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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1]13 号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郎溪县自然资源
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郎溪县县城区 2021-46
号商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该宗地为商住用地，配建商业面积不得超
过计容建筑面积的 2%,且商业建筑面积底层占
地面积不得突破 1100 平方米。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凡在我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
位和个人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
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2021 年 12 月 13 日 16 时。

经审查， 在 2021 年 12 月 13 日 17 时前确
认竞买资格。 届时，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
过 2 人（含 2 人）的，将公开拍卖上述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足 2 人的，采取挂牌方式
进行。 同时，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间顺延
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16 时。挂牌时间截止时，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 10 时。

转为挂牌时间：2021 年 12 月 14 日 11 时-
2021 年 12 月 23 日 16 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关于土地出让合同签署和土地出让

金缴纳方式。 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10 个工
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签订合同时竞得人必须
交足成交价的 20%作为签署合同的定金 ，否
则，视为违约，竞得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土地出让金缴纳方式： 受让人必须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之前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价款。 受
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
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二）关于该宗地门面房回购。 该地块回

购商铺 16 套 （其中单层 4 间 ，两层 12 间 ），
总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郎溪县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中心与土地受让人签署 《回购协议 》，明确
商铺回购的户型 、用途 、面积 、单价 、建设要
求 、资金支付 、交付期限和交付方式等具体
事项 ；受让人自行承担回购商铺涉及的所有
税费。

（三）关于建设要求。 受让人应按照郎溪
县 2021-46 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和房地产
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等要求进行开发
建设。

（四）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
让土地。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

平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出让方式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2021-46 建平镇香格里拉北侧 53036.8 拍卖 商住用地 ≤1.8 ≤26% ≥30% 70/40 18300 7320

芜湖轨道乘客迎来年终大福利 。
银联移动支付应用及 “1 分钱乘车 ”

活动于近日正式在芜湖轨道上线。 本
次银联移动支付在芜湖轨道的应用

上线是我省公共交通领域的一次金
融创新举措，也是产业各方共同推动
城市交通进入高效、低碳移动支付新
时代的重要跨界合作，更是我省银行
卡产业践行“支付为民”，持续推进移
动支付便民工程在交通领域的落地
的重要举措。

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 广大乘客使用银联手机闪付绑定
活动参与银行 62 开头银联卡过闸，最
低可享受 1 分钱乘车 ； 使用云闪付
APP 乘车码、 芜湖轨道 APP 银联卡支
付渠道或云闪付支付渠道绑定活动参
与银行 62 开头银联卡过闸，即可享受
立减 1 元优惠。 此外， 使用农行掌银
APP 绑定农业银行 62 开头储蓄卡或
信用卡过闸， 也可享受最低 1 分钱乘
车优惠。 以上活动名额有限， 先到先
得， 更多活动详情可详见云闪付 APP
活动展示页。

在交通领域， 银联移动支付解决
方案已在产业内形成领先优势。 全国
超 1750 个地市及县区公交和 39 个城
市地铁已实现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受理
覆盖。 在安徽，全省 77 个市县公交、合
肥地铁均可使用银联移动支付产品 ，
配套开展的最低“1 分钱乘车”活动席
卷皖江大地。

从省城合肥到县域乡村 ，从皖北
到皖南，从五彩淮南到药都亳州……
随处可见乘客们手持智能手机 ，使用
Huawei Pay 及 Apple Pay 等银联
手机闪付功能或打开云闪付 APP 乘
车码支付 0.01 元车费 ， 爆发式增长
的交易笔数与口碑相传，是广大乘客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银联移动支付
产品的认可。

除此之外 ，在零售 、餐饮 、文旅 、
数字政务等场景 ， 银联产品也成为
当前金融科技赋能实体商业 ， 助力

商圈经济蓬勃发展与推动移动支付
便民工程建设的新亮点 。 下一步 ，中
国银联安徽分公司将持续与商业银
行等产业各方精心协作 ， 通过推出
更多创新性惠民行业解决方案和形

式更多样的惠民活动回馈广大银联
用户 ，让便利 、安全 、高效的移动支
付服务 ， 为百姓美好生活不断注入
新活力 。

（周瑶瑶）

芜湖轨道全面开通银联移动支付 最低可享 11分钱乘车

市民使用银联移动支付过闸。。

乘客使用云闪付 APP 乘坐芜湖轨道享受优惠。

近年来，滁州市琅琊区深入贯彻落
实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化部署要求，立
足城乡一体化、服务城市发展，以都市
现代农业示范区为载体、 以项目为抓
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现了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一
个现代化琅琊新农村正在阔步走来。

产业兴旺出新招

由于琅琊区农业面积较小且靠近
主城区，该区坚持以“优质高效、园林生
态、旅游观光”城郊特色农业为主攻方
向，实施“2510”培育计划，截至目前生
态滁菊、黑鱼芡实共生、莲虾共作、绿色
有机一体、药食同源五大示范扶贫基地

初见规模，古关贡枣、球兰研发、985 大
学生创业基地等十大特色产业基地蓬
勃发展。

琅琊区聚焦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环
节，开展农田整治、水利设施、农村道路
等“一揽子”工程建设。 2019 年以来，重
点围绕滁菊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
地和国家级蔬菜标准园打造两个千亩
示范区。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 4.8 万亩， 占耕地面积 75%；农
村在册道路里程达 393.21 公里， 有效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琅琊区进一步放开
土地经营权，鼓励土地股份等多种经营
模式，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积极推动农
产品精深加工，发挥食品、饮料深加工、
冷链物流等优势，吸引知名食品加工企
业集聚，打造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特色
的产业园区，促进特色农业生产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升值。截至目前，琅琊区流
转土地面积 5.7 万亩， 流转率 88%，共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81
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13 家，农产品
加工等年综合销售收入达 35 亿元。 同
时，出台《琅琊区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
金奖补办法》，设立现代农业、特色农产
品基地品牌建设专项资金， 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多村一品”。 2019 年以来，
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7800 余万元， 推进
政策性保险和特色农业保险全覆盖，小
龙虾、芡实、大棚蔬菜和经果林等特色
农业保险覆盖面达 80%以上。争取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产业发展等各类
资金近 1 亿元 ，2020 年通过整合乡村
振兴各类项目，申报乡村振兴项目专项
债，发债资金 4 亿元。

优先发展放红利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琅
琊区在 2018 年年底前已完成全区 8.9
万亩农户耕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形
成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促进了
农业规模经营；2019 年全面完成了 16
个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共界定集体
成员 43234 人，设置股本总额 4613 万
元 ， 以户为单位发放股权证书 8692
本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10 个 ，成立
经济合作社 6 个 ；2019 年率先完成农
业“三变”改革，16 个村与经营主体已
有共建项目 29 个 ， 筹集入股资金
160.8 万元， 盘活土地 150.7 亩， 推动
370 平方米房屋参与经营，每年保底分
红 28.1 万元； 快速启动农村宅基地改
革，结合琅琊村庄规划情况、农民改革
意愿等，拟定了《琅琊区农村宅基地改
革试点方案（草案）》，在充分征求村民
意愿基础上， 选取了西涧街道关山村
作为试点，先行启动宅基地改革工作，
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以主体培育为主线，培植农业发展

动力。 着力培育特色农产品 “五大基
地”， 推动形成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种
植、产业化经营的“基地发展”格局。 滁
菊种植基地实行 “企业+公司+农户订
单”生产模式，全区目前滁菊种植面积
2000 余亩， 全年创造经济收益 300 多
万元，带动就业农户 160 余户。 坚持把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
化的首要任务，先后培育了兴滁生态农
业等一批具有行业或区域带动作用的
龙头企业。 不断壮大产业链，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上联市场、下联农户，实现农
业全产业链升级增值，目前该区共有各
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82 家、
规上农产品产业化农头企业 13 家，年
综合效益达 35 亿元。 鼓励小农户广泛
接受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农业生产
托管的社会化服务， 配置 1000 余台农
业机械，依托 12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和 3000 余小农户为平台开展托
管式生产，优化农村生产关系、释放农
业生产力。 目前，全区社会化服务农业
生产面积超过 10 万亩， 农户平均种植
成本降低 12%， 综合收益提升近 20%，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2%，社会化服务率
达到 60%以上。

美丽乡村亮点多

坚持特色打造，提升村庄品质。 该
区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完善村庄分类
和布局，将村庄分类细化到自然村，将
9 个行政村区分为城郊融合类 4 个、特

色保护类 3 个、集聚提升类 2 个，保留
自然村 29 个。 整合城乡空间，率先编
制 《滁州市琅琊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空
间布局规划 》，结合人口 、用地 、经济 、
产业等要素，已完成 6 个村庄的“多规
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剩余 3 个
行政村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 坚持
规划集体建设用地 “留白 ”机制 ，为乡
村振兴预留空间。

坚持聚焦重点，改善人居环境。 琅
琊区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二类县 ，
坚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目标 ，明
确四项重点任务， 整合资源、 强化措
施 、补齐短板 、压实责任 ，确保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提升。 实现农村
环卫全覆盖， 生活垃圾统一送至市皖
能发电厂进行处理， 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100%；全区“五清一改”整治活动效
果凸显，初步呈现“净、齐、优”的新貌；
大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出台了
《琅琊区清流河流域畜禽养殖场 （户）
搬迁补偿方案》，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
源治理工作力度， 投入 200 余万元实
施清流河、西涧湖畜禽养殖治理；编制
了《琅琊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施方
案》，3 家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粪污处
理设施， 完成 1 个粪污收集中心和 45
个养殖场 （户 ）粪污收集设施建设 ，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每个涉
农街道设立了 1-3 个农膜回收点 ，年
回收农膜 120 余吨， 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率达 80%以上； 建立了秸秆禁烧三
级包保制度，秸秆综合利用量达到 5.8
万吨， 连续三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0%以上。

（叶文英 赵辰 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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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城郊高效生态农业。

芡实喜获丰收。。

村企联建增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