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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霍邱县“标准地” 

出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管委，县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霍邱县“标准地”出让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县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7 月 13 日 

   

霍政办〔20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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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标准地”出让实施细则（试行） 

 

为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四最”营商环境，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省、市关于“标准地”改革的文件精

神，规范“标准地”出让操作流程，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开展并联审批、

提前审查、承诺容缺办理、联动监管，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

时间，逐步实现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 

二、适用范围 

“标准地”适用于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

园范围内的新增工业用地。逐步将“标准地”制度运用到成片开发

的土地出让。支持对已取得产业用地使用权的企业投资改扩建项

目执行“标准地”制度。鼓励将“标准地”指标纳入司法处置程序的

存量工业用地使用权拍卖条件。各类工业集中区、特色产业小镇

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三、出让基本条件 

（一）区域评估。完成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

代产业园的 9 项区域评估工作。 

（二）用地条件。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

代产业园管委及属地乡镇政府应做好“标准地”动工开发所必需

的通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等基本条件, 严格执行“净地”出

让规定。 

（三）基本指标。主要包括规划指标、经济指标、能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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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指标。 

1.规划指标。主要包括用地性质、用地规模、容积率、建筑

密度、绿化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所占比例等指

标。由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管委会

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商定。 

2.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准入产业、亩均投资强度、亩均税收

等指标。准入产业要符合《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

代产业园新增工业项目准入及负面清单》（见附件 2）。亩均投

资强度、亩均税收按照《霍邱经济开发区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

控制性指标（参考）》（见附件 3）、《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

业园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参考）》（见附件 4）

标准执行。 

3.能耗指标。主要指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按照《霍邱

经济开发区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参考）》、《合

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参

考）》标准执行。 

4.环境指标。主要包括单位排放增加值等指标。按照《六安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六安市“标准地”生态环境标准执行指导

意见>的通知》（六环﹝2021﹞38 号）（见附件 5）要求执行。 

（四）其他指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根据有关部门提出

的个性化指标适当增加其他指标，主要包括研发投入、就业、技

术、人才、品牌等指标。在符合相关法定条件下，支持有条件的

“标准地”增加竞报亩均税收等指标。 

四、出让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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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标准地”基本指标、其他指标等指

引性指标确定出让条件，拟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按

规定报县政府批准后，发布“标准地”招拍挂出让公告，组织实施

土地招拍挂。 

（一）出让准备。在区域评估完成的基础上，霍邱经济开发

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管委按要求完成征收补偿、

基础设施配套等前期工作，同时做好产业招商引资等工作。 

（二）明确标准。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

代产业园管委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明确经济指标、能耗指标、环境

指标等具体控制性指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标准地”规划

条件，明确各类规划指标；拟定出让起始价、付款期限、土地交

付方式、建设周期及动工时间等。 

（三）土地出让。具备“标准地”出让条件，由霍邱经济开发

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管委向县土地资产管理委员

会申请“标准地”招拍挂出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具体地块

的“标准地”出让方案连同控制性指标，按程序经县土地资产管理

委员会集体研究后报县政府批准，发布出让公告。土地成交后，

土地受让人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同时与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

业园管委签订《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见附件 6）。 

五、审批服务 

各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对事

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

果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标准地”出让后，用地企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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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标准地”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承诺书》，用地企业对

照清单和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并完成公示后，相关审批部门可以直

接作出审批决定。具体办法执行《六安市“标准地”审批承诺实施

意见（试行）》（六建审改办﹝2021﹞4 号）（见附件 7）。 

六、监督管理 

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管委及各

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张、谁监管”的原则，

开展项目实施核查与监管，指导项目业主按照承诺标准及规划方

案组织施工。项目业主要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备勘

察、咨询、设计、测绘、监测成果和施工、监理情况。项目竣工

后，县住建局会同霍邱经济开发区管委、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

业园管委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验收。县住建局作为联合验收

牵头部门应向建设单位提供联合验收一次性告知服务, 告知联

合验收程序、申报材料和告知承诺内容，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单

位)根据各自的职能，主动与项目建设单位对接并提供咨询服务。

具体办法执行《六安市“标准地”工业项目建筑工程实施联合竣工

验收办法（试行）》（六建审改办〔2021〕5 号）（见附件 8）。 

项目达产后，在约定期限内由县政府办组织相关部门对照达

产复核具体办法、投资建设协议，对项目亩均投资强度、亩均税

收、环保标准、能耗标准等指标进行联合达产复核。未通过复核

的，督促指导其限期整改。 

七、信用管理 

县发改委督促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建立“标准地”企业投

资项目信用评价体系、严重失信名单制度和全过程信用档案，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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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落实“标准地”承诺行为信息记入信用档案，并推送至信用信息平

台依法公开。各行业主管部门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企业享受优惠政

策的重要参考，并依法依规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八、其他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霍邱县“标准地”管理操作流程（试行） 

2.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新增 

工业项目准入及负面清单 

3.霍邱经济开发区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 

（参考） 

4.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 

控制性指标（参考） 

5.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六安市“标准地”生态 

环境标准执行指导意见》的通知 

6.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范本） 

7.六安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六安市“标准地”审批承诺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 

8.六安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六安市“标准地”工业项目建筑工程实 

施联合竣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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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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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 

新增工业项目准入及负面清单 

 

一、准入清单 

霍邱经济开发区以铁矿加工产业、循环经济产业、机械制造

产业为主导，以电子设备产业为配套。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

园以电子信息产业、光伏与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

导，形成以智能微电机制造、LED 照明显示、模具及高端注塑、

线束数据连接线、资源循环利用等为特色的“3+2+1+X”现代产业

体系。 

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本）》的鼓励类

产业中符合我县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要求及产业发展定位的工业

项目以及除霍邱经济开发区、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负面清

单以外的产业。 

二、负面清单 

（一）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本）》淘

汰类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的项目。 

（二）列入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中的淘汰类项目。 

（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 年版）中明令禁止的

项目。 

（四）《安徽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中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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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的项目。 

（五）其他类型项目。1、限制引进类：（1）国家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安徽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限

制类项目。（2）限制发展能源、资源消耗量或排污量较大但效

益相对较好的企业。2、禁止引进类：（1）国家明令禁止建设或

投资的、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版)》要求的建

设项目；（2）规模效益差、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影响严重的

企业；物流业禁止贮存和输送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品；（3）

新能源行业不得引入产能过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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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霍邱经济开发区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 

控制性指标（参考） 

 

序

号 
名  称 

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万元） 

亩均税收

（万元） 

单位工业增加值

综合能耗（吨标

准煤/万元） 

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50 ≥10 ≤1.8447 

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50 ≥10 ≤1.8447 

3 非金属矿采选业 ≥150 ≥10 ≤1.8447 

4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50 ≥10 ≤1.8447 

5 其他采矿业 ≥150 ≥10 ≤1.8447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0 ≥10 ≤1.8447 

7 食品制造业 ≥200 ≥12 ≤1.8447 

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00 ≥12 ≤1.8447 

9 烟草制品业 ≥200 ≥12 ≤1.8447 

10 纺织业 ≥150 ≥10 ≤1.8447 

11 纺织服装、服饰业 ≥150 ≥10 ≤1.8447 

1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0 ≥12 ≤1.8447 

1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0 ≥12 ≤1.8447 

14 家具制造业 ≥150 ≥10 ≤1.8447 

15 造纸和纸制品业 ≥200 ≥12 ≤1.8447 

1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0 ≥10 ≤1.8447 

1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50 ≥10 ≤1.8447 

1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00 ≥12 ≤1.8447 

19 医药制造业 ≥150 ≥10 ≤1.8447 

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0 ≥10 ≤1.8447 

21 化学纤维制造业 ≥200 ≥12 ≤1.8447 

2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0 ≥12 ≤1.8447 

2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0 ≥10 ≤4.1393 

2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0 ≥10 ≤5.8899 

2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0 ≥10 ≤1.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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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金属制品业 ≥150 ≥10 ≤1.8447 

2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0 ≥10 ≤3.9512 

28 专用设备制造业 ≥150 ≥10 ≤1.8447 

29 汽车制造业 ≥150 ≥10 ≤1.8447 

3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150 ≥10 ≤1.8447 

3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0 ≥10 ≤1.8447 

3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0 ≥10 ≤1.8447 

33 仪器仪表制造业 ≥150 ≥10 ≤1.8447 

34 其他制造业 ≥150 ≥10 ≤1.8447 

3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50 ≥10 ≤1.8447 

3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50 ≥10 ≤1.8447 

3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200 ≥12 ≤1.8447 

38 建筑业 ≥150 ≥10 ≤1.8447 

39 批发和零售业 ≥150 ≥10 ≤1.8447 

4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0 ≥12 ≤1.8447 

4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0 ≥10 ≤1.8447 

42 金融业 ≥150 ≥10 ≤1.8447 

43 房地产业 ≥200 ≥12 ≤1.8447 

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0 ≥10 ≤1.8447 

4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0 ≥10 ≤1.8447 

4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0 ≥12 ≤1.8447 

4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00 ≥12 ≤1.8447 

4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0 ≥10 ≤1.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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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合肥高新区霍邱现代产业园新增工业项目 

“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参考） 

序号 名  称 
固定资产强度 

（万元/亩） 

亩均税收 

（万元/亩） 

单位工业增加值

综合能耗（吨标

准煤/万元）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0 ≥10 ≤3.9512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50 ≥10 ≤1.8447 

3 汽车制造业 ≥200 ≥10 ≤1.8447 

4 食品制造业 ≥150 ≥20 ≤1.8447 

5 纺织服装、服饰业 ≥150 ≥10 ≤1.8447 

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50 ≥15 ≤1.7429 

7 医药制造业 ≥150 ≥15 ≤1.8447 

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0 ≥15 ≤4.1393 

9 金属制品业 ≥150 ≥15 ≤1.8447 

1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150 ≥15 ≤1.8447 

1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0 ≥10 ≤1.8447 

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0 ≥10 ≤1.8447 

13 仪器仪表制造业 ≥150 ≥10 ≤1.8447 

14 其他制造业 ≥150 ≥15 ≤1.8447 

1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00 ≥15 ≤1.8447 

1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00 ≥15 ≤1.8447 

1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0 ≥10 ≤1.8447 

1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0 ≥10 ≤1.8447 

1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0 ≥15 ≤1.8447 

2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0 ≥10 ≤1.8447 

2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0 ≥10 ≤1.8447 

22 医药制造业 ≥200 ≥15 ≤1.8447 



－13－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7月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