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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铜自然资出告〔2019〕19号

经铜川市人民政府批准，铜川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4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备注

容积率

建筑限高

起始价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

加价幅度

宗地面积 土地用途610203104203GB00001 5704.8㎡ 零售商业用地

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何家坊村

40年

≥20%
110万元

0.2-0.6

≤10米
210万元

≤30%
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倍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只可单独申请

竞买，不接受联合申请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采取增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

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21日，到铜川

市网上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矿业权）系统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22日至

2019年12月29日，到铜川市网上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业权）系统提

交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29日17：00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系统将在2019年12

月29日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铜

川市网上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矿业权）系统，挂牌时间为：

2019年12月 22日9：00时至2019年

12月31日11：0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网上限时

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其他有关要求事项，按挂牌出让文

件有关内容执行。

联系地址：铜川市新区铜川政务1029

室市土地储备中心

联系人：杨亚峰

联系电话：0919-3153092
铜川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12月2日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备注

容积率

建筑限高

起始价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

加价幅度

宗地面积 土地用途XCL2019-06-10 32965㎡ 工业用地

铜川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纬九路以南、陕西天成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以西

50年

≤15%
460万元

≥1.0
/

920万元

≥40%
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20万元或20万元的整倍数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备注

容积率

建筑限高

起始价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

加价幅度

宗地面积 土地用途XCL2019-8-26 125858㎡ 工业用地

铜川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纬九路以北、经六路以西

50年

≤15%
1750万元

≥1.0
/

3500万元

≥40%
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50万元或50万元的整倍数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备注

容积率

建筑限高

起始价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

加价幅度

宗地面积 土地用途XCL2019-8-27 81981㎡ 工业用地

铜川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照金路与经三路十字东南角

50年

≤15%
1150万元

≥1.0
/

2300万元

≥40%
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50万元或50万元的整倍数

12月1日，西安市委、市政府
举行了稳增长稳投资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参加本次集中开工
的项目有 72个，总投资 786亿元,
涵盖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城建及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民生
保障5大领域。昨日，西安市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发改委、市住
建局、市资源规划局等市级部门以
及高新区、高陵区、港务区等区、开
发区负责人到会介绍稳增长稳投
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情况。

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李虎祥介绍，本次开工的72
个项目中包含先进制造业项目19
个，总投资77亿元。主要有：诺瓦
光电显示控制系统产业化研发基
地、天和防务二期 5G通讯产业

园、和利时西北总部基地、华天科
技集成电路封装（二期）、西安神
剑嘉业复合材料零部件生产基地
等项目。服务业项目 23个，总投
资223亿元。主要有：西安丝绸之
路国贸中心、翱翔小镇（二期）西
工大智能飞行器产业化示范基地
项目、临空智慧云港（一期）、陕旅
集团旅游豪布斯卡项目（二期）、
陕西西安智慧汽车产业城等。城
建及基础设施项目 14个，总投资
436亿元。主要有：奥体中心周边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西安火车站
北广场及周边市政配套工程、西
安地铁 10号线一期工程、西安地
铁1号线三期工程、高新区四好农
村路等项目。民生类项目 10个，
总投资 37亿元。主要有：高新区

老旧小区改造、雁塔区明德门北
区老旧小区改造、国际港务区兰
家小学扩建、柳树余小学新建项
目等。生态环保类项目6个，总投
资13亿元。主要有高新区农村黑
臭水体“一点一策”整治工程、西
安高陵炉渣综合利用项目、周至
县黑河平原段水生态修复就峪河
入黑口下游拦水坝工程、清河中小
河流整治项目等。

发布会上，西安火车站改扩建
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樊大可介绍，火
车站北广场及周边市政配套工程
是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总投资估算约 54.74 亿
元。12月1日，本项目正式启动开
工建设，计划于2021年4月全面建
成，配合西安站北站房同步建成投

用。西安火车站北广场项目，位于
丹凤门以南，新建北站房以北，建
强路以东，太华南路以西。南北宽
约140米，东西长约1000米。总面
积14.01万平米，地上为广场，地下
共分为3层，负一层主要服务进火
车站旅客，设置有小汽车落客区及
公交枢纽站；负二层主要服务出火
车站旅客，设置有换乘大厅，出租
车蓄车区、出租车上客区，社会车
辆停车场等；负三层设置为社会车
辆停车场。西安火车站周边市政
配套项目，包括自强东路改造工
程、建强路改造工程、太华路改造
工程等3个项目。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配套
设施建设 3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8.07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约为5.2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约为2.87万平方米。包括地上、地
下配套服务设施、地下停车场等。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开
闭幕式和部分重要赛事将在西安
国际港务区——西安奥体中心举
行，昨日的发布会上，西安国际港
务区管委会副主任苏国峰介绍了
奥体中心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相关情况。经过2年的建设，当前，
西安奥体中心1.8万座的体育馆已
于今年9月30日率先建成，正在开
展专项竣工验收工作。6万人的主
体育场计划今年年底建成，4000座
的游泳跳水馆计划明年6月建成；
西安奥体中心“一场两馆”将于明
年6月底全部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李天娇

西安市召开稳增长稳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情况新闻发布会

奥体中心“一场两馆”明年6月底交付使用

昨日，西安市出台《加快建设
先进制造业强市的实施意见》，立足
西安产业现状，紧盯强市目标，直面
发展短板，突出需求导向、问题导
向，承接落实中央及我省关于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整合西安
现有相关政策，聚焦支持企业做大
做强、集聚发展，推动企业降本增
效、转型升级，强化企业人才培养、
要素保障，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和核

心竞争力，推出了优化升级、务实管
用的政策措施，具有“定位高、举措
实、政策新”的特点。

到2025年，建成全国一流的先
进制造业体系，实现“五强”目标:

——产业强。全市规模以上
先进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5%
以上，到 2022 年，超过 6000 亿元;
形成 5 个以上千亿级支柱产业，先
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到 62%。
——企业强。到 2022 年，中

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达到 5 户，产
值超百亿元企业达到 15户，新增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500户以上。

——创新强。到 2022 年，新
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20个、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 10户、制造业创新
中心 10 个以 上，组织实施技术创
新项目 600个以上。

——品牌强。到 2022 年，国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 到 6 户
以上，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达到
150 户以上，新增省级以上质量标
杆企业 10户以上、工业品牌培育试
点示范企业 10户以上。

——融合强。到 2022 年，新
增省级以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及服务机构 30户以上，新增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 100 户以上、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项
目 20个以上，西安工业云平台注册
企业达到 1.5万户以上。

到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先进
制造业总产值超过10000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0%，形成
6个以上千亿级支柱产业，产值超
百亿元企业达20户，新增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1000户以上。

本报记者李天娇

西安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的实施意见》到2025年——

全市规上先进制造业总产值超10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