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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苏地 2021-WG-84号——苏地 2021-WG-86号)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采取在互联

网上出让的方式进行，竞买人应认真阅读《江苏省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苏州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苏地网挂〔2021〕14号）、《土地

使用权网上竞价超过市场指导价报价规则》、《“限房价、

限地价”出让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报价规则》、《苏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系统竞买人使用手册》、《关于

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实施意见》（苏府

〔2016〕119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地产市场调控

的意见》（苏府〔2016〕150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

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充意见》（苏府〔2019〕

38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工作意见》（苏府〔2019〕61号）及有关法律、法规。竞买

人如对网上挂牌出让文件资料有疑问，对网上挂牌出让流程

或出让地块现场不熟悉，需作进一步了解的，在土地网上挂

牌出让公告发布后至报名截止时间的工作日内，可向苏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咨询，咨询电话：0512-68633299、

65296891；保证金咨询电话：0512-653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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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活动。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

合竞买。非房地产公司竞得后，可获得该地块上房地产单项

开发经营权。 

个别地块对申请竞买人有一定的条件要求，具体详见特

别说明。 

根据江苏省信用办《关于对国家下发的严重失信企业实

施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苏信用办〔2016〕73号）要求，

限制严重失信企业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

活动。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竞买人，经认定构成违规参与竞买

的，将认定其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失信行为

人，禁止其在失信行为发生后三年内参加苏州市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活动。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构成违

规参与竞买的竞得人，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权取消其

竞得资格，所支付的全部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保留要求其赔

偿该地块组织网上挂牌出让支出的全部费用的权利。 

竞买人在申请报名时须向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出让系统（以下简称“网上出让系统”）上传下列文件

（其中第（3）项按照模板填写，模板在网上出让系统“文

件下载”中下载）： 

（1）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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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代表身份证；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申请书； 

（4）地块特别说明要求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5）其他相关材料。 

境外申请人申请参加本次地块网上挂牌出让，除上述材

料外，还须补充上传以下材料： 

（1）境外（除港澳台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

该地区大使馆或领事馆认证的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的身份证明文件； 

（2）港澳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

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章的中

国香港地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或经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部门公证的中国澳门地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或经有权一级人民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认证的中国台湾地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

身份证明文件。 

境外申请人提交的所有报名文件中，竞买申请书必须用

简体中文填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必须附中文

译本，所有文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三、土地竞买人通过网上挂牌出让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后，允许将原土地竞买人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更

名至竞买人全资子公司名下。 

上述更名行为涉及的原土地竞买人与新公司需办理相



 - 4 - 

关公证。 

四、竞买人可选择银行柜台、网上银行等方式缴纳竞买

保证金。竞买人如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抵作土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部分。竞买人如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在网上挂牌出让竞价结束后凭票据于 5个工作日内退

还保证金，保证金不计利息。保证金应当由竞买人支付，竞

买人未能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保证金退还竞买人，

竞买人须持其开具的票据并提供其银行账号。退还保证金的

收款单位不能为竞买人之外的第三方。竞买保证金由竞买人

自行选择缴入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的开户银行中

的任何一家银行，开户银行和帐号可登录网上出让系统查

询。如竞买人缴纳保证金的币种为美元或跨境人民币的，应

缴至浙商银行账户，且须注明竞买流水号，如未取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须提供退款申请。竞买保证金只支持单一币

种。具体地块报名时须缴纳的履约保证金金额详见《苏州市

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竞买人如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抵作部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竞买人如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我局在网上挂牌出让竞价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退还

保证金，保证金不计利息。 

五、上述地块出让总价（起报总价/成交总价）为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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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涉及契税、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

设费等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承担并向相

关部门缴纳。 

根据原苏州市物价局、原苏州市国土资源局苏价房地字

〔2004〕204号、苏土字〔2004〕152号《关于转发省<江苏

省土地市场交易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原苏州

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加强土地交易服务费征收及管理的办

法》（苏土字〔2006〕195 号），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

行出让的，受让人须缴纳土地交易服务费。根据该规定，土

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须向

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按 1 元/平方米（土地面积）标准缴

纳土地交易服务费。土地竞得人须在成交后至苏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缴费窗口开具缴款通知书，按缴款通知书上应付金

额进行线上缴费。 

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窗口地址：苏州市干将西路

1018 号 1楼大厅。（联系电话：0512-68633213） 

六、本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不设底价，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最终竞得人。 

七、竞得人应在竞得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登录“苏州

市公共资源国土交易平台”签订并申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并于竞得之日起 8 个工作日

内在申请通过后持报名材料、成交通知书、有效证件原件等

材料，至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4楼 19 号窗口进行资料核对，



 - 6 - 

核对无误后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

认书》,同时按规定自竞得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八、竞买人为参与网上挂牌出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不

论竞得与否均由竞买人自行负责。 

九、竞买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称为违约，苏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有权不予退还其所支付的全部保证金，并保留要

求其赔偿该地块组织网上挂牌出让支出的全部费用的权利，

已竞得地块的，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权取消其竞得资

格。 

（一）竞买人不具备出让文件所规定的竞买资格而参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导致出让结果无效的； 

（二）竞买人逾期或拒绝按规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 

（三）竞买人提供虚假文件或隐瞒事实的。 

如竞得人出现违约行为造成无法通过竞得资格审查的，

将根据网上出让系统显示的报价记录，征求最高报价前一次

报价的竞买人的意愿，在该竞买人愿意以自己所出最高报价

成交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在资格审查通过后，确

定最高报价前一次报价的竞买人为最终竞得人。 

十、竞得人因故不能按规定时限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作违约，取消竞得资格，并按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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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十一、网上挂牌出让时间等事项如有变更，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在门户网站、苏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出让系统等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 

十二、交地时间是指出让人指定的交地实施主体在约定

的时间内完成地面建筑物拆除，按现状条件交予土地受让人

的时间。土地交付使用时，由各辖区政府明确的交地实施主

体负责交地，属于市政府储备地块的由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

交地。 

交地实施主体负责地块内管线和绿化树木迁移工作，地

块内管线和绿化树木迁移不作为土地交付和按时缴付土地

出让价款的前置条件，具体实施的时间由受让人与交地实施

主体另行协商。 

地块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情况中的“通电”、“通讯”、

“通有线电视”，是指地块具有的配套条件，通上水，通下

水，通燃气，距地块用地边线 100 米范围内视作到位，具体

接通的时间由受让人自行与相关部门签订合同，涉及的相关

费用由受让人自行承担。地块基础设施通达以受让人按期支

付地块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为前提。 

交地实施主体应在本须知明确的交地时间到期前，提前

不少于 15 天向受让人发出书面土地交接通知书，并在交地

时间内与受让人签订交地确认书。如受让人收到通知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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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交地时间内办理土地交接手续的，视作出让人已按出让

合同约定按期交地，且受让人也已接收该地块。 

十三、受让人应按照约定开工时间开工，开工认定标准

为：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后，须深挖基坑的项目，基坑开挖

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其他项目，地基

施工完成三分之一。 

十四、交地实施主体、交地时间、开竣工时间、配套基

础设施情况及出让价款缴付时间见下表： 
序

号 

地块位

置 

地块

编号          

交地实施

主体 

交地时

间 
开、竣工时间 配套基础设施情况 

出让价款缴付时

间 

1 

高新区
浒墅关
经开区
（镇）彩
苑街南、
京杭运
河绿化
地东 

苏地
2021-W
G-84
号 

苏州浒墅

关经济技

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

会 

2022年

03 月

30 日 

2023 年 03 月

30 日前开工，

2025 年 03 月

30 日前竣工 

基础设施达“七通”（通

路、通电、通上水、通

下水、通讯、通燃气、

通有线电视） 

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时支付土地出

让金的 50%，剩余

土 地 出 让 金 于

2022 年 03 月 30

日前付清 

2 

高新区
浒墅关
经开区
（镇）规
划佘公
街南、规
划蚕桑
街东西 

苏地
2021-W
G-85
号 

苏州浒墅

关经济技

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

会 

2022年

03 月

30 日 

2023 年 03 月

30 日前开工，

2025 年 03 月

30 日前竣工 

基础设施达“七通”（通

路、通电、通上水、通

下水、通讯、通燃气、

通有线电视） 

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时支付土地出

让金的 50%，剩余

土 地 出 让 金 于

2022 年 03 月 30

日前付清 

3 

高新区
浒墅关
经开区
（镇）规
划支三
路南北、
规划蚕
桑街西 

苏地
2021-W
G-86
号 

苏州浒墅

关经济技

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

会 

2022年

03 月

30 日 

2023 年 03 月

30 日前开工，

2025 年 03 月

30 日前竣工 

基础设施达“七通”（通

路、通电、通上水、通

下水、通讯、通燃气、

通有线电视） 

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时支付土地出

让金的 50%，剩余

土 地 出 让 金 于

2022 年 03 月 30

日前付清 

备注：本须知约定的缴款、交地截止日期为法定假日的，其时间相应调整为

之前的工作日。 

如受让人未按规定时间完全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自该

日起作为征收滞纳金的起始时间，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

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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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让人催交后仍未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合同约定定金，

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受让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的，出让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

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宗地延期使用的，每延

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金的 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

交付土地之日起算。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 60 日，经受

让人催交后仍不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

人应当双倍返还合同约定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其余部分，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

损失。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须知及出让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

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

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0.1‰的违约

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

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0.1‰的违约金。 

十五、关于项目建成后容积率误差问题的处理 

（一）项目竣工验收时的容积率指标以规划核实合格证

为准，土地分割时，以住建部门实测的建筑面积为准，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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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对容积率有另行约定的，按出让文件

约定执行。 

（二）如果规划核准项目超容积率，在市政府批准同意

调整容积率的前提下，受让人须补交相应的土地出让价款。

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评估时点按以下原则确定： 

    1、从土地网上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至市政府批准同意调

整容积率时间不超过 2年的，按土地网上挂牌出让的成交楼

面价补交土地出让价款。 

2、从土地网上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至市政府批准同意调

整容积率时间超过 2 年的，按实际评估时点的市场价补交土

地出让价款；对已销售的，按经住建部门确认的实际销售的

市场价补交土地出让价款。 

十六、本次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的规划方案设计应符合

国家及地方法规政策规定。商服用地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010-2017）具体有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

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用地和其他商服

用地七种类型。地块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及出让合同中土地用

途以“商服用地”明确的，在项目建成后复核土地利用条件

时，将根据项目设计方案和核实意见，确定其对应的土地分

类用途，即按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

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登记发证。 

十七、根据苏府规字〔2014〕2 号《市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市商业房地产项目管理意见的通知》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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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分割出售类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在预售前划出一部分

房产作为风险防范资产予以冻结。 

十八、本次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按规划要求如需配建

社区用房的，建成后应无偿移交属地政府，其不动产权归属

地政府所有；按规划要求需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的，

按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

实施意见》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十九、本次拟出让的地块，受让人须按照规划条件要求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受让人未按照规划条件明确的四至范

围、用途等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需要完善土地手续、补缴

土地出让金，地块有特别约定的除外。规划方案批准后，确

定受让人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平面界址和竖向界限范围，其

余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视为受让人自动放弃。 

二十、此次公告地块的竞得人须通过互联网+供后全链

管理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苏州资源规划”-公众服务-填

报助手（小程序）进入，账号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密码在

合同签订时咨询属地资规部门），在开工、竣工、领取预售

许可证等时点 10 个工作日内申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预

售许可等相关信息，并在每个月末申报销售信息。 

二十一、本次出让的地块，应当按照标准和规范配套规

划、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二十二、本次出让的部分地块，针对不同情况，需作特

别说明，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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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地 2021-WG-84号地块特别说明： 

1、该地块只接受单独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  

2、项目不可分割销售且不得分割转让，取得竣工验收

备案表后须自持 5 年，5年后可整体转让。 

3、竞得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前须与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苏地 2021-WG-84 号地块投

资发展监管协议》。 

（二）苏地 2021-WG-85号地块特别说明： 

1、A 区内须设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10400平方米的商

业，可分割销售或分割转让。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7280

平方米的商业，其最小分割单元不低于 200平方米；其余商

业可按照 100-200 平方米进行分割。同时须设置计容建筑面

积不低于 2600 平方米的商业（仿古建筑），不可分割销售

且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转让； A 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和服

务型公寓。  

2、B 区内须设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3300 平方米的商

业，可分割销售或分割转让。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2310

平方米的商业，其最小分割单元不低于 200平方米；其余商

业可按照 100-200 平方米进行分割。同时须设置计容建筑面

积不低于 5700 平方米的商业（仿古建筑），不可分割销售

且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转让； B 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和服

务型公寓。  

3、C 区须设置建筑面积不低于 3000 平方米且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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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平方米的商业,不可分割销售且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

转让。C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及旅馆用地。  

4、竞得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前须与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苏地 2021-WG-85 号地块投

资发展监管协议》。 

（三）苏地 2021-WG-86号地块特别说明： 

1、A 区内须设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10600平方米的商

业，可分割销售或分割转让。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7420

平方米的商业，其最小分割单元不低于 200平方米；其余商

业可按照 100-200 平方米进行分割。同时须设置计容建筑面

积不低于 170平方米的商业（仿古建筑），不可分割销售且

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转让；A 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和服务

型公寓。 

 2、B 区内须设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的

商业，可分割销售或分割转让。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

7000平方米的商业，其最小分割单元不低于 200平方米；其

余商业可按照 100-200平方米进行分割。同时须设置计容建

筑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的商业（仿古建筑），不可分割

销售且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转让；B 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

和服务型公寓。  

3. C 区须设置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且不高于

4000平方米的商业，不可分割销售且不可分割转让，可整体

转让。 C区不得设置批发市场及旅馆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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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得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前须与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苏地 2021-WG-86 号地块投

资发展监管协议》。 

二十三、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

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

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

城乡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

办发〔2020〕58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

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

（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

有关规定。 

二十四、本须知解释权归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