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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批准，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委托佛山市顺

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现场挂牌竞买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公开挂牌竞买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其他土地使用条件详见顺规条件（2022）0271号《佛山市顺德区建设用地
规划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陈村镇新区南片区SD-D-04-
04-05-12A地块项目投资开发建设协议书》。

二、挂牌地块的竞买起始价为人民币3409万元，每次竞价加价幅度不得小
于人民币35万元。挂牌地块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682万元，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27日上午9时正。

三、挂牌时间安排：
（一）挂牌公告期：2022 年11月25日至2022 年12月16日。
（二）挂牌时间：2022 年12月17日至2022 年12月27日10时止。挂牌人

将于2022年12月27日9时正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
置业广场1号楼裙楼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404举行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现场会议，挂牌人在现场为申请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及接受报
价。

（三）挂牌现场竞价：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

转入现场竞价程序，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没有竞买人愿意继续竞价的，
挂牌竞价结束。

四、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与本次竞

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2、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3、为促进工业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制度改革，申请人应根据本宗地

建设条件和各项管控要求，提前完成本宗地工程建设方案编制，携方案报名参
与土地竞买。方案应达建筑单体方案（含规划总平面图）深度，需包括符合《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明确“cpi电子报批材料”制作质量要求（试行）的通知》、
《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三维互动指标核算及其电子报批系统技术规定（试行）》
要求的cpi电子报批材料。

竞买申请时不对该工程建设方案进行实质性审查。竞买申请人提供的工
程建设方案如未达到联合评审要求的，由竞买申请人负责完善工作；如因此对
本地块的开发建设进度造成影响的，由竞得人自负责任。

4、申请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位前，
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与本地块挂牌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被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认定因用地者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

尚未处理完毕的土地使用人；
（4）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

通知书》内的失信被执行人；
（5）列入顺德区违法建设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6）列入重大欠薪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以公开挂牌竞买的方式出让，成交后竞得

人除缴纳成交地价款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外，还另须按规定向政府
缴纳契税和印花税。

契税、印花税缴纳要求等涉税事项请咨询区财税局相关工作人员（咨询电
话：12366）。

六、本次挂牌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TD2022(SD)XG0015 号挂
牌出让文件。竞买人可通过互联网（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
http://www.shunde.gov.cn/ggzy/）获取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文件。本次公告后至挂牌现场会开始期间，如有关于本地块竞买文件的修改、
澄清、说明等将通过上述网站发布，请有意竞买人密切留意。

中心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置业广场1号楼
裙楼

联系电话：0757-22837810（梁先生）、22837812（欧阳先生）
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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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宗地属“带方案出让”项目，由竞买申请人负责本宗地项目
工程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完善工作，使工程建设方案达到联合评审要
求。鼓励竞买申请人在土地竞买申请前，将符合联合评审要求的工
程建设方案提交至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陈村管理所，申请开
展工程建设方案联合评审。由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陈村管理
所为项目提供方案预审服务，发起联合评审，确保项目精准、高效落
地，实现“拿地即开工”。

2、本宗地以“标准地”模式出让，需符合产业类型、总投资、固定
资产总投资、税收标准等方面的要求。

3、本地块设有保密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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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兼容
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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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批准，受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委托，本中心现采用网上
挂牌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网上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出让宗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僚莘路以西、吉庆道以北地块（宗地号：193052-003，版

本号3），土地面积：219126.25平方米，交易编号：TD2022(SD)WG0045，根据规划条件，宗
地包括ABCD四个分区，各分区的用地面积和规划指标详见下表：

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该地块其他规划设计条件具体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中所附的顺规条件（2022）0282
号《佛山市顺德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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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单独或联合竞买该地块。
（二）参加本宗地网上挂牌活动的必须使用数字证书。
（三）申请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位前，申请人及

其控股股东不得参与本地块挂牌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因用地者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尚未处理完毕的土地使用权人；
4、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内的

失信被执行人；
5、列入顺德区违法建设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6、列入重大欠薪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该宗地网上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贰拾叁亿玖仟肆佰叁拾肆万元整（大写）

（￥2394340000.00元），另设保密底价，增价幅度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大写）
（￥25000000.00 元）/次；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肆亿柒仟捌佰捌拾柒万元整（大写）
（￥478870000.00元）。

五、有意参与竞买者可于 2022 年11月25日后登录网上交易系统下载TD2022(SD)
WG0045地块的《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应于2022 年12月24日9时之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选择银行，
获得随机保证金账号，并向此指定账号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须于
2022 年12月24日9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定账户后（提示：竞买人须充分了解银行划转账
的流程和时限，须跨省跨行支付的建议尽早缴纳竞买保证金），申请人方获得竞买权限。
申请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交纳保证金，不得由他人代交，且保证金必须以人民币支付。

六、该宗地的公告期自 2022 年11月25日至 2022 年12月15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
2022 年12月16日 8 时 30 分至 2022 年12月26日10时止。

七、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具体的竞价规则见该地块的交
易文件。

八、参与本次挂牌竞买出让的购地资金必须为竞买人的自有资金，不得为银行贷款、
债券融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股东借款等。竞得人须自成交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提供竞买资金承诺书、经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鉴证的《佛山市商住用地成
交价款来源情况申报表》。经核查竞得人资金来源与申报不符或违反规定的，取消竞得资
格，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已签订出让合同的，经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所交纳的
定金不予退还。同时，将竞得人列入佛山市土地市场诚信系统黑名单，一年内不得参加佛
山市土地市场公开竞买。

九、需要到挂牌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十、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子邮件、电

话、传真、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十一、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地块网上挂牌文件的修改、澄

清、说明等将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请有意参与
竞买者密切留意。其他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

十二、联系方式：
（一）有意参与竞买者可登录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下

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TPBank/newweb/
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ml）或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
http://www.shunde.gov.cn/ggzy/）下载本网上挂牌文件。

（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中心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置业广场1号楼裙楼
联系电话：0757-22837810（梁先生）、22837812（欧阳先生）

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1月25日

分区

A区

B区

C区

D区

备注：

用地面积
（㎡）

101126.35

55552.42

33530.60

28916.88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兼容
零售商业
用地、批发
市场用地、
餐饮用地、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用地

教育用地

城镇村道
路用地

建筑密度

A、B区≤
30%

C区≤
35%

/

容积率

1.0<A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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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用地

1、土地出让年限：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
用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40年，教育用地50年，城镇村道路用地50年，均
自交地之日起计算。

2、本次出让计收出让金的地下停车库建筑面积不高于119560平方米（不
计算容积率，使用年限参照所对应地上建筑物使用年限确定）。

3、本宗地地价包含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19560平方米，地下车库用途地价
占总地价比例为5.58%。

4、本宗地规划条件中绿地率要求：A区≥30%（须按附图所示设置20202平
方米开放绿地，不计入绿地率）；B区≥30%（须按附图所示设置11132平方米开
放绿地，不计入绿地率）。

5、本宗地块设有保密底价。

绿地率

A区、B

区、C区≥
30%

/

白蚁防治

大良荣开白蚁防治所
40年经验老字号白蚁所
地址：大良甲子路51号·大良恒丰楼

18号·伦教荔村东苑15区65号
电: 22283351 13316317880

温馨提示:本版刊登信息内容仅供参考,买卖双方需遵从国家有关商业法

规,如有纠纷,可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君发物业君发物业 1370234678813702346788
1350027908813500279088

●华盖路单家，两层建筑65m2，繁华地
段，可做民宿或自住，售78万
●东区单家，交通方便，3米路可改车库，
占地83m2，建4层格局好，售298万
● 东康路西山小学对面单家占地
105m24层10米大路，商住两用售460万
●顺峰山公园附近别墅占地220m2建筑
350m2，坐北朝南，四边采光售750万
●天鹅湖双拼别墅，实用800m2，超大花
园，罕有中空，毛坯送4车库，售1400万

●美的擎峰435m2中层大户，顺峰山公
园景观一览无余，售1000万
●永丰单家20米大路，占地235m2建筑
560m2，上居下铺，售660万
●同晖路单家，占地130m2建筑430m2，
三边路近公园大车库，售660万
●府又单家纯国有占地82m2建筑300m2

三边路精装即住，易改车库，售270万
●佛山纯国有工业用地23000m2，产权
清晰，仅售1350元/m2包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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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办理刊登百姓资讯分类广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办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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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118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8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5号Ａ座2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广东多对多物联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606MA4X6XB828）于 2022

年11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柒仟柒佰万零捌仟壹佰玖拾

柒元整减少至人民币伍仟叁佰玖拾捌万元整，

现向各债权人公告。各债权人如有异议，请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报，本公司将依

法向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减资登

记。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

黄圃居委会科苑三路6号E座东楼第6层之一

联系人：刘忠妹 联系电话：15015683198

2022年11月25日

减 资 公 告

东莞市春满人间家居装饰工程有

限 公 司 顺 德 分 公 司（注 册 号 ：

440681000044346）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78646413X各一本，现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央行银保监会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措施

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在个人住房贷款方面，《通知》提
出，支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因城
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
确定当地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
利率政策下限，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鼓励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经营情
况、客户风险状况和信贷条件等，在城
市政策下限基础上，合理确定个人住房
贷款具体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

前期人民银行等多部门陆续推出下
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阶段
性放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
限、居民换购住房可享个税退税优惠等
举措，激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人
民银行数据显示，从实际发放的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看，2022年10月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4.3%，较上
月下降4个基点，较上年末下降133个

基点。
连平预计，四季度居民首套房贷利

率有望从三季度的 4.15%降至 4%左
右；新增个人按揭贷款或达到7500亿
元，较三季度环比增加1300亿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未来，包括下调房贷利率等措施在
内的房地产支持政策，将继续按照循序
渐进调整的原则推进。

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
在房地产融资方面，《通知》提出，稳定

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鼓励金融机构重点
支持治理完善、聚焦主业、资质良好的房地
产企业稳健发展。金融机构要合理区分项
目子公司风险与集团控股公司风险，在保证
债权安全、资金封闭运作的前提下，按照市
场化原则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11月23日，多家国有大行宣布与部分房

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例如，农业银行与中
海发展、华润置地、万科集团、龙湖集团、金地
集团五家房企举行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银企各方均表示，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
共同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携手促进
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人民银行等
金融管理部门鼓励金融机构与优质房地产

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和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其
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发展。

《通知》提出，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发行
债券融资。推动专业信用增进机构
为财务总体健康、面临短期困难的
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提供增信支
持。鼓励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提前

沟通，做好债券兑付资金安排。按期兑付确
有困难的，通过协商做出合理展期、置换等
安排，主动化解风险。支持债券发行人在境
内外市场回购债券。

《通知》 明确，积极做好“保交
楼”金融服务。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
提供“保交楼”专项借款和鼓励金融机
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支持国家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
要求，依法合规、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
备案的借款主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
款，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
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加快建设交
付。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

长连平表示，8月中下旬以来，监管部
门已出台相关措施，通过开发性政策性
银行专项借款方式“保交楼”，此举推
动全国商品房竣工和施工面积近两月出
现明显改观。在前期政策不断推动下，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
仍有必要加大支持力度，促进房地产市
场筑底企稳。

在配套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明
确，在专项借款支持项目明确债权债务
安排、专项借款和新增配套融资司法保

障后，鼓励金融机构特别是项目个人住
房贷款的主融资商业银行或其牵头组建
的银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
专项借款支持项目提供新增配套融资支
持，推动化解未交楼个人住房贷款风
险。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日前透露，
近期监管部门将设立“保交楼”贷款支
持计划，和“保交楼”专项借款一同对
暂遇困难的房地产企业贷款提供帮助。

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

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新华社北京11
月24日电 《中国
证券报》24日刊发
文章《央行银保监
会出台金融支持房
地产 16 条措施》。
文章称，中国人民
银行 11 月 23 日消
息，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日前发布
《关于做好当前金
融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
的通知》，从保持
房地产融资平稳有
序、积极做好“保
交楼”金融服务等
六个方面提出16项
具体措施。

业 内 专 家 表
示，《通知》 明确
释放了金融支持房
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的政策信号，对于
缓解房企资金链压
力、提振购房者信
心等具有积极作
用，有助于促进房
地产市场良性循
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