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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于2021年12月1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挂牌出让活动，成交
结果如下：

成 交 公 示
乐市自然资公〔2021〕41号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1年12月10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278385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

乐山市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1日

序号

2021-拍
-69号

2021-挂
-48号

地块位置

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
片区乐青路东侧，北通
路北侧，20米规划道路
西侧[TJ(B)-01-c1号]

乐山市中心城区
蟠龙片区瑞云路西侧
[PL(II)-a-01-a号]

土地面积
(㎡)

67713.22
（合101.57亩）

3614.24
（合5.42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零售商业
用地40年

零售商业
用地40年

起叫(始）
价(万元)

32300

1540

成交价
(万元)

40000

1540

楼面地价
（元/㎡）

2954

—

竞得人

乐山嘉城
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乐山城市
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广告

峨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法人章（喻斌）1枚（编码
5111325000723）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峨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12月2日

广告

遗失声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批准，我中心受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将于2021年12月21日10:00在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出让下列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乐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1〕47号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拍卖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于2021年12月20日17:00前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已完成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1年12

月20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办理竞买手续（若网上报名系统不能正常使用，请及时与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联
系获取竞买保证金缴款账户，完成报名手续）。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拍卖文件可在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szrzyj.leshan.gov.cn/sgtzyj/lstdkq/kq_index.s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四川
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乐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zrzyj.leshan.gov.cn/）。

六、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
联 系 人：13990687472李先生（金口河区）、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1年12月1日

序号

2021-拍
-119号

2021-拍
-120号

2021-拍
-121号

宗地位置

金口河区张村沟片区
[A-02号]

金口河区张村沟片区
[B-03号]

金口河区张村沟片区
[B-04号]

宗地面积
(平方米)

27980
（合41.97亩）

15920
（合23.88亩）

22150
（合33.23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旅馆用地、零售商业
用地40年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40年

起叫价
(万元)

3580

2210

291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74

663

873

增价幅度

20万元
及以上

20万元
及以上

20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住宅计容面积≤30%）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业计容面积≤10%）

容积率

不小于2.0
且不大于3.0

不小于2.0
且不大于3.0

不小于2.0
且不大于3.0

建筑密度

不大于25%

不大于40%

不大于25%

绿地率

不小于30%

不小于25%

不小于30%

建筑高度

不大于60米

不大于60米

不大于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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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公寓为主兼顾康养度假功能现状

峨眉山市旅游地产

近年来，峨眉山市抢抓重大历史机遇，奋力
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加快打造绿水青山典范城
市，奋力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点崛起。

峨眉山市坚定不移推进“文旅融合”，全面挖
掘世界遗产文化，优化“全龄全时全域”产品供
给，城市面貌华丽蝶变，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大幅提升，峨眉山市的城市定位随着大批文旅项
目的规划落地，转变为世界级旅游城市和国际旅
游目的地。

“随着峨眉山市旅游业蛋糕的做大、发酵、膨

胀，房地产与旅游的需求互相叠加，市场产生了
强劲的旅游地产需求。”业内人士表示，旅游地产
集中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等功能，能提供更
好的自然景观、建筑景观和配套设施，具备很好
的投资价值。“旅游地产因为融入了文化创意和
旅游胜境，能够增加体验感和互动性，市场前景
更为广阔，更受资本市场青睐。”

据了解，在峨眉山旅游蓬勃发展的当下，以
峨眉山景区为核心的辐射区域，吸引了德胜、绿
城、领地、恒邦、恒大等知名开发商入驻，已有一
大批旅游地产项目拔地而起。

因旅而兴因旅而兴 亟待升级亟待升级

◀ 旅游地产蓬勃发展

目前，峨眉山市在售的旅游地产项
目多为小面积投资型产品，售价在8000
元/平方米以上。业内人士表示，这类
产品需要完全依靠旅游产业，其市值和
旅游市场的景气程度正相关。

有统计显示，今年，峨眉山市旅游
地产的成交量较去年明显偏低，均价变
化不大。

业内人士认为，造成峨眉山市旅游
地产成交量有所下降的原因，除了疫情
影响之外，还有成乐沿线多处旅游地产
的兴起和竞争，客源被分流。“如果仍然

只是单纯依靠峨眉山的旅游资源进行
开发，那么当地旅游地产的发展之路
肯定会受影响。峨眉山市的旅游地产
亟待转型升级！”

记者注意到，绵阳市的方特东方神
画主题乐园将传统旅游与主题公园结
合起来，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带动了
当地旅游地产的发展。峨眉山市拥有
中国峨眉山国际康养中心等优质康养
医疗配套，未来，这些资源或许可帮助
峨眉山市打造更多类型的旅游地产产
品，推动旅游地产良性发展。

旅游地产，由丰富的旅游资源衍生而来，是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为一体的置业

项目。相较于传统的住宅项目，旅游地产更偏向于投资属性。

近年来，峨眉山市土地资源供应较为充足，以峨眉山山脉走向延展出的平原区域、

溪湖区域等广袤土地上，兴起了一大批旅游地产项目。

总体来说，峨眉山市的旅游地产集中在峨眉
山景区周边，多为投资性公寓，兼顾部分康养度
假功能，户均面积多为30-50平方米。在售的项
目包括见山府、峨眉璞园、悦山府、峨眉观顶、爱
这山、峨眉莲花湖等。

见山府在售楼栋为30号、31号、19号楼，户
型面积 32-65 平方米，均价 1.1-1.3 万元/平方
米，基装销售，二期规划暂未出炉。

峨眉璞园二期在售楼栋为25号、26号、27
号、28号、30号、31号楼，梯户比2梯9户和2梯
8户，主推30号、31号楼，户型49平方米、56平
方米、84平方米，清水房售价7500-7800元/平
方米，精装房售价9500元/平方米。

悦山府为11层、15层和13层的小高层，户
型面积35-65平方米，梯户比2梯17户，5号-16
号、20号楼在售，售价9000元/平方米，基装销
售，9月30日已交房。

峨眉观顶2号酒店公寓已在运营中，剩余房
源户型为34-83平方米，售价9000-12000元/
平方米，总价34-50万元/套；1号公寓产品未售；
合院、双拼产品3-35号已交房，售价1.6-3万元/
平方米，总价101-177万元/套。

爱这山准现房销售，多层洋房在售，13号楼
1梯10户，12号楼2梯23户，50-69平方米，售
价8000-9000元/平方米。

峨眉莲花湖前期公寓产品正常销售。

■记者倪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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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助推区域地产蓬勃发展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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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资源和新兴产品互融转型

本报讯（记者 倪珉）为加快沙湾区斯堪纳片区土
地开发利用，改善周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日前，根据沙湾区斯堪纳片区详细规
划和当地土地开发利用情况，沙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发布了《关于乐山市沙湾区斯堪纳片区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一期）项目公开征询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显示，拟开展的斯堪纳片区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包括新建3段道路、1个城市
公园，整治1条人行道，工程预计2022年1月动工，
2022年底竣工。

《通知》发布后，市民纷纷表示支持和期待：“城市
配套完善了，沙湾的形象也更好了，老百姓是最直接
的受益者。”

沙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谭俊波表示，沙湾
区将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不断加强斯堪纳
片区及其他多个人居区域的城市建设，丰富完善城市
配套。

道路升级、新建公园……

沙湾区斯堪纳片区
市政配套将完善

本报讯（记者 倪珉 祝贺）昨
（1）日上午，“携手并肩，共创未
来——乐山高新万达广场与乐山
意凡投资签约盛典”举行。未来，
我市第二座万达广场将落户乐山
高新区。

据了解，乐山高新万达广场项
目计划从 2023 年开始，将现有的
意凡家世界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升
级打造，预计 2024年开业。改造

后的乐山高新万达广场预计总体
量12万平方米，与通江万达广场相
当。未来，乐山高新万达广场将以
休闲娱乐体验功能为主，从一楼到
六楼呈现儿童亲子、商超、运动、时
尚家居、幼儿教育、快时尚餐饮、主
题餐厅、KTV、娱乐体验以及大型
影院等多元化业态，努力实现服务
高新区、呼应乐山主城、辐射周边
区县的圈层效应。

我市第二座万达广场将落户乐山高新区

新华社厦门电（记者 颜之宏）记者11月30日从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厦门市产业园区
利用自有用地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办法》
已经出台实施，该办法支持产业园区内的工业企业利
用自有用地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以解决员工
住宿困难、通勤不便等实际问题。

办法提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租
赁合同应当在住房部门所属的厦门市住房租赁交易
服务系统备案。租金应当接受政府指导，租金标准按
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租赁住房评估租金执行。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柯玉宗表示，根据办
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可以在不补缴土地价款，无需约定
投资强度、产值、税收等情况下，根据相应指标建设宿舍
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鼓励将同一产业园区中多宗工业项
目的指标集中起来，统一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便于统一管理，挪出指标的企业则可以专注生产。

上述办法已在印发之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为五
年。

厦门支持企业利用自有用地
建设宿舍型保障房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 林碧锋）为解除农民工
“后顾之忧”，云南省多部门日前联合出台相关政策，
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明确工资
保证金监管部门，工资保证金可采用银行保函代替，
助力破解工程建设领域的农民工欠薪问题。

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云南省〈工程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实施细则》明确，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由州（市）人社行政部门具体管理，
州（市）根据情况可委托县（市、区）人社行政部门进行
日常监管。

根据上述文件，工程建设领域总承包单位在工程
建设项目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金或
申请开立银行保函；工程建设项目跨州（市）的，在工
程建设项目部所在州（市）的经办银行存储工资保证
金或申请开立银行保函。

新规指出，工资保证金可以采用在银行设立专门
账户存储的方式，也可以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的银
行保函替代。有条件的州（市）可以探索引入工程担
保公司保函或工程保证保险。用工程担保公司保函
或工程保证保险替代工资保证金的，参照银行保函的
相关规定执行。

云南出台新规
保障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发放

▲ 旅游地产因旅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