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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地块情况 一宗“百亩商住”，一宗“交通服务”

■■ 记者记者 倪珉倪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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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土地供应开启下半年土地供应开启

随着今年两个新项目开盘入市，
乐山高新区目前有未来花园城、华
泰·空中森林、宝德·未来绿洲、邦泰·
大渡河府滨河湾四个项目在售，其中
邦泰·大渡河府滨河湾处于清盘销售
阶段。从项目数量到土地存量，乐山
高新区是乐山楼市数一数二的热点
区域，现在两宗地块即将拍卖，自然
吸引无数目光。

在这两宗地块中，关注度颇高的毫
无疑问是占地百亩以上的商住用地
——天合路以东、太安路以西、茶山路

以北区域[GXQ(E)-01-a1号]地块。大
家乘坐10路公交车在迎宾大道北段下
车，然后沿着茶山路往乐师附小高新校
区方向前进，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地块所在位置。到达之后，会发现该地
块和乐师附小高新校区仅一街之隔，再
加上茶山路和天合路，围合而成的就是
即将拍卖出让的地块。此外，该地块旁
边还有一所正在修建的幼儿园——大
乐之野幼儿园，轮廓已经初步呈现。记
者在实地探访中看到，地块周边的道路
已经非常完善。

▶▶▶ 作 为 房

地 产 一 级 市 场 的 土 地 拍

卖，往往能直观体现楼市趋势、

房企预期，是重要的风向标。

今年乐山楼市借助各种利好政策的

东风以及楼盘推出的各种优惠政策之后，在

上半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显现了“反弹”迹象，但是

后市走向如何，依旧不明朗。同时，上半年土地市场

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因此，8月9日即将开拍的乐山高新

区两宗地块，备受各界关注。

熟悉乐山房地产的人在看到地块编号时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因
为[GXQ(E)-01-a1 号]地块曾经以[GXQ(E)-01-a 号]的编号、占地
163690.72平方米（合245.54亩）的体量出让过，但因故最终没能成功出
让。

此番“回炉重造”之后，拟拍地块的各项“属性值”可以说是得到了
“涅槃升级”。地块面积从245.54亩“优化”为103.70亩，较之前的面积
减少约 142 亩；起叫价方面，也从原来的 49350 万元相应减少到了
20860万元，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竞拍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将明显减
小，销售周期也相对缩短。

同时，地块临近的华泰·空中森林和宝德·未来绿洲均是今年乐山
的热销项目。要知道的是，华泰项目为新拍地块，当时的成交楼面单价
1453元/平方米，如今销售的建面单价为6400-7400元/平方米。即将
开拍的103亩地块测算起叫楼面地价约为1371元/平方米。

如今，乐山高新区秉承“山水、文化、产城、人景”有机融合的发展理
念，以“山水花园城、乐山智慧心”为定位，现代新城规划已定型，建设区
面积达42平方公里，“一廊两带四区”的空间结构整体形成。随之而来
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快速提升、城市功能逐步完善、土地利用更加集约，
进一步织密扎牢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网。进而，滨江沿线的一
众品质人居项目纷至沓来，乐山高新区正向现代新城华丽转变。

记者从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
心获悉，该中心拟将于8月9日10时
在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
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出让乐
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天合路以东、太
安路以西、茶山路以北区域[GXQ
(E)-01-a1号]，以及乐山高新区总部
经济区规划道路以东、龙安路以西、
观音堂路以南、回龙路以北区域
[GXQ(B)-12-c号]两宗地块。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天合路
以东、太安路以西、茶山路以北区域
[GXQ(E)-01-a1号]：东临太安路，西
临天合路，南临茶山路，北临国有土
地，宗地面积 69130.92 平方米（合
103.70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70年、商服用地40年。容积率要求
大于1.0，且不大于2.2。可配套不超
过地块规定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0%

的商业建筑。需要注意的是，该宗地
块建筑高度要求不超过60米且满足
航空限高要求，同时应满足临河一
侧、沿地块用地线进深30米范围内，
限高20米。此外，要求自交付土地之
日起6个月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3
年内竣工。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规划道路
以东、龙安路以西、观音堂路以南、回
龙路以北区域[GXQ(B)-12-c号]：东
临国有土地，西临乐山德瑞置业有限
公司，南临回龙路，北临乐山德瑞置业
有限公司，宗地面积5032.9平方米（合
7.55亩）。宗地用途为交通服务场站用
地，出让年限为50年。用地使用性质
为交通场站用地（S4）（社会停车场用
地），容积率要求不大于1.8，建筑高度
要求不超过24米。该地块要求自交付
土地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自开工之
日起2年内竣工。

宗地实探“百亩商住地块”周边较为成熟

地块分析 乐山高新区楼市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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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高纯晶硅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公示，征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纸质文件的查
阅方式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以下方式查阅：
网 站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9sgKxc6ymPYWqX869zXukA
提取码: 9b3d

纸质版本：通过下方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建设项目周边的群众以及

社会团体（包括：村委、企事业单位等）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下载项目公众意见表，填写

公众意见。
网 站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9sgKxc6ymPYWqX869zXukA

提取码: 9b3d
四、公众提出的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馈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
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
用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网络公示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龙翔路
联系人：赖先生
联系电话：13990686332
电子邮箱：3131213831@qq.com

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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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高纯晶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报讯（记者 倪珉）自入汛以来，市自然资源局
持续开展对在建工程领域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据了解，整治工作由该局牵头，属地政府和
行业主管部门具体落实，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截至
目前，累计对全市86处地灾隐患风险较高的重点在
建工程项目，进行全方位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

期间，重点关注在建工程项目及公棚营地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制度落实情况，项目及营地周边风险巡
查排查、监测预警落实情况，防灾应急预案编制、演
练、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落实情况，在建工程全体人
员开展防灾、识灾、避灾宣传培训落实情况等。同时，
对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专项台
账、及时开展“回头看”。

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整治工作中充
分运用“两书一函”工作机制。截至目前，累计移交整
改相关问题50处，发出整改通知、提示函等8份，对
其中2处确实无法立即整改的，正通过工程措施予以
彻底整改。

市自然资源局：

开展在建工程地质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本报讯（记者 倪珉）“值班室吗？有一户业主家
里发生火灾，请速去救援。”7月21日20时27分，中
心城区致江路236号的嘉州花园小区值班室接到火
情报告，当晚值班的花城物业秩序部值班班长余胜天
立即同另一名值班秩序员胡大勇一道，手提干粉灭火
器跑步奔向现场，同时通知不当班的秩序员杨波火速
赶到现场协助处置。

当日20时28分，队员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是该
业主家里厨房起火。只见现场浓烟滚滚，厨房天花板
上已见明火，情况非常危急。快速查明火情后，余胜
天和胡大勇第一时间熟练地关闭该单元燃气总阀门
和单元供电总闸。随即两人冲进房间，迅速将屋里人
员疏散到楼下安全地带，再手提灭火器对准着火点部
位进行喷射灭火。

秩序员杨波负责外围警戒，疏散围观的群众，及
时拔打119火警电话，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在
灭火现场，物业人员用带来的两瓶灭火器迅速控制住
火势，然后用消防水带接上楼道里的消防栓，用水枪
对准仍在燃烧的余火进行喷水灭火。

20时40分左右，余火被完全扑灭。待现场被彻
底清理后，花城物业工程部人员对火灾现场进行安全
检查，以杜绝火灾遗留下安全隐患。

事后经了解，这次事故是业主家里一老人在厨房
煎油不慎引起的火灾，服务中心随即在小区业主群进
行夏季安全用电用火等防火知识宣传。

半夜突发火情
物业人员紧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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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区位图 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供图

宗地实景图 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供图

沐川县磊邦石材加工有限公司公章1枚(编

码5111296008953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沐川县磊邦石材加工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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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乐山市嘉苑养老有限公司食堂“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35111020019365号)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乐山市嘉苑养老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广告

遗失声明乐山市育才实验幼儿园因民办学校分类选择登记工作需要，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对幼儿园资产进行清算，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丽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龙鹤街19号
电话：0833-2275169 13881327002

乐山市育才实验幼儿园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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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公告
致全体业主：

乐山市高新区临江东路595号三江华府项目的架空层、物管用房、消防控制室、业委
会用房、门卫室、设备用房、非机动车库等公共产权及配套设施设备已于2015年10月15
日移交给该项目全体业主使用，由乐山市创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以保证公共产
权部分设施设备正常使用。

特此公告
乐山市创美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8日
广告

乐山市创美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向全体业主移交公共产权及配套设施设备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