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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我中心受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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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下列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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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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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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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实行网上报名。其中，2021-拍-133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1月18日17:00前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2021-挂-86号、

2021-挂-87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1月27日17: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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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名截止期限内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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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文件，拍卖、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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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3-5553344洪先生（峨眉山市）、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1年12月28日

序号

2021-拍
-133号

2021-挂
-86号

2021-挂
-87号

宗地位置

峨眉山市峨山街道
彭桥村

[2021-94号]

峨眉山市胜利街道
红星村1组、7组、8组

[2021-81号]

峨眉山市绥山镇
原峨山煤矿
[2021-87号]

宗地面积
（平方米）

69087.1
（合103.63亩）

20060.0
（合30.09亩）

22306.32
（合33.46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商务
金融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40年、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 40年
（批发市场用地、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40年
〔商业用地（旅馆用地）〕

起叫
（始）价
（万元）

11725

3158

244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520

950

735

增价
幅度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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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兼容居住用地〔城镇
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其中商业

建筑面积大于50%且不大于9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旅馆用地）〕

容积率

大于1.0 且
不大于2.0

1.5及
以下

0.8及
以下

建筑密度

30%及
以下

40%及
以下

30%及
以下

绿地率

30%及
以上

20%及
以上

35%及
以上

建筑高度

50米及
以下

24米及
以下

15米及
以下

出让
方式

拍卖

挂牌

报名起止
时间

公告之日起
至2022年1月
18日17:00止
（节假日除外）

2022年1月
17日09:00起
至2022年1月
27日17:00止
（节假日除外）

交易时间

2022年1月
19日10:00

2022年1月
17日09:00起
至2022年1月
29日10:00止
（节假日除外）

发挥协会功能

密切配合落实行业安全

为带动乐山市物业服务企业自律
诚信、物业项目规范发展树立典型标
杆，在省房协的指导推进下，协会组织
申报、初审、上报，先后完成了5家企业

“2018-2020年四川省物业服务行业
诚信评价”工作、11个“2021年度四川
省物业服务品牌项目评定推介工作和
2018年度四川省物业服务品牌项目复
评”工作；荣获省级AAA级诚信物业
服务企业1家、AA级诚信物业服务企
业4家。在市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协
会完成了7个“2021年四川省基层治
理百佳示范小区”的推荐评选上报。
结合行业实际，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宣传国家层面关于诚信激励、失信
惩戒的文件精神，大力呼吁行业诚信

自律建设。
为增加物业收费透明度，规范物

业服务市场，按照省、市住建部门关于
“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让
群众明明白白消费”的工作要求，协会
向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发出倡议，并组
织我市15家品牌物业服务企业代表签
订“合法经营、规范收费”承诺书，规范
会员单位管理服务行为，号召增强诚信
守法、公平竞争的意识，维护行业整体
利益。同时，按照省市住建部门、民政
部门文件要求，协会内部主动认真开展
2021年涉企收费自查自纠，顺利完成
2020年度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并上报协
会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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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物协市物协20212021年工作成绩斐然年工作成绩斐然
2021年，乐山市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积极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诚信自律为主

线，以行业精神为助力，着力强化提升行业基础服务技能，务求

实效地开展会员活动，充分发挥协会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

行为、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以新的有力作为推动行业创新发

展，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行业自律、抱团发展，按照《乐

山市物业管理协会章程》有关规定，协会顺利完成了理事会换

届工作。第二届理事会将沙湾区、夹江县、井研县、峨眉山市等

区县办事处、协会代表纳入，成员新增至 16 人，明确了常务理

事分工，解决了近年来因理事、监事单位领导层人员变动，区县

要求不统一，致使协会开展工作存在一定困难的问题。

为当好政府得力助手，维护会员合法
权益，协会积极建言献策，先后同主管部
门一起参与了《乐山市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第六节“城市物业管理”篇章的修
订与论证、《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新版修
订，力争引入乐山特点，使每一条法规都
具有可操作性；并为主管部门基层调研收
集素材及在泸州参加“全省物业管理工作
会议”上的交流提供依据；提出《关于中心
城区建筑垃圾倾倒相关问题的紧急报
告》、拟写《关于住宅小区停车和物业收费
情况的调研报告》，并得到了主管部门的
积极协调处理。协会化解纠纷难题，组织
专业队伍先后多次参与协调了物业现场
纠纷。协会代表参加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第二场“法院开放日”活动，参观
了智慧审判法庭并参与座谈交流，了解到
相关纠纷审理法律知识。

为行业输送专业人才，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协会先后组织举办了《民法典之物业
管理》《第四期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项
目经理综合能力提升培训》《档案管理》培
训班，共计输送行业从业人员580余名。系
统全面掌握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专
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用良好的职业素质
和周到细致的服务赢得业主的信任和满
意。在市房产中心的指导下，顺利建成“乐
山市物业管理专家库”，通过申报、审核、选
聘出21位行业专家。

为凝聚行业媒体资源，营造健康舆论
宣传氛围，协会组织行业10家知名品牌
企业与乐山日报达成合作共识，在乐山物
业党建引领、行业自律、协会发展、解决矛
盾纠纷等问题上，依托行业主管部门的大
力支持，分享各单位经验做法等图文素
材；主动宣传报道，接受媒体社会监督，积
极引导行业自律、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乐山市物业管理协会李军表示，虽然
协会换届工作已完成,但协会领导班子的
分工尚需细化落实，对区县办事处的日常
工作缺乏统筹管理;会议准备有待加强；
虽然组织了从业人员参加协会主办的相
关岗位技能培训,但缺乏对培训结业证书
等的运用；协会与会员之前的互动融入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

2022年，是《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
新版正式实施的一年，是物业行业走向更
加规范的一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式下，
行业企业将以品牌项目为示范，密切配合
社区筑起防疫城墙，保障园区正常生活，
守护业主日常安全。接下来，协会将以品
牌建设作为改善物业服务供给结构，促进
企业提质增效升级，以“品牌建设年”为工
作重点，着力推动物业管理行业高质量发
展。

（小倪）
（市物协 供图）

2021年期间，协会共召开常务
理事会4次，理事会2次，监事会2
次，有针对性地沟通不同阶段行业
内信息、商讨部署协会工作、解决
会员呼声难题。截至目前，发展会
员单位117个（含战略合作单位）。

协会在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
更是紧绷“守住防疫阶段性成果”
这根弦。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协
会及时掌握各相关部门防疫指导
要求，传达督促行业企业严格落
实，并先后多次向我市各物业服务
企业及会员单位发出通知倡议，真
实反映会员企业困难，争取相关扶
持，全力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疫
情防控工作。

为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
全发展基础。协会适时印发《关于
加强我市物业服务区域电动车停
放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关于进
一步做好我市物业行业防灾减灾
的通知》，及时传达相关要求。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市物
业协会组织我市各物业服务企业
领取发放《建筑物防震减灾科普知
识手册》、《防灾减灾科普知识手
册》共2000余本。在节假日、汛期
来临前，协会多次抽调会员单位30
余人分组密切配合主管部门，走进

中心城区370余个小区开展行业安
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落实新冠疫
情防控措施、电瓶车停放充电消防
安全、防洪防汛相关准备、创文创
卫保持及排查高空抛物坠物、堵塞
消防通道等安全隐患。提前传递
汛期可能出现的灾害信息，保障项
目及时应对防范。完善对我市物
业管理项目台账管理，做到底数
清、问题熟、现状明，为主管部门提
供数据素材。

为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实践精
神，2021年期间，协会先后组织我
市中心城区近60家物业服务企业
相关负责人参加落实“四川天府健
康通”推行使用会议；组织我市80
家物业服务企业近90余名消防安
全负责人、管理人参加消防安全隐
患整治推进培训会；组织中心城区
80家物业服务企业近200人在翡
翠国际观澜郡小区现场观摩“中心
城区2021年物业小区防洪防汛应
急演练”；抽派3名会员代表同主管
部门赴资中观摩“全省物业服务行
业消防安全演练”。同时，借助协
会微信公众平台及社会新媒体，着
重提高各物业服务小区的安全防
范意识，赢得业主对物业更多的支
持与理解。

为加强物业行业党的组织建设工
作，推进行业健康发展，协会多次展开
统计、宣传，推进“红色物业”建设，以党
建引领全市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更好地发挥物业服务在城市基层综
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市
已上报的部分物业企业已成立党组织
8个，行业在岗党员216人。协会收集汇
总了单位成立党组织筹备资料及流程，
持续引导满足条件的物业企业建立健

全党的组织体系。收集采编了我市物业
企业和小区党支部在党建引领提高基
层治理水平方面的先进素材，对外加强
宣传，找准乐山亮点，形成模板推广。

为探索小区管理新模式，破解老旧
三无小区治理顽疾。在市、区相关部门
的指导下，协会全力配合承办方参与

“汇聚社会力量、助力社区治理-三社
联动”主题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协会组织我市物业行业各

会员单位50余名党员干部、负责人来
到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参观中
国核聚变博物馆，开展以“传承红色基
因，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党史学习
教育。组织人员先后参加“全省房地
产业党建工作（南充）交流座谈会”、
全省物业管理工作会议及法规政策培
训会议。推动行业学习和践行党的十
九大精神、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有效发
挥了战斗堡垒的重要作用。

推进“红色物业” 坚持打造行业党建引领

构筑“精神阵地”

主动建设诚信自律品牌

打破传统模式

创新搭建行业供需平台

《《民法典民法典》》培训培训

小区防汛演练小区防汛演练

区县办事处成立区县办事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