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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 39号令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
人民政府批准，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雁江区城东新区经四路西
侧、碧江大街北侧及南津镇清水镇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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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出让文
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
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
式为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挂牌报价
不低于底价的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应于 2019年 9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正常上班时
间）到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资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 702室）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资阳市土地矿产
交易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 10 时组织申
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0月 8日 16时（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时间为准），竞买保证金交款单位须与竞买
申请人一致，禁止代缴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将
在 2019 年 10 月 8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地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
江区河埝街 12号 2楼），受理竞买人的报价
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8时30分至2019年
10月10日10时00分止（含法定节假日）。

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三个
账户均可交纳）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资阳分行
账 号：117165918951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阳分行
账 号：22735001040024978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 号：51050168730800000867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资阳市城区娇子大道与二环路交汇处资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702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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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2019-
D-1

2019-
D-2

2019-
D-3

地块
位置

经四路西侧、
碧江大街北侧
经四路西侧、
碧江大街北侧
南津镇迎桥村、
清水镇瓦子坳村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

11604

34141

66536.7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公用设施
用地

容积率

≥1.0

≥1.0

≤1.0且
≥0.5

建筑密度
（%）

≥45

≥45

≤45

绿地率
（%）

10-20

10-20

≥20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30年

起始价
（万元）

302

890

2555

保证金
（万元）

151

44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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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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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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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环外 I线嘉好#1分支箱#1开关出线；10kV孙檀一线
消防支队#1环网柜#2开关与 10kV马鞍 I线檀木湾#2分支箱
#1开关之间线路

110kV线路施工，配合停电

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渝
高速服务区、四通公司、三桥减速电机公司、资阳市嘉好饲料、
成渝养护所、红岩五、八社、帝景名苑三期、观领一品、置地城
一期、二期天玺、四期天麓、置地城幼儿园、市政路灯（置地城）

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配变、
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变、四通车辆厂箱变、四川三桥减速电机有
限公司配变、资阳市嘉好饲料配变 1、资阳市嘉好饲料配变 2、
蜀工高速路工程公司#1配变、蜀工高速路工程公司#2配变、
红岩五、八社公变、电网_10kV 孙檀一线帝景名苑三期#1 配
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帝景名苑三期#2配变、电网_10kV孙
檀一线帝景名苑三期#3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观领一品#
1 箱变、电网_10kV 孙檀一线观领一品#2 箱变、电网_10kV 孙
檀一线置地城一期#1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
2 配变、电网_10kV 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3 配变、电网_10kV
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4配变、置地城#1专用配电室#1变、电
网_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 5栋#1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
线置地城一期 5栋#2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 6
栋#1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 6栋#2配变、电网
_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一期 7栋#1配变、电网_10kV孙檀一线
置地城一期 7栋#2配变、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二期（天玺）#1
配变、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二期（天玺）#2配变、10kV孙檀一
线置地城二期（天玺）#3配变、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二期（天
玺）#4配变、10kV 孙檀一线置地城二期（天玺）#5配变、10kV
孙檀一线置地城二期（天玺）#6配变、10kV孙檀一线置地城二
期（天玺）#7配变、置地城幼儿园箱变、市政路灯（置地城）、电
网_10kV 孙檀一线置地城天麓#1 配变、电网_10kV 孙檀一线
置地城天麓#2配变

遇雨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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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同城化交通工作目标

交通运输网络是成资同城化的骨骼系统，对空
间结构优化、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等具有
重要的先导和引领作用。

围绕市委、市政府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工作要
求，市交通运输局积极谋划，细化制定成资同城化
交通先行的具体工作目标。在交通规划方面，推动
综合运输通道布局衔接、功能协调，大中小型交通
枢纽站场定位合理、分工协作，实现路网和枢纽“一
张网规划”。在交通设施方面，推动综合交通通道
的建设时序、技术标准跨区域统一协调，完善综合
枢纽站场转运系统，解决城市内外交通衔接转换

“肠梗阻”，实现“建设同步”“无缝衔接”的高水平互
联互通。在交通服务方面，强化跨区域联程运输、
多式联运组织，提高客运便利化程度和物流效率。
拓展区域间运输服务合作范围，无差别地提供多层
次、多样化服务。在交通管理方面，建立统一共享
的客货运输信息化平台，构建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的市场环境，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综合交通管理
新机制，以协同为关键突破口提升区域交通运输现
代化的管理能力。

积极谋划成资交通项目

按照成都市 2017年 6月出台的《东进综合交通
布局规划》，成都市规划了金堂大道、成青金、蜀都
大道东延线、成简、成资等 5 条快速通道穿越龙泉
山至简阳、金堂。但上述快速通道除成资大道连接
到资阳边界外，其余 4条终点均为环成都经济区高
速，未连接到资阳界。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成资同
城化率先突破交通先行的工作要求，全面畅通成资
快速通道联系，助力成资同城化发展，市交通运输
局主动思考，谋划了乐金快速通道、乐简快速通道、
蜀都大道东延线（资简段、乐简段）、成资临空大道
分别对接金堂大道、成青金、蜀都大道东延线、成简
4条快速通道。

此外，该局还多渠道与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沟
通，恳请成都市将拟修建至环成都经济区高速的断
头路延伸至资阳界。经过反复对接，成都市于 2018
年 5 月出台《成都快速通道网规划》，正式将成都 5
条东进快速通道规划均延伸到资阳界，成资交通运
输同城化基础进一步夯实。

2018 年 9 月，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见证
下，《成资同城化交通运输发展合作协议》《成资临
空大道建设合作协议》《蜀都大道东延线资简段、乐
简段规划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约。

强力推进同城化交通项目

当前，我市正全力推进直连成都的“3高 10轨 7
快”，以加快融入成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10轨——共建四川南向、东向、北向高铁次枢纽。
已投入运营：成渝铁路、成渝客专；已开工建

设：成自高铁；即将开工建设：轨道交通资阳线、成
南达高铁；已纳入规划：成都城际外环线铁路；争取
纳入规划：成渝中线高铁、市域铁路 S14、市域铁路
S17、遂资眉雅铁路。

3高 7快——共建“成都—资阳”大通道。
“3 高”：成渝高速 1996 年建成通车；渝蓉高

速（原来成安渝高速）2016 年建成通车，起于重庆
绕城高速公路，止于成都绕城高速公路，按双向
六 车 道 标 准 建 设 ，全 长 251 公 里 ，其 中 四 川 段
174 公里；成资渝高速公路（四川段）正在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预计 2020 年可建成通车，项目起于
简阳江源镇，经简阳市、雁江区、乐至县、安岳
县，止于川渝界安岳县龙台镇高子湾，全长约

110 公里。
“7 快”：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蜀都大

道东延线（资简、乐简段）、乐金快速通道、乐简
快速通道、成渝高速至成宜高速联络线等 7 条
快速通道已全部纳入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
于加快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实施
意见》中的畅通城际快速通道项目和省交通运
输 厅 印 发 的《成 都 平 原 经 济 区 快 速 通 道 规
划》。目前，成资大道正在加快建设，预计 2020

年资阳段可建成通车，成资临空大道已启动项
目建设，其余 5 条快速通道正在抓紧开展项目
建设前期工作。

加快构建公交共享格局

成资同城化公交有重大突破，惠及万千群众。
2018 年 12 月 26 日，“天府通·成资通”公交

卡正式发行。今年 5 月 17 日，成都轨道集团公
司完成了针对“成资通”卡适用于地铁站的软件
开发测试、闸机升级工作，成资两地正式实现公
交、地铁“一卡通”。截至目前，已办理“成资通”
卡 10 万余张。

随着《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加快铁路
公交化运营框架协议》的签订，成渝高铁成资往返
班次每天增加至 18.5对，最短发车间隔 20分钟，逐
步实现成资铁路公交化运营。

市交通运输局还积极推进开行跨界公交。明
确将连接资阳城区的公交纳入成都东部新城公共
交通规划，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入运营后，即开
行机场至资阳的公交线路。已与简阳市就跨界公
交开行工作进行多次对接，初步达成一致意见，拟
先行开通 1条资阳城区至简阳市的公交线路，目前
已协商制定了开行跨界公交工作方案，正在报请两
市政府审定。

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交通先行成果丰硕。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担起“排头兵”责任，为成资同
城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资同城化 交通厉马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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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根

交通建设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相关
产业的发展，道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又
能促进当地企业及居民的消费，因此，
交通运输事业的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8 年，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明
确提出“支持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
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精心谋划，提
出把成资同城化作为引领全市发展的

“头号工程”来抓，全市上下快速行动，
掀起成资同城化发展高潮。市交通运
输局主动作为、上门“攀亲”，按照“互
联互通、无缝对接、同网同标、一体运
行”的思路，积极深入对接、精准对标
发力、全力全面攻坚，着力打通“机场
通道”“成都通道”，为成资交通同城化
发展顺利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于一波 记者 蒲敏 赵
明）9月 10日，由市文明办、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市交警支队、市诚兴公司
等部门、单位联合发起的综合治理娇
子大道沿线不文明行为行动正式启
动。此次联合行动，将对娇子大道沿
线市民横穿马路、践踏草坪、乱停乱
放、损坏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集中曝光和综合治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即使有交警和
劝导员在路口执勤，仍有市民罔顾安
全，上演雨中横穿马路的“精彩”戏
码：有的踩踏草坪无视劝导，有的在
车流中穿梭而过，有的为躲避镜头

“急流勇退”。在离劝导点 10多米的
中央绿化带中，一条被硬生生踩踏出
来的“道路”十分醒目……而这一系

列不文明现象，将于不久之后陆续在
我市各大网站平台及万达广场大屏
上曝光。

据了解，此次联合行动将持续半
个月，分为设施规范建设、严格执法
管理、开展劝导引导、突出问题曝光、
开展承诺践诺五个方面。治理行动
期间，还将为娇子大道中央及两侧绿
化带设置隔离铁丝网（栏）和宣传牌，
并对景观绿植进行补植。届时，为保
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万达十字路口行
人通过的绿灯时间会适当延长。

娇子大道沿线不文明行为整治正式启动

建
设
中
的
成
资
渝
高
速
。

首批领到成资通公交卡的市民。

为全面推动“五城同创”工作，
以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决定在中心城区开展街
道两侧建筑物外立面大清洗行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清洗范围
市中心城区街道两侧的建筑

物外立面及公共设施。
二、实施时间
2019年9月6日—9月15日。
三、清洗要求
街道两侧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经营业主（无经营业主的由产
权所有者）负责清洗墙体、幕墙、玻
璃橱窗、卷帘门和其他公共设施。
具体标准：

（一）墙体和幕墙无乱涂乱画、
无乱牵乱挂、无乱刻乱张贴、无油
渍污垢。

（二）卷帘门和玻璃橱窗无积
尘、无乱涂乱画、无乱牵乱挂、无乱
刻乱张贴、无油渍污垢。

（三）其他公共设施无污垢破
损、无乱涂乱画。

四、责任追究
（一）对不按规定清洗和逾期

未清洗的，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处理。

（二）对拒绝、阻碍依法执行职
务的，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
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任何单位、个人有权对不按规
定清洗和逾期未清洗街道两侧建筑
物外立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

举报电话：12319。
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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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街道两侧建筑物外立面
大清洗行动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