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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计划的目的与意义、依据和基本原则

（一）目的与意义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是对计划年度内储备和供应

的国有建设用地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资金需求规模等做出的

统筹安排。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是在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构建“关系紧密、上下协调、联动发展”

的自然资源储备体系，进一步发挥土地储备在履行所有者职责、落实

国土空间规划、调控土地市场、主张所有者权益的背景下产生的。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的科学编制，具有保障土地储

备工作的科学有序实施，进一步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

力，维护土地市场供应秩序；进一步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低

效利用土地二次开发，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障重点建设项目、基础

设施工程、民生工程等项目用地需求；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运行，盘

活城市土地资源，筹集更多的城市建设资金，不断提高建设用地保障

能力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全省自然资源储备体系建设的

通知》（湘自然资发[2020]55号）、《关于印发<湖南省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湘自资办发

[2021]22号)要求，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土地

储备和供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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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依据

1、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6）《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

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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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号）

（10）《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6号）

（1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1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试行）》

（13）《土地储备资金会计核算办法（试行）》

（14）《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1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

（16）《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办法》

（17）《湖南省土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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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文件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

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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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

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76号）

（4）《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

〔2016〕4号）

（5）《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

17号）

（6）《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号）

（7）《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综〔2018〕8号）

（8）《关于印发<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9〕89号）

（9）《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启动全域“净地”供应攻坚战的

通知》（湘自然资发〔202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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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净地”供应工作的通

知》（湘自然资发〔2020〕18号）

（11）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全省自然资源储备体系建设的

通知（湘自然资发〔2020〕55号）

（12）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用地报批相关事项的通知（湘自然资

办发〔2020〕65号）

（13）《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储备入库出库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湘自然资办发〔2020〕210号）

（14）《关于印发《湖南省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

制规范（试行）》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22号）

（15）《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土地储备信息监测监管工作的通知》

（湘自资办发〔2021〕29号）

（16）《关于 2021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实施有关事项的通

知》（湘自资办发〔2021〕51号）

（三）基本原则

1、协调统一原则。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需以大通湖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指

导，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固定资产年度投资计划和建

设资金筹措计划等要求进行编制。

2、供求基本平衡原则。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量安排须按照房

地产、土地市场的客观需求，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合

理确定实现土地供给与土地需求基本平衡条件下的土地供给总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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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布局。

3、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在强化土地

开发利用监管的基础上，本着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确定合理的土地

供应量，通过供给引导需求，促进土地高效集约利用。

4、集中管理、统一供应原则。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包括新增

土地的供应和存量土地的供应。坚持将各部门各行业，各乡（镇）以

及开发区的建设用地，统一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之中，实行集

中管理、统一供应。

5、重点保证、有保有压原则。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优先

保障城市重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结构调整项目、民生项目的用地

需求。属于自然资源部颁布的《禁止供地项目目录》的项目用地；不

符合本县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属于淘汰和禁止发展的落后生产能力

的项目用地不予供地；商服、住宅用地供地量不正常上涨时限制供地。

二、计划期限与范围

年度计划的期限为一年，计划年度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本计划的适用范围为大通湖区行政辖区，含下辖全部乡镇。

本计划所指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范围为 2021年度大通湖区所

辖区域内的国有建设用地。

本计划所指的国有建设用地储备的范围为 2021年度：

（1）拟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

（2）拟收购的土地；

（3）拟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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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征收的土地；

（5）未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

（6）受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单位委托，代理开展前期开发和管

护的土地；

（7）其他依法依规可以纳入储备的土地。

三、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1年大通湖区供应土地总规模为 80.40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

地为 15.45公顷，占供应土地总规模的 19.22%，存量建设用地为 64.95

公顷，占供应土地总规模的 80.78%。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1年大通湖区国有建设用地计划量为 80.40公顷，其中主要为

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

通运输用地和特殊用地。其中，住宅用地规模 7.76公顷，占供应总

量的 9.65%；商服用地规模 3.08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3.83%；工矿仓

储用地规模为 5.8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7.2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规模 10.25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12.75%；交通运输用地 52.84公

顷，占供应总量的 65.72%；特殊用地 0.64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0.8%。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住宅用地：住宅用地主要分布在河坝镇三财垸村、河坝镇建

材厂、河心洲村、河坝镇文化路以北。

2）商服用地：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河坝镇老河口村、金盆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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漉社区、河坝镇银海社区、千山红镇大西港村、三财垸村、河心洲村、

河坝镇文化路以北。

3）工矿仓储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河坝镇三财垸村、

永兴村。

4）交通运输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主要用于文化北路至环城北路

段、大通湖大道至映湖西路段、五一西路至银海东路段、大通湖大道

至映湖西路段、大通湖大道至映湖西路段、大通湖大道至映湖西路段、

北洲子镇北胜村、河坝镇河心洲村、大东口村、金盆建坤砖瓦厂项目

的建设。

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分

布在大莲湖调蓄湖、河坝镇沙堡洲村红旗社区、千山红、北洲子、金

盆村、河坝镇三财垸村、糖厂、大东口村、南京湖村、有成村、王家

坝村、北洲子镇宏发社区、千山红镇北汀社区、种福村、河坝镇河心

洲村、北洲子镇向阳村、金盆镇金桥社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河坝镇

铭新村。

6）特殊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用于河心洲村公墓、益

阳市大通湖区殡仪馆火化间建设项目建设。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 4.25 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5.29%；第二季度供应

5.71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7.10%；第三季度供应 52.12公顷，占供应

总量的 64.82%；第四季度供应 18.3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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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采用出让和划拨方式进行供应，计划采

用出让方式供应土地面积为 66.37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82.55%；计划

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面积为 14.0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17.45%，其

主要用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特殊用地的供

应。

四、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供应总量

2021年大通湖区住宅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7.76公顷以内，其中

新增住宅用地 7.48公顷，存量住宅用地 0.28公顷。

（二）住宅用地供应结构

2021年大通湖区住宅用地供应总量中，商品房用地 7.76公顷，

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100.00%，其中普通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 7.76

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100.00%。

2021年大通湖区保障性住房用地和普通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共

计 7.76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 100.00%。

（三）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2021年度商品房用地主要分布于河坝镇三财垸村、河坝镇建材

厂、河心洲村、河坝镇文化路以北等地。

（四）住宅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 0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0%；第二季度供

应 0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0%；第三季度供应 0公顷，占住



第 9 页

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0%；第四季度供应 7.76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

量的 100.00%。

（五）住宅用地供应方式

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 7.76公顷，全部采用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应

土地。

五、计划年度储备土地规模、结构、分布

2021年大通湖区储备土地总规模为 40.14公顷，其中既往年度储

备土地库存规模为 0公顷，占总面积的 0%；拟入库储备规模为 40.14

公顷，占储备土地总规模的 100%，其中，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 30.7

公顷，占拟入库储备规模的 76.48%，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为 9.44公顷，

占拟入库储备规模的 23.52%。

储备土地主要为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其中，住

宅用地规模 19.46 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48.48%；商业用地规模 4.38

公顷，占储备总量的 10.91%；工矿仓储用地规模为 16.3公顷，占储

备总量的 40.61%。

住宅用地主要分布在河坝镇三财垸村、河坝镇建材厂、河心洲村、

文化路以北、友谊南路以东等地；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河坝镇老河口

村、、任家巷居委会、河坝镇银海社区、千山红镇大西港村、三财垸

村、河心洲村、文化路以北、友谊南路以东等地；工矿仓储用地现阶

段主要分布在河坝镇三财垸村。

六、计划年度储备土地前期开发规模、时序

2021年度大通湖区开展前期开发的规模为 40.14公顷，其中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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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入库储备地块 17宗，共 40.14公顷。

从前期开发时间安排上看，本年度拟开发地块全部为拟收储存量

用地，开发时间全部为年底 12月前。

七、计划年度储备土地管护与临时利用安排

2021年大通湖区储备土地全部由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储备中心进

行自行管护，无管护费用支出。储备土地不另外安排临时利用。

八、计划年度储备土地供应规模

（一）供应规模与结构

2021年度大通湖区供应储备土地总面积为 16.17公顷，全部来自

于拟入库储备土地。

储备土地供应计划中，商服用地计划供应规模为 3.08公顷，占

总供应规模的 19.05%；住宅用地计划供应规模为 7.76公顷，占总供

应规模的 47.99%；工矿仓储用地计划供应规模为 5.33公顷，占总供

应规模的 32.96%。

（二）储备土地供应分布与时序

大通湖区 2021年度储备土地供应安排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供应 0.5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3.28%；第四季度供应 15.64

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96.72%。

九、计划年度储备土地筹资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

8号，土地储备资金来源于下列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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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部门从已供应储备土地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给

土地储备机构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等储备土地过程

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二）财政部门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排用于土地储备的资

金；

（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的土地储备资金；

（四）经财政部门批准可用于土地储备的其他财政资金。

另根据储备地块收支测算结果，将储备项目划分为 A、B、C三

类。其中，A 类项目指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大于或等于土地储备成本

的项目；B 类项目指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小于土地储备成本的项目；C

类项目指没有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的项目。A、B、C类项目将作为债

券发行和不同资金筹集渠道的依据。

大通湖区 2021年度库存储备地块以及拟入库储备地块资金投入

需求量总额为 18532.68万元。根据大通湖区目前财政情况，土地储

备资金主要来源为财政投入，预计各级财政部门可投入资金约占资金

总需求的 93.00%。

则大通湖区 2021年度资金来源如下：财政部门以已供应储备土

地出让收入中安排 438.95万元，占筹措总额的 2.37%；财政部门从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排 802.34万元，占筹措总额的 4.33%；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筹集的土地储备资金 0万元，占筹措总额的 0%；其他财政

资金安排 17235.96万元，占筹措总额的 93.00%；按照一年期活期存

款利率 0.3%来计算，上述资金产生的利息为 55.43万元。以上资金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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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总额为 18532.68万元。

十、计划年度末库存储备土地情况

2021年末，大通湖区年度末库存储备土地预计为 23.97公顷，预

计全部为年末已完成投资地块。

2021年末库存土地中以住宅用地规模最大，面积 11.7公顷，占

库存总量的 48.81%；其次是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10.97公顷，占库存

总量的 45.77%；再次是商服用地，面积 1.3公顷，占库存总量的 5.42%。

根据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储备入库出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湘自然资办发〔2020〕210号）文件要求，2021年度大通湖区储

备土地规模控制标准房地产用地年末在库规模未定，园区周转用地年

末在库规模 20公顷。本年度计划年末库存土地工矿仓储用地土地面

积为 10.97公顷，满足本次文件要求。

十一、年度计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

计划实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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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

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

县自然资源、房产、建委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

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也要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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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计划实施公众参与力度

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公众参与及公示制度，明确计划程序中公众

的职责与权益、参与的渠道与途径，通过集思广益，比较准确地表达

社会需求，调整国有建设用地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减少决策失误。

（四）完善土地储备工作程序和工作规范

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土地储备经营运行依法合理，探索土地收购

储备的合法途径和方法，保障土地收购储备经营又好又快发展。尤其

是法律和部门文件及各级政府未明确的一些内容，具体操作起来很

难。

（五）建立配套的资金收支预算

年度计划对资金的要求较高，资金的到位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年度

计划的实施进度。同时资金的投入规模，也会影响年度计划的编制。

因此，建议在编制年度计划的同时要编制土地储备资金预算，并将年

度计划与政府融资计划挂钩，根据年度计划情况，将资金的筹集和使

用情况，落实到具体地块上，从而保证整个计划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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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大通湖区供应和储备土地规划用途结构表
单位：公顷

规划用途
商服用

地

住宅用

地

工矿仓储用

地

公关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与水利设

施用地

特殊用

地

其他

土地
合计

既往年度储备土

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拟入库储备土地 4.38 19.46 16.3 0.00 0.00 0.00 0.00 0.00 40.14

计划年度供应储

备土地
3.08 7.76 5.33 0.00 0.00 0.00 0.00 0.00 16.17

计划年末库存储

备土地
1.3 11.7 10.97 0.00 0.00 0.00 0.00 0.00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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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大通湖区 2021 年度土地供应和储备计划指标汇总表

单位：公顷

计划指标 面积
备

注房地产

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既往年度储备土

地面积

储备机构正常储备

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其他机构“批而未

供”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其他机构需再次供

应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拟入库储备地块

面积

储备机构正常储备

土地面积
40.14 23.84 16.30

其他机构“批而未

供”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其他机构需再次供

应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合计 40.14 23.84 16.30

计划年度供应储

备土地面积

储备机构正常储备

土地面积
16.17 10.84 5.33

其他机构“批而未

供”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其他机构需再次供

应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合计 16.17 10.84 5.33

年末库存储备土

地面积

储备机构正常储备

土地面积
23.97 13.00 10.97

其他机构“批而未

供”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其他机构需再次供

应土地面积
0.00 0.00 0.00

合计 23.97 13.00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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