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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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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9〕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天津市
北辰区人民政府批准，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负责组织实施编
号为津辰示（挂）G2021-006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工
作，天津市土地利用事务中心在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具体操作挂牌交易工
作。现就有关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相关情况
该地块坐落于天津市医药医疗器

械工业园，其四至为：东至京福公路，
南至腾轩道，西至新京福路，北至腾远
道（以挂牌文件附图为准）。现状为场
清地平、土地权利清晰。

地块界内使用范围、界外处理范
围如另有电力、通讯、供（排）水、供
暖、人防等地上（下）建筑物、构筑物、
附着物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含管线），
受让人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
不需要保留的，由北辰区政府负责予
以解决。

二、土地使用条件及其他要求
该地块出让土地面积279570.3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准入产业
类别为助动车制造，建筑系数≥35%，投
资强度≥3105万元人民币/公顷，依据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核
发的《规划条件通知书》，具体规划指
标见下表：

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年期为50年，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9914万元。

其他要求：
1.有关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装配

式建筑的建设要求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附件，后续监管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

2.其他规划与建设要求详见《规划
条件通知书》及其附件；

3.受让人须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30日内缴付不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60日内缴齐全部土地出让金；

4.受让人须自交付土地之日起1
年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4年内竣工。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凡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及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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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土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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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

以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

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5、依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法律法规，存在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的。
竞得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

不在北辰区的，应按照规定在北辰区
注册新公司，并由该新公司在《挂牌地
块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签
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有关事宜。

竞买人须交付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000万元，接受等额外币（美元、欧元、
日元、港币）或境外人民币支付竞买保
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期限为2021年7
月21日16:30，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为2021年7月21日17:30。

具体申请竞买办法和相关条件请
参阅挂牌文件《竞买须知》。

四、获取挂牌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1年6月

23日至 2021年7月13日，自2021年6
月25日至 2021年7月21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30-
16：30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市
和平区曲阜道88号)或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获取挂牌文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该地块挂牌时间自2021年7月14

日至2021年 7月 23日 9:35，在市土地
交易有形市场交易大厅及市土地交
易有形市场北辰区交易厅电子显示
屏幕进行挂牌，并接受报价（法定节
假日除外）。

若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的，须在挂牌
截止日2021年7月23日9:35前到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8号)进行现场报价，参加现场竞价活
动。当日，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北辰
区交易厅不接受报价申请。

六、挂牌标的竞买增价幅度
本次挂牌标的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七、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八、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挂牌

出让文件，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2）86988992
获取挂牌文件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22）23195966
竞买报名咨询：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22）2319598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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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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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
挂 牌 出 让 管 理 办 法》（津 政 办 发
〔2019〕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批准，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负责组织实施编号为津辰西（挂）
G2020-00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公开挂牌出让工作，天津市土地
利用事务中心在市土地交易有形市
场具体操作挂牌交易工作。现就有
关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相关情况
该地块坐落于北辰区西堤头工

业园区内，其四至为：东至福康路，南
至华康道，西至空地，北至现状企业
（以挂牌文件附图为准）。现状为场
清地平、土地权利清晰。

地块界内使用范围、界外处理范
围如另有电力、通讯、供（排）水、供
暖、人防等地上（下）建筑物、构筑物、
附着物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含管线），
受让人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
不需要保留的，由北辰区政府负责予

以解决。
二、土地使用条件及其他要求
该地块出让土地面积123218.6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准入产
业类别为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建筑系
数≥35%，投资强度≥2720 万元人民
币/公顷，依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北辰分局核发的《规划条件通知
书》，具体规划指标见下表：

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年期为50年，挂牌起始价为人民
币7652万元。

其他要求：
1.有关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装

配式建筑的建设要求详见《规划条件
通知书》附件，后续监管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

2.其他规划与建设要求详见《规
划条件通知书》及其附件；

3.受让人须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30日内缴付不低于全部土地
出让金的50%，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60日内缴齐全部土地出让金；

4.受让人须自交付土地之日起1
年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4年内竣工。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凡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及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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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土
地竞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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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

年以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

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5、依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法律法规，存在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的。
竞得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地不在北辰区的，应按照规定在北辰
区注册新公司，并由该新公司在《挂
牌地块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内办
理签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有关事宜。

竞买人须交付竞买保证金人民
币2500万元，接受等额外币（美元、欧
元、日元、港币）或境外人民币支付竞
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期限为
2021年7月21日16:30，竞买申请报名
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21日17:30。

具体申请竞买办法和相关条件
请参阅挂牌文件《竞买须知》。

四、获取挂牌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1年6月

23日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自 2021 年
6月 25日至 2021年 7月 21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6：30 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
场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8 号)或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获取挂牌文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该地块挂牌时间自 2021 年 7 月

14日至2021年 7月 23日 9:15，在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交易大厅及市土地
交易有形市场北辰区交易厅电子显
示屏幕进行挂牌，并接受报价（法定
节假日除外）。

若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的，须在挂
牌截止日 2021 年 7月 23 日 9:15 前到

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市和平区
曲阜道 88号)进行现场报价，参加现
场竞价活动。当日，市土地交易有形
市场北辰区交易厅不接受报价申请。

六、挂牌标的竞买增价幅度
本次挂牌标的增价幅度为人民

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七、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挂

牌出让文件，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2）86988992
获取挂牌文件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22）23195966
竞买报名咨询：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22）2319598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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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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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9〕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天津市
北辰区人民政府批准，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负责组织实施编
号为津辰风（挂）G2021-005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工
作，天津市土地利用事务中心在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具体操作挂牌交易工
作。现就有关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相关情况

该地块坐落于北辰区永进道与山
河路交口，其四至为：东至通盛路，南
至永康道，西至山河路，北至永进道
（以挂牌文件附图为准）。现状为场清
地平、土地权利清晰。

地块界内使用范围、界外处理范围
如另有电力、通讯、供（排）水、供暖、人
防等地上（下）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
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含管线），受让人可
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不需要保留
的，由北辰区政府负责予以解决。

二、土地使用条件及其他要求

该地块出让土地面积191376.6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准入产业
类别为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建
筑系数≥35%，投资强度≥2545万元人
民币/公顷，依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北辰分局核发的《规划条件通知
书》，具体规划指标见下表：

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年期为50年，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8778万元。

其他要求：
1.有关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装配

式建筑的建设要求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附件，后续监管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

2.其他规划与建设要求详见《规划
条件通知书》及其附件；

3.受让人须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30日内缴付不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60日内缴齐全部土地出让金；

4.受让人须自交付土地之日起1
年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4年内竣工。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凡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及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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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
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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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
以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
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5、依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法律法规，存在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的。

竞得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
不在北辰区的，应按照规定在北辰区
注册新公司，并由该新公司在《挂牌地
块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签
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有关事宜。

竞买人须交付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000万元，接受等额外币（美元、欧元、
日元、港币）或境外人民币支付竞买保
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期限为2021年7
月21日16:30，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为2021年7月21日17:30。

具体申请竞买办法和相关条件请
参阅挂牌文件《竞买须知》。

四、获取挂牌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1年6月
23日至 2021年7月13日，自2021年6
月25日至 2021年7月21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上午9：00-11：30、下午14：30-
16：30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市
和平区曲阜道88号)或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获取挂牌文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该地块挂牌时间自2021年7月14
日至2021年7月23日9:25，在市土地交
易有形市场交易大厅及市土地交易有形
市场北辰区交易厅电子显示屏幕进行挂
牌，并接受报价（法定节假日除外）。

若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的，须在挂牌
截止日2021年7月23日9:25前到市土
地交易有形市场(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8号)进行现场报价，参加现场竞价活
动。当日，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北辰
区交易厅不接受报价申请。

六、挂牌标的竞买增价幅度

本次挂牌标的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七、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挂牌
出让文件，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2）86988992
获取挂牌文件咨询：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22）23195966
竞买报名咨询：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22）2319598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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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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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9〕
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批准，天津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负责组
织实施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
开挂牌出让工作，天津市土地利用事
务中心在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具体
操作挂牌交易工作。现就有关挂牌事
项公告如下：

有关挂牌事项公告详见本公告
附表。

一、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凡欠缴土地出让
金的单位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均可参加竞买。

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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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加土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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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
以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
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5.依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
关法律法规，存在违法违规信用记
录的。

各地块竞得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地要求详见本公告附表，在《挂牌
地块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时限内办理
签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有关事宜。
各地块竞买人须交付的竞买保证

金数额详见本公告附表，接受等额外
币（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或跨境人
民币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均为2021年 7月 21日 16:
30，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均为2021
年7月21日17:30。

其他要求：
1.有关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装配

式建筑的建设要求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附件，后续监管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

2.其他规划与建设要求详见《规划
条件通知书》及其附件；

3.受让人须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之日起30日内缴付不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自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60日内缴齐全部土地出让金；

4.受让人须自交付土地之日起一
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
竣工。

具体申请竞买的办法请参阅挂牌
出让文件《竞买须知》。

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的时间和
地点

本次挂牌公告日期为2021年6月
23日至 2021年 7月 13日，自2021年 6
月 25日至 2021 年 7月 21日 (法定节
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6：30 到市土地交易有形市
场（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8 号）或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三、挂牌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自 2021 年 7月 14 日至
2021年 7月23日（具体时间详见本公
告附表），在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交易
大厅及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武清区交
易厅电子显示屏幕进行挂牌，并接受
报价（法定节假日除外）。

若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的，须在挂牌
截止日2021年7月23日（具体时间详
见本公告附表）前到市土地交易有形
市场(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8号)进行
现场报价，参加现场竞价活动。当日，
市土地交易有形市场武清区交易厅不
接受报价申请。

四、挂牌标的竞买增价幅度

各地块挂牌标的增价幅度为人民

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五、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六、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各地块挂牌
出让文件，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七、联系方式

咨询联系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武清分局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22）82115031
获取挂牌文件咨询：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22）23295230
竞买报名咨询：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022）2319598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
2021年6月23日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地块编号

津武（挂）
G2020-031号

津武（挂）
G2020-032号

津武（挂）
G2020-042号

津武（挂）
G2020-045号

津武（挂）
G2020-061号

津武（挂）
G2020-062号

位置

武清区汊沽港镇瑞
园道南侧

武清区汊沽港镇瑞
园道南侧

武清区汊沽港镇京
沪高速公路东侧

武清区源和道
北侧

武清区泗村店镇京
沪高速东侧

武清区泗村店镇碱
东路北侧

现状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带地上物、
土地权利清晰

规划用
地性质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出让土
地面积
（平方米）

33321.2

26644.5

26552.3

33333.8

25595.1

23470.0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3321.9

26643.8

26552.3

33333.8

25595.1

23470.0

土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0.8

≥0.8

≥0.8

≥0.8

≥0.7

≥0.8

建筑
密度

≤65%

≤65%

≤55%

≤55%

≤55%

≤55%

绿地率

20%

20%

20%

20%

20%

20%

建筑
系数

≥35%

≥35%

≥35%

≥36%

≥35%

≥34%

建筑
限高
（m）

/

/

/

/

38

38

起始价
（万元）

5270.9940

4243.5234

2323.6921

6400.3829

3844.9500

4439.4508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400

1100

600

1920

1000

1200

出让
年期

50

50

50

50

50

50

投资强度
（万元/
公顷）

≥4500

≥4500

≥4500

≥6000

≥4500

≥4500

准入产业
类别

C3032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建筑用石加工）

C3032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建筑用石加工）

C3389金属制品业(其他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C2320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装订及印刷

相关服务）

C3351金属制品业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

件制造）

C3525专用设备制造业
（模具制造）

竞得人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地要求

京津科技谷
产业园

京津科技谷
产业园

京津科技谷
产业园

武清区
开发区

武清区泗
村店镇

武清区泗
村店镇

成交时间

2021年7月
23日9:45

2021年7月
23日9:50

2021年7月
23日9:55

2021年7月
23日10:00

2021年7月
23日10:05

2021年7月
23日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