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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1、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1.1 计划的目的

为有效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加强土地市场调控作用，引导各类项目投资，优化产业布局，

保障涟水县城市居民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大工业及

基础设施项目用地供应，促进涟水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

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涟水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编制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

1.2 计划的意义

1.2.1 编制土地供应计划有利于促使土地市场有序运行

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还是国家的经济运行实践都表明，有了科学

合理的计划，市场运行才能减少盲目性，才能有序运行。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在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地市场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求编制的，体

现了对未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的设计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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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计划，才能对供多少地，何时供，以什么方式供，供应结构、

方向如何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进一步提高城市政府供地的前瞻性、

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

1.2.2 编制土地供应计划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土地调控作用

2004年以来，中央要求利用土地闸门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

调控。而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对落实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的功能分区与布局有直接影响。特

别是去年以来，徐绍史部长多次强调土地供应计划管理在宏观调控中

的重要性，指出土地计划的职能已从单一服务于土地资源管理，逐步

转向管理与宏观调控并重。

2010年以来国家的房价调控，在运用金融、税收手段的同时，

更加强调土地供应计划的控制作用。编制科学合理的住房供地计划，

可以控制住房供地结构和时序，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需求，中低

收入阶层住房有保障，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

1.3 计划编制依据

1.3.1 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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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7）《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办发〔2010〕4号）

（9）《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号）

（10）《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号）

（11）《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

部令第 39号）

（1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和《协议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土资发〔2006〕114号）

（13）《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6〕307

号)

（14）《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7〕236号）

（15）《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

（16）《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17）《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9〕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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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

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号）

（19）《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34号）

（20）《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

（21）《江苏省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3年本）》和《江苏省禁

止用地项目目录（2013年本）》（苏国土资发〔2013〕323号）

（22）《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划拨用地目录的

通知》（苏政办发〔2003〕96号）

（23）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0〕282号）

（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编报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0〕979号）

1.3.2 技术依据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源部

2010年 8月 8日发布，2010年 9月 1日起实施）

1.3.3 数据依据

（1）涟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2）涟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文本（2006-2020）

（3）涟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编制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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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涟水县截止 2020年度批而未供的地块情况表以及土地储备

中心已收购（或收回）储备未供应土地数量

（5）涟水县 2016年以来历年供地项目台帐

（6）2021年预计土地下达计划

（7）2021年预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和万顷良田工程可

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数量

2、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1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节约集约

高效利用土地为基本要求，积极为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

物质基础和支撑。立足保护资源，保持发展，保障民生。按照产业布

局、结构和时序，落实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存量，进

一步促进涟水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2 基本原则

2.2.1 城乡统筹原则

以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为基础，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新城、

村镇建设之间的关系，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优化土地供应空间布局，

扎实推进重点新城区、开发区和新农村建设工作。

2.2.2 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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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到涟水县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严格控制增量用地

供应，进一步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

向集约高效转变，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2.2.3 供需平衡原则

充分考虑近几年来涟水县工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住房建设规划和计划等，科学、合理地安排土地供应，形成以市场需

求指导供应计划，以土地供应引导投资和消费的模式。

2.2.4 有保有压原则

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的方针政

策，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严格控制供应总

量，不断优化供应结构，有保有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

2.2.5 因地制宜原则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不应简单的“一刀切”，而应密切结合

各地发展情况，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用地需求状况等因素，因地

制宜的制定切合实际的供应计划。同时适当考虑交通运输用地、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特殊用地的偶发性，及

时调整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以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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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划指标

3.1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1年度涟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720.82公顷以内。

3.2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1年度涟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16.10公顷，

工矿仓储用地 389.71公顷，住宅用地 81.09公顷（其中：公共租赁房

用地 0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 28.66公顷，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住

房用地 4.8公顷，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 24.11公顷，其他商品房用地

223.52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71.29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158.00公顷，特殊用地 0.10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53公顷，

详见表 3.1、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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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涟水县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用途

面积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特殊用地
小计

公租房用

地

经济适用

房用地

棚户区危

旧房改造

安置住房

用地

中小套型

商品房用

地

其他商品

房用地

公顷 720.82 16.10 389.71 81.09 0.00 28.66 4.80 24.11 23.52 71.29 158.00 4.53 0.10
亩 10812.30 241.50 5845.69 1216.31 0.00 429.90 72.00 361.68 352.73 1069.35 2370.00 67.95 1.50

百分比（%） 100.00 2.23 54.07 11.25 0.00 3.98 0.67 3.35 3.26 9.89 21.92 0.63 0.01

图 3.1 涟水县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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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包括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

等方式。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39号）要求，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

用地出让须采用招拍挂形式。因此，对于本年度供应的商服用地都将

采用招拍挂形式出让；住房用地中除廉租房用地和公共租赁房用地可

采取划拨形式供应外，经济适用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都将采用招拍挂

形式出让；对于工矿仓储用地，除同一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和

个别补办出让地块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采取协议方式出

让外，其余均采用招拍挂形式出让。从各单位填报的《计划期国有建

设用地需求情况申报表》来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用地项目均符合《江苏省

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供地范围，都将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综上所述，

我们拟定了 2021年涟水县各类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方式，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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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涟水县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计划表

地类名称 拟供应方式 拟供应量（公顷）

商服用地 招拍挂出让 16.1

住宅

公共租赁房用地 划拨 0.00

经济适用房用地 招拍挂出让 28.66

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

住房用地
招拍挂出让 4.80

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 招拍挂出让 24.11

其他商品房用地 招拍挂出让 23.52

工矿仓储用地 招拍挂或协议出让 389.7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71.2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158.00

特殊用地 划拨 0.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划拨 4.53

经汇总统计，2021年度涟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采用出

让方式供地 486.90公顷，采用划拨方式供地 233.92公顷。

3.4 住房用地供应量

2021年度涟水县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约 81.09公顷。

3.5 住房用地供应结构

2021年度涟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公共租赁房用地 0公

顷，经济适用房用地 28.66公顷，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住房用地用

地 4.8公顷，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 24.11公顷，其他商品房用地 23.52

公顷，如表 3.3、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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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21 年度涟水县国有建设住房用地分类表

类别
公共租赁房

用地
经济适用房用地

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

安置住房用地

中小套型商

品房

用地

其他

商品房
合计

面积（公

顷）
0.00 28.66 4.80 24.11 23.52 81.09

面积（亩） 0.00 429.90 72.00 361.68 352.73 1216.31
百分比（%） 0.00 35.34 5.92 29.74 29.00 100.00

图 3.2 涟水县 2021 年度住房用地供应结构图

3.6 住房用地供应类型

根据对涟水县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能力的分析，增量土地

约占 25%，因此，预计 2021年涟水县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中增量土地

约 20.27公顷，存量土地 60.82公顷。

4、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政策导向

4.1 重点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供应，合理调控不同档次住宅

用地的供应

保障性安居工程供地计划是国有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的重中之重，

今年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重点保障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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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项目用地。合理调控不同档次商品

房项目建设用地的供应，所有出让的住宅用地中，确保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总量的 70%。

适度增加限价商品住房用地和公共租赁住房用地计划供应量，严格控

制大户型商品住房供地，严禁向别墅供地。

4.2 优先确保城乡基础设施用地、公益事业和优势产业用地

在供应计划中优先确保城乡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充分保障

招商引资、国家、省及县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

4.3 严格遵循土地供应方式和程序，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

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用地以

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

式有偿供地，统一在土地市场公开进行。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

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

5、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5.1 建立土地供应计划实施的组织机制

建立土地供应计划与土地市场需要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实行土地

信息管理，建立完善的市场信息网络。从局部信息中提炼出反映全局

的信息，根据市场的热度，确立土地的供给。

5.2 积极强化措施，确保国有建设用地供地服务效率质量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

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大项目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要采



13

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措施，加强协同配合，简化审批

程序，提高服务效率，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5.3 建立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公示制度，加强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分析

充分发挥信息在引导投资上的作用，加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实施的跟踪，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制度，对各类、各区域的土

地成交价格进行时时动态分析，全面、及时掌握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的落实情况，及时掌握各类地价的最新变动情况，对土地市场进行

动态监测和预警、预报、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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