支1,ネ ト
(二 )規 剌修 及オ茉

―‑ 20 ‑―

刻オ茉
(二 )基 本水 ロネト

七、結稔

1.項 目足 **美 項 目,是 否符合供地方 条 。
2.項 目建 浚方条足 否符合保 夕耕地 、市釣集釣用地要求。
3.項 目地址方条是 否合理 ,足 否符合保 夕耕地要求。
4.項 目用地規模足 否合理 。
5.項 目規支1修 政方条和基本水 ロネト支1方 案足 否可行 。
人、附件
1.建 没項 目恙体規支
1国

;

2.建 没項 目現状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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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 没項目市地坪倫報告

(参 考文本 )

承担単位
負 責 人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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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

:

―、建没項 目基本情況
(一 )項 目建没 背景

升建浚項 目立項背景 、建没的重要性等逃行滉明。
(二 )項 目建没 オ茉

対項 目建浚 内容 、建浚規模 、建没林准及条件 、机支1布 局情
況等逃行悦 明。
(二 )項 目建没 用地 情 死

対建没項 目似用地恙規模 、各功能分 区支1分 及用地規模等逃
行現明。
二 、建没項 目市地坪倫
(― )市 地汗介対 象

明後市地汗介的対象及苑国。
(二 )市 地汗介原 興1
明挽市地坪会的基本原ス1,体 現象合性 、差昇性 、定性均定
量相結合 。よ建浚項 目土地禾1用 錯杓 、土地利用 強度等方 面繰合
坪含土地オ1用 状児 。炊建 没項 目実 昧出友 ,充 分考慮建没項 目的
美型、特点,以 及所炎 区域姿済社会友晨差昇逃行平介 。尽量把
定性的、4詮 性的分析逃行量化。在対項 目建浚依据与必要性等
逃行分析吋以定性分析力主,在 坪丼1市 地水平叶以定量分析力主。
(二 )市 地汗介 内容

主要包 括 :分 析汗介 建 没項 目足 否符合声 立政策和供地政
策;対 建没項 目恙用地 規模和各功能分 区用地規模逃行汗介 ;対
建浚項 目主要工程技木措施邊行分析坪介 ;針 対国内外国炎建没
―‑ 23 ‑―

項 目用地情児 ,逃 行先逃性 比較分析等。
三、建没項 目規模術定的可行性
対建没項 目用地 中存在的主要同題逃行分析 ,滉 明建没項 目
規模碗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四、建没項 目市地坪倫錆稔
根据市釣集釣用地 原ス1,碗 定建没項 目恙用地和各功能分 区
用地規模足 否符合市釣集釣用地的要求。
附件 :《 建 浚項 目市地汗介扱告》編 写人員名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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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没項 目市地坪倫報告編写人員名単
(宋 体 ,三 号 ,居 中 ,加 粗 )

姓名

駅称/取 勢

単位

笠字

項 目負責人

項 目姐成 長

坪伶報 告
編写人

坪介報告
常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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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国上資源斤か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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