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文件

沈规国上发 E2018|68号

关于印发 《沈阳市 2018年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县 (市 )局 、区 (开发区)分局,市土地交易中心 :

《沈阳市 2018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经市政府

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沈阳市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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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15日 印发



沈阳市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 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科学安排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

布局、时序和方式,贯彻落实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国家房地

产调控的相关要求,保障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及民生工程的用

地需求,依据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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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

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建房 E2017〕 80号 )、 《2018

年第一次上地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结合 《沈阳

市城市总体规划》、 《沈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参考近几年供地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制定

本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围 绕我市以

振兴发展战略规划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推动沈阳新一轮振兴发展的

目标,为全力促进重点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在编制和实施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时坚持以下原则 :

(一 )区域统筹、保障重点

严格依据上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土地利用年度

计划,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用地需求,保证“
十三五”

规划顺利

实施;优先保证续建、上半年新开工重点项目用地;优先安

排保障性住房用地,保 民生促发展。

(二 )节约集约用地

优先利用批而未供土地,盘活存量上地,规范有序推进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对大项目实行分期供地,原则上单宗

房地产项目年内供地不超过 20公顷;严格执行各行各业建

设项目用地标准,建设项目用地规模不得突破标准控制。

(三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合理控制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规模,统筹确定区域住宅

用地年度供应规模,认真落实
“
国家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

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

应总量的 70%”的标准。

三、计划指标

(一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18年度我市 (含辽中区、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 )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2463.1公 顷以内。沈北新区哈

大高铁客运专线、沈铁二号公路、王家沟至铁岭杏山公路改

扩建工程、四环路、沈康高速鸭绿江街至新城子段新建工程



和沈阳四环快速路棋盘山段新建工程等交通运输用地项目

共 537.4公 顷,以及浑北主城环城水系、 “
一河两岸

”二期

工程、新民柳河新民市段堤防整治、柳河新民市段右岸堤防

整治等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项目2402公顷,列为浮动计划。

如以上项目今年申请供地,本年度供应计划相应浮动,浮动

后总面积最多为 540⒉5公顷。

(二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18年度我市 (含辽中区、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 )

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 2463.1公 顷,其中住宅用地

49⒐4公顷,商服用地 8⒍7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616.5公 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55,2公 顷,交通运输用地 78⒎4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00.4公 顷,特殊用地 17.5公顷。

(三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城乡区域用地,以项目为统领 ,

优先保证投资强度太、业态先进、牵动力强、发展后劲足的

重点产业项目用地。

四、政策导向

(一 )加强供应计划的引导作用

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度各类

建设项目用地供应,必须严格按照 《沈阳市 2018年度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件 )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认真

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对



保障性住房用地实行应保尽保,严格落实单宗房地产用地面

积不超过 20公顷的规定,控制单宗房地产用地建设用地规

模。

(二 )优化上地供应结构

突出土地要素保障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地位,充分保障

招商引资、市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工矿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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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根据年度用

地需求保障供应。

各开发区严格按照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

向,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制开发区

内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

标。

(三 )促进上地集约节约利用

坚持科学用地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

利用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

准厂房建设。

(四 )发挥市场配工资源基础性作用

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

业用地 (不含原地内改扩建 )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

用地者的,严格按照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有偿供地,统

一在土地市场公开进行。依法扩大国有土地有偿是用范围,



法律规定应当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必须有偿使用。其他符

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报经市政府批准后以

划拨方式供地。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 )严格执行供应计划

对出让计划中的商业和经营性商品住宅项目供地总量

实行指令性控制,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因特殊原因,确需对

出让计划进行调整的,应报市政府批准,辽中区、康平县、

法库县和新民市报县(市 )政府批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工

业等其他用地暂列指导性计划。

(二 )经营性用地统一组织出让

除辽中区、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自行组织市场供地

外,其他地区供应商业、经营性商品住宅、工业等建设项目

用地,必须统一在市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市监察、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等部门要严格检查落实统一市场供地工作,落实相

关政策规定,保证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三 )保障性住房用地做到应保尽保

对保障性住宅用地,原则上以划拨方式供应,计划供应

数量将根据房产、建设等部门实施情况及时调整,确保此类

项目用地足额供应。

(四 )加强供地项目的规划审查管理

各区 (开发区)确定的具体供地项目 (含招商项目)事



叩甄叩蛴辗鄹缌觯髀瓣叮 甲̄呷^

先必须按规定权限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的报审,凡不符合规划的地块不得对外供应。同时要本着集

约和节约用地的原则,科学合理用地。对长期不进行开发建

设的土地,将收回另行供地,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

本计划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沈阳市 2018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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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租房

用地

经济适用住

房用地

棚改房用

地

中小套型

普通商品

房用地

其他

沈阳市 2463,1 86,7 616.5 499.4 16.6 482.8 355.2 787.4 100.4 17.5

和平区 147.0 3,6 16.0 16.0 3.8 101.1 22.5

沈河区 172,4 1.6 12,0 12.0 75.0 65.1 18.7

大东区 163.0 3,2 49,5 12.0 12.0 41.5 33.3 23.5

皇姑区 92.2 3.5 50.0 16.6 33.4 10.4 17.3 9.0 2.0

铁西区 216.1 1.5 102.4 75.0 75.0 12.9 23.3 1.0

苏家电区 153.8 2.5 59.6 32,0 32.0 42.0 17.7

浑南区 426.5 10.1 49.7 110.0 110.0 48.2 202.5 6.0

沈北新区 311.4 15.0 l14.2 52.0 52.0 40.9 89.3

于洪区 5.0 97.7 78.5 78.5 20.5 171.9 25.7

辽中区 78,3 3.5 38.8 25.0 25.0 11.0

康平县 155.4 30.7 46.9 22.9 22.9 40.0 14.2 0.7

法库县 86.2 6.5 31,2 10,0 10.0 20.0 15.0 3.5

新民市 61.5 26,5 4.0 4.0 25.7 5.3

注:沈北新区哈大高铁客运专线、沈铁二号公路、王家沟至铁岭杏山公路改扩建工程、四环路、沈康高速鸭绿江街至新城子段新建工程和沈阳四环快速路棋盘山

段新建工程等交通运输用地项目共 537.44公 顷,以及浑北主城环城水系、 “一河两岸
”二期工程、新民柳河新民市段堤防整治、柳河新民市段右岸堤防整治等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项目2402公 顷,列为浮动计划。如以上项 目今年申请供地,本年度供应计划相应浮动,浮动后总面积最多为5402.5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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