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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 水 县 人 民 政 府

沁政函〔2022〕12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开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的

批 复

县自然资源局：

你局《关于公开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已收悉，经研

究，同意按确定的方案公开出让 qs2021-11 号、qs2021-22 号

qs2021-23 号、qs2022-6A 号、qs2022-6B 号等五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请你局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附件：沁水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公开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沁水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6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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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自然资源局
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2022 年第 7 号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沁水县 2014 年第四批次建设用

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15〕150 号）、《关于沁水县 2017 年第

四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18〕217 号），依据县政

府土地供应计划及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现拟定

qs2021-11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方案如下。

一、宗地情况

qs2021-1 号宗地位于龙港镇柳庄社区，用地面积 13839.93

平方米，四至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宗地性质

本宗地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40 年。

三、规划指标

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以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沁规件字〔2022〕第 11 号）为准。

1.容积率：≤2.5；

2.建筑密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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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地率：≥25%；

4.控制高度：≤60m；

5.建筑后退四界距离（米）：

东：以征地界限退后 5m；南：以道路红线退后 8m；西：以

征地界限退后 8m；北：以道路红线退后 20m。

6.停车位：机动车 0.8 车位/100m2建筑面积；非机动车 6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机动车出入口方位：沿地块南侧、北侧

方向开设出入口。

地 下

地下空间

主要使用功能

储藏、车库、人防、设备用房等

地下空间水平最大

投影面积（m2）

9697.9

地下空间后退地界

（道路红线）（m）

东 退地界线≥5m 南 退道路红线线≥8m

西 退地界线≥8m 北 退道路红线线≥20m

7.需配套的公共设施及规模：应配建建筑面积不小于 30m2

垃圾收集点，建筑面积不小于 50m
2
公厕。

8.竖向设计要求：以周边主要道路作为基础标高，在方案

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

9.城市设计要求：(1)注重色彩、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2)有碍城市景观的附属设施严禁沿道路设置。(3)主要为农贸

市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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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规划要求：(1)建筑节能必须达到国家、省、市节

能标准要求，按基本级及以上绿色标准建设。(2)按不小于总规

划机动车停车位数 20%配建充电桩，并为 100%的机动车车位预

留安装能力。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提倡非机动

车停车位配置充电设施，集中充电区域应符合消防等安全管理

要求，禁止设置在露天及机械式非机动车停车位上。(3)地下配

建人防工程应符合相关人防工程建设标准和要求。(4)地块内菜

市场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1000 平方米。(5)为确保项目安全，项

目建设前，须对场地内现状电力线路改线。(6)在建设工程规划

设计前，应进行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按相关要求查明

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

以确保工程安全。(7)建筑物地上、地下突出物不得超越地上、

地下建筑控制线（详见控制性规划图）。(8)工程项目涉及消防、

防洪等问题时，应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手续。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近三年在我县范围内无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

五、出让条件

本宗地为净地土地条件出让。

六、出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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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受让人，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本次公开出让如报名达三家以

上（含三家），采取拍卖出让方式，报名不达三家，采取挂牌出

让方式。

七、出让底价的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由我局集

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

八、竞买保证金与银行资信证明

本宗地竞买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

由我局集体研究后确定。

九、其它事项

本宗地原地类涉及农用地，土地出让金不包含社保资金、

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由受让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十、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需在十个工作日内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需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让

金全部缴纳完毕。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退

还竟买保证金。已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由受让人

承担一切责任。

十一、公开出让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出让活动由我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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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自然资源局
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2022 年第 8 号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沁水县 2021 年第二批次建设用

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1〕391 号），依据县政府土地供应计

划及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现拟定 qs2021-22 号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方案如下。

一、宗地情况

qs2021-22 号宗地位于端氏镇必底村，用地面积 4823.0 平

方米，四至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宗地性质

本宗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三、规划指标

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以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沁规件字〔2022〕第 8 号）为准。

1.容积率：≥0.8；

2.建筑系数：≥40%；

3.绿地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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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高度：≤12m；

5.建筑后退四界距离（米）：

东：以征地界限退后 4m；南：以征地界限退后 4m；西：以

征地界限退后 4m；北：以征地界限退后 4m。

6.停车位：机动车 0.2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非机动车 2

车位/100m2建筑面积；机动车出入口方位：沿地块南侧方向开

设出入口。

7.需配套的公共设施及规模：应配建公厕、垃圾分类处理

等市政基础设施。

8.竖向设计要求：以周边城市道路作为基础标高，在方案

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

9.城市设计要求：注重色彩、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10.其他规划要求：(1)应符合有关环保和安全要求。(2)投

资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3)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达到国

家、省、市有关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按基本级及以上绿

色标准建设。(4)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

过总用地面积的 7%，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

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5)行政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 20%。(6)在建

设工程规划设计前，应进行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按相

关要求查明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提出相应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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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措施，以确保工程安全。(7)工程项目涉及消防、防洪等

问题时，应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手续。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近三年在我县范围内无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

五、出让条件

本宗地为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受让人，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本次公开出让采取挂牌出让方式。

七、出让底价的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由我局集

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

八、竞买保证金与银行资信证明

本宗地竞买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

由我局集体研究后确定。

九、其它事项

本宗地原地类涉及农用地，土地出让金不包含社保资金、

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由受让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十、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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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需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需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

让金全部缴纳完毕。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

退还竟买保证金。已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由受让

人承担一切责任。

十一、公开出让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出让活动由我局组织实施。



— 12 —

沁水县自然资源局
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2022 年第 9 号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沁水县 2020 年第三批次建设用

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1〕96 号），依据县政府土地供应计

划及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现拟定 qs2021-23 号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方案如下。

一、宗地情况

qs2021-23 号宗地位于柿庄镇匣石湾村，用地面积 25385.0

平方米，四至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宗地性质

本宗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三、规划指标

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以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沁规件字〔2021〕第 39 号）为准。

1.容积率： ≥0.5；

2.建筑系数：≥30%；

3.绿地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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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高度：≤15m；

5.建筑后退四界距离（米）：

东：以征地界限退后 4m；南：以征地界限退后 4m；西：以

征地界限退后 4m；北：以征地界限退后 10m。

6.停车位：机动车 0.2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非机动车 2

车位/100m2建筑面积；机动车出入口方位：沿地块东侧方向开

设出入口。

7.需配套的公共设施及规模：应配建公厕、垃圾分类处理

等市政基础设施。

8.竖向设计要求：以周边城市道路作为基础标高，在方案

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

9.城市设计要求：注重色彩、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10.其他规划要求：(1)应符合有关环保和安全要求。(2)投

资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3)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达到国

家、省、市有关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按基本级及以上绿

色标准建设。(4)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

过总用地面积的 7%，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

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5)行政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 20%。(6)在建

设工程规划设计前，应进行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按相

关要求查明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提出相应的预防



— 14 —

和处理措施，以确保工程安全。(7)工程项目涉及消防、防洪等

问题时，应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手续。(8)项目建设时，

严格控制站场与邻近村庄安全防护距离，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

相关规范要求。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近三年在我县范围内无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

五、出让条件

本宗地为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受让人，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本次公开出让采取挂牌出让方式。

七、出让底价的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由我局集

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

八、竞买保证金与银行资信证明

本宗地竞买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

由我局集体研究后确定。

九、其它事项

本宗地原地类涉及农用地，土地出让金不包含社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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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由受让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十、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需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需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

让金全部缴纳完毕。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

退还竟买保证金。已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由受让

人承担一切责任。

十一、公开出让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出让活动由我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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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自然资源局
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2022 年第 10 号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沁水县郑庄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建设用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2〕13 号），依据县政府土地

供应计划及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现拟定

qs2022-6A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方案如下。

一、宗地情况

qs2022-6A 号宗地位于郑庄镇河头村、孔必村，用地面积

434181.0 平方米，四至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宗地性质

本宗地土地用途为采矿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三、规划指标

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以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沁规件字〔2022〕第 12 号）为准。

1.容积率： ≥0.5；

2.建筑系数：≥30%；

3.绿地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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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高度：≤70m；

5.建筑后退四界距离（米）：

东：见其他规划要求；南：见其他规划要求；西：见其他

规划要求；北：见其他规划要求。

6.停车位：机动车 0.2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非机动车 2

车位/100m2建筑面积；机动车出入口方位：沿地块东侧、南侧

方向开设出入口。

7.日照标准：配套员工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大寒日满窗日

照时数≥2 小时。

8.需配套的公共设施及规模：应配建公厕、垃圾分类处理

等市政基础设施。

9.竖向设计要求：以周边城市道路作为基础标高，在方案

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

10.城市设计要求：注重色彩、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11.其他规划要求：(1)应符合有关环保和安全要求。(2)投

资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3)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达到国

家、省、市有关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按基本级及以上绿

色标准建设。(4)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

过总用地面积的 7%，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

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5)行政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 20%。(6)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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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防、日照、安全等技术要求前提下，可与已供地块整体设

计，拼接建设。整体设计时，相邻部分不受建筑后退距离要求

限制。(7)因该地块周边地形复杂，建筑退线无法进行控制，建

筑方案设计时须充分考虑周边护坡与建筑的安全距离，建筑后

退距离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工业广场与外界连接道路不得修

建任何建筑。(8)地块内 A、B 地块被高沁高速高架桥下方用地

隔断，工程设计时需征求高速管理部门同意，并在施工时做好

相关防护措施。(9)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前，应进行场地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并按相关要求查明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

灾害，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以确保工程安全。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近三年在我县范围内无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

五、出让条件

本宗地为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受让人，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本次公开出让采取挂牌出让方式。

七、出让底价的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由我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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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

八、竞买保证金与银行资信证明

本宗地竞买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

由我局集体研究后确定。

九、其它事项

本宗地原地类涉及农用地，土地出让金不包含社保资金、

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由受让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十、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需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需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

让金全部缴纳完毕。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

退还竟买保证金。已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由受让

人承担一切责任。

十一、公开出让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出让活动由我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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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自然资源局
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

2022 年第 11 号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沁水县郑庄矿井及选煤厂项目

建设用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2〕13 号），依据县政府土地

供应计划及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现拟定

qs2022-6B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方案如下。

一、宗地情况

qs2022-6B 号宗地位于郑庄镇河头村，用地面积 8024.0 平

方米，四至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宗地性质

本宗地土地用途为采矿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三、规划指标

本宗地规划控制指标，以我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沁规件字〔2022〕第 12 号）为准。

1.容积率：≥0.5；

2.建筑系数：≥30%；

3.绿地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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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高度：≤70m；

5.建筑后退四界距离（米）：

东：见其他规划要求；南：见其他规划要求；西：见其他

规划要求；北：见其他规划要求。

6.停车位：机动车 0.2 车位/100m
2
建筑面积；非机动车 2

车位/100m2建筑面积；机动车出入口方位：沿地块东侧、南侧

方向开设出入口。

7.日照标准：配套员工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大寒日满窗日

照时数≥2 小时。

8.需配套的公共设施及规模：应配建公厕、垃圾分类处理

等市政基础设施。

9.竖向设计要求：以周边城市道路作为基础标高，在方案

中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

10.城市设计要求：注重色彩、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11.其他规划要求：(1)应符合有关环保和安全要求。(2)投

资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3)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达到国

家、省、市有关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按基本级及以上绿

色标准建设。(4)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

过总用地面积的 7%，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

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5)行政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 20%。(6)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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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防、日照、安全等技术要求前提下，可与已供地块整体设

计，拼接建设。整体设计时，相邻部分不受建筑后退距离要求

限制。(7)因该地块周边地形复杂，建筑退线无法进行控制，建

筑方案设计时须充分考虑周边护坡与建筑的安全距离，建筑后

退距离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工业广场与外界连接道路不得修

建任何建筑。(8)地块内 A、B 地块被高沁高速高架桥下方用地

隔断，工程设计时需征求高速管理部门同意，并在施工时做好

相关防护措施。B 地块作为配套道路使用，不得修建任何建筑。

(9)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前，应进行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并按相关要求查明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提出相应

的预防和处理措施，以确保工程安全。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近三年在我县范围内无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

五、出让条件

本宗地为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受让人，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本次公开出让采取挂牌出让方式。

七、出让底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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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出让底价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由我局集

体研究后报县政府确定。

八、竞买保证金与银行资信证明

本宗地竞买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在评估备案的基础上，

由我局集体研究后确定。

九、其它事项

本宗地原地类涉及农用地，土地出让金不包含社保资金、

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由受让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十、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公示期满后，需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需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内将土地出

让金全部缴纳完毕。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终止供地，不

退还竟买保证金。已签订合同逾期不缴纳出让价款的，由受让

人承担一切责任。

十一、公开出让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出让活动由我局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