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QDCYP-
2023-1-1

QDCYP-
2023-1-2

QDCYP-
2023-1-3

土地位置

青岛轨道交
通产业示范
区双元路以
西、204国道

以南

青岛轨道交
通产业示范
区锦盛一路
以西、宏祥七

路以北

青岛轨道交
通产业示范
区荣海二路
以西、康园路

以南

土地面积
（㎡）

2847

11376

29736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2.0

≥1.5

≥1.5

建筑密度

≥40%

≥40%

≥40%

非生产性用
地比率

≤7%

≤7%

≤7%

绿地率

≤15%

≤15%

≤15%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行业准入条
件

高铁设备、配
件制造行业

保健食品制
造行业

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制造

行业

拍卖起始价
土地单价

（元/平方米）

436

381

436

竞买保证金
（元）

1241292

4334256

12964896

固定资产投
资强度

≥600万元/亩

≥600万元/亩

≥380万元/亩

亩均税收

≥50万元/亩

≥50万元/亩

≥30万元/亩

能耗标准

以后续项目
能评批复意

见为准

环境标准

1.空间准入标准：符合城阳区环境功能区划及区域
规划环评明确的生态空间清单及环境准入条件清单
管控要求；2.污染物排放标准：符合最新国家和地方
排放标准；3.环境质量管控标准：开工前按程序和要
求办理环评手续，申请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大气、
水、声等环境质量标准；4.行业准入标准：最新国家
或地方相关行业环境准入要求和环境准入指导意见
等；5.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落实

环评批复意见，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城阳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城自资告字〔2023〕1号

注意事项：
1.工业用地出让金总额是指成交土地单价与公告土地

面积的乘积。
2.拍卖出让地块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

划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3.1-3号地块竞得人与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须与棘洪滩街道办事处签订
《城阳区工业用地项目“标准地”履约监管协议》。

4.本次出让地块装配式建筑要求详见出让地块的《山东
省房地产开发项目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建设条件意见书》。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或拍卖出让文件《拍卖须知》中约定禁止参加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出让地块只接受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
《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得人须在规定时间内与青

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同时竞得人为非城阳区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还须自《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在规定时间
内（境内的企业 30 个工作日内，境外的企业 60 日内）在城
阳区内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须为全资子公
司），由新公司与青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补充条款）》，方可作为建设

用地使用权受让人办理土地登记进行开发经营，竞买人
在报名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
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击“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竞买人应提前进入交易系统首页，阅读《竞买人操作指
南》、《数字证书申请指南》，使用《竞买人模拟系统》熟悉操
作，确保届时顺利参加网上竞拍活动。

本次拍卖的地块设最高限价，不设底价，采用增价拍卖
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当网上土地竞价
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网上土地竞价终止。

四、拍卖文件的取得：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
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
资料。

申请人可于2023年1月20日至2023年2月9日，凭数字
证书（CA）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
及相关资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

买。
五、竞买申请及竞价权限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3年2月8日至9日9时至16时（以网上

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
竞买资料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资料包括《竞买申请书》等资料，统一使用本拍卖
文件提供的样本格式，签字盖章后上传。

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9 日 16 时，
竞买保证金的交纳时间以收款银行的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根据自身竞买情形，按照系统提示，选择提报
《竞买申请书》的格式（城阳区内注册、非城阳区注册）。

申请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需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自行查看竞买保证金到账
情况，并领取竞买号牌，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2023
年2月10日9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办理地点：城阳区文阳路
675号城阳市民中心2楼6号CA认证中心窗口。联系电话：
66791604。

（二）本次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
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
（三）网上拍卖实行资格审查后置。根据《青岛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
于3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审查。未通过审查的，撤
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扣除竞买保证金的5%；竞得人未按规
定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逾期、拒绝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扣除全
部竞买保证金。竞得结果无效，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
动。

（四）成交价不包括：水土保持费、耕地开垦费、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契税等费用。1 号地块需缴纳耕地开垦费
64.0575万元。（上述税费需向其他有关部门另行缴纳）

（五）申请人对拍卖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以在网上拍
卖开始前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出让人咨询。本次拍卖出
让地块权属清楚，四邻无争议。申请人自行踏勘出让地块，
参加竞买均视为同意土地交付条件即为土地踏勘日利用现
状。

（六）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王晓娟 0532－87868971
联系地址：城阳区城阳街道顺城路6号

青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月20日

楼市楼市观观察察

八个关键词串起2022青岛楼市主旋律
供需两端政策持续优化 楼市逐渐回归居住本质

2022 年 的 楼 市 已 经
落下帷幕。沿着全年时
间轨迹，从平稳开局，到
区域分化，再到“金九银
十”失色，最后到年底“翘
尾”……

在 这 样 的 市 场 背 景
下，楼市政策频出，在危
与机中寻求破局，也催生
出了“保交楼、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金融
16 条 、三 支 箭 ”等 关 键
词。本篇将以关键词的
形式对楼市的热点进行
回顾，一起细读 2022 年青
岛楼市的变化。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12 楼 市
责编 徐 晶 美编 时彦丽 审读 苗 玲

关键词一：房住不炒

2022年，中央多次强调房地产政策坚持“房
住不炒”基调。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针对房地产的相关表述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整体与党的十
九大报告一脉相承。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也有“房住不炒”的表述。

关键词二：LPR调整

2022 年，央行三次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以求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1月20日，1
年期LPR为3.7%，较上月下调10个基点；5年期
以上LPR为4.6%，较上月下调5个基点。5月20
日，1年期LPR维持3.70%不变，5年期以上LPR
下调15个基点至4.45%。8月22日，LPR第三次
下调，1 年期 LPR 为 3.6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3%。此次调整后，青岛房贷利率，首套最低可
到4.1%，二套最低4.9%。

关键词三：城市更新

回顾 2022，青岛城市进化开启了前所未有
的更新建设力度，一年来，全市上下紧密配合、
攻坚克难，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快速推进，一系
列服务保障措施扎实有力，各项工作取得了重
大突破，实现了三年攻坚的良好开局：跨海大桥

高架路二期工程、张村河片区这个青岛最大的
城中村启动拆迁改造、青岛老城区人气、商业气
和烟火气正在加快聚集、318 个老旧小区焕新
颜、山头公园整治达60个……截至2022年12月
底，青岛共开工建设项目 1256个，其中 882个项
目已完工。在“城市更新”风口下，2022山东（青
岛）宜居博览会再次启幕，成为展示青岛城市更
新建设成果的一个绝佳窗口。

关键词四：政策惠民

2022年可谓是房地产政策松绑大年。房地
产市场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中央多次强调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需求端政策优化贯穿
全年。2022年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支持各
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2022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和 2022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再次提
及。政策措施主要围绕降成本、降门槛、提效率
等展开，并从“因城施策”到全国性普惠政策不
断升级。

青岛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方面，一是
降成本，包括降低房贷利率、降低交易税费等；
二是降门槛，包括优化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
等；三是打通二手房交易链条，出台“带押过户”
细则，提高交易效率。以限购政策调整为例，
2022年6月3日，青岛多个区市宣布取消住房限
购。青岛限购区域调整为市南区、市北区、李沧
区、崂山区除王哥庄街道以外区域。2022年9月
15日，青岛调整优化政策。具体而言，继续在市

南区、市北区（原四方区域除外）实行限购政策；
继续明确限购房源，对限购区域内新建商品住
房，本地居民限购 2套，二孩、三孩家庭可增购 1
套，外地居民居住满半年限购 1套；二手住房不
再限购。

关键词五：保交楼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其中明确，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
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
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2022年8月，
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出台专门
措施，以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
要的城市推进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
交付。交付是检验产品的“试金石”。在“保交
付”成为2022年地产行业关键词的大背景下，房
企交付答卷成色如何,备受岛城购房者关注。

关键词六：金融16条

2022年11月11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
布 254 号文《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包含 16 项具体
举措，从供需两端全面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政策力度空前。政策核心逻辑为：企
业债务展期+支持融资稳定市场主体，“保交
楼”促进购房者信心恢复，支持个人购房信贷
带动市场销售恢复。房地产金融 16 条措施出

台，标志着房地产“稳主体”政策全面加力，正
式开始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

此次新政，力度之大、内容之全面，是全年
之最。在市场调整的当下，监管部门释放重磅
利好，对修复青岛楼市信心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七：集中土拍

与2021年集中土拍不同，2022年青岛全年集
中土拍按照四个批次进行，为了达到“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整体目标，通过增加供应批次，缓解房
企阶段性资金压力。今年四次集中土拍整体供地
116宗，占地35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06万平方
米，成交111宗，占地3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1
万平方米，总成交额441亿元。

关键词八：三支箭

去年5月、8月支持示范房企增信发债，去年
11月交易商协会和中债信用增进公司发布信息
支持房企增信发债延期扩容。2022 年 11 月 28
日，证监会发布优化调整房企股权融资 5 项措
施，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等。
支持房地产企业信贷、债券、股权融资政策陆续
落地，形成支持房企融资“三支箭”格局，供给端
支持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已达成融资协议的部
分品牌房企在青岛已深耕多年,融资端的改善对
其按期按质交房起到托举作用,岛城楼市 2022
年迎来供应端的暖意。

吕 蕾

每一座建筑，都记录着其所在城市的生长
轨迹，而每一座城市的崛起，又赋予了生长在
城市内的建筑向上的力量。

城市的记忆是会呼吸的。随着时间的洗
礼，一树一木，一砖一瓦，每一处建筑肌理，每
一条城市街区，藏着的不只是回忆，还镌刻着
一个城市的经久和变化，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
迁和沧桑。

站在信号山顶，俯瞰全城。尽收眼底的不
仅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
群，还有见证了这座城市不断崛起的林立高
楼，你是否会感叹历史和文明的完美交融？

漫步于银鱼巷，闲庭信步。制造偶遇的不
仅是台阶的边缘和缝隙里厚厚的青苔，还有满
墙充满文艺涂鸦的斑驳老宅和少女心爆棚的
粉色小三轮，你是否会被百年历史印记和青春
时尚元素的结合所感染？

穿梭于中山路，烟火升腾。迎来送往的不
仅是劈柴院里的诱人小吃，还有的被频频打卡
的巨幅裸眼 3D 大屏，你是否会拿出手机记录
美好，咋舌于科技的快速发展？

……
2022年，是青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的开局之年，“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
人之城”，描绘了这座城市新的愿景。一批群
众期盼已久的民生工程全力推进，一批城市基
础设施项目陆续完工投用，一批激活区域产业
活力的发展项目加速落地……一年来，随着一

件件民生实事和重点工程的落地见效，青岛的
城市面貌焕发出新活力、呈现出新气象，城市
之美变得更有质感，更直抵人心。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
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
好。”

城市能级的提升让“活力海洋之都，精彩
宜人之城”的愿景更加笃定。此时此刻，站在
新旧交替的门槛，正是这种令人心安的确定
性，让新一年的青岛楼市承载了更多的期待和
寄托。

展望 2023，虽然楼市面临诸多复杂环境，
但机遇也在纷至沓来。

1 月 17 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针对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方向给出
明确思路，政策将主要围绕“增信心、防风险、
促转型”展开，既有解决当下行业突出问题的
应对策略，也有针对行业长期转型问题的方向
性指引。

在众多政策的“组合拳”下，市场主体预期
将继续逐渐好转，优质房企的资金压力也将进
一步缓解。供需两端的支持政策或将进一步
优化，刺激需求合理释放。随着购房者信心的
修复，楼市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交
楼、稳民生的方向会更加坚定。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青岛楼市的2023年，一定会被再次深深铭

记。

向上的力量
——写在2023年开年之际青岛日报现

推出公益验房栏
目，我们将筛选有
代表性的房源，由
岛城专业监理机
构为市民的房屋
“体检”。

入选业主可
获得：1全程免费验
房服务；2专业验房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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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1.关注“青岛日

报楼市”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验房”栏目

进入“验房报名”页面

填写报名信息。

2.加入青岛日报

公益验房群，群内报

名。

3.更多问题拨打

验房热线66988557。

楼市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