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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院保山市基督教协会业务
用房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院 青阳片区夫子街东侧尧
龙泉路北侧

申报单位院保山市基督教协会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 院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年 5月 22日
公示媒体院保山日报尧项目现场
公示组织单位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院
渊一冤新建规划用地面积 5595.5 平

方米(约 54.66亩)遥
渊二冤新建筑面积 7308.4 平方米

渊综合楼建筑面积 4441.2 平方米袁宿舍
建筑面积 2826.9平方米袁 水泵房建筑
面积 40.3平方米冤遥

渊三冤建筑密度 29%遥
渊四冤容积率 1.3遥
渊五冤绿地率 36%遥
渊六冤停车位 85位遥

具体经济技术指标以复核后最终
审批方案为准遥

相关单位和利益相关方如对以上
调整内容有异议袁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
意见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反馈我局遥

联系电话院0875-2207349袁联系地
址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
规划科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5月 13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保山市基督教协会业务用房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0-8

区位图

鸟瞰图

总平面图

效果图

项目名称院保泸高速公路房建工程
保山区域监控分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院 杭瑞高速公路与保岫
东路交汇处西北角袁 保山高速公路管
理处内

申报单位院云南保泸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 院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年 5月 22日
公示媒体院保山日报尧项目现场

公示组织单位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院
渊一冤规划用地面积 5093.37 平方

米(约 7.64亩)遥
渊二冤总建筑面积 5147.63 平方米袁

其中院 综合楼建筑面积 4005.71 平方
米袁监控楼建筑面积 1141.92平方米遥

渊三冤建筑密度 26.57%遥
渊四冤容积率 1.01遥
渊五冤绿地率 35.9%遥

渊六冤停车位 25位遥
具体经济技术指标以复核后最终

审批方案为准遥
相关单位和利益相关方如对以上

调整内容有异议袁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
意见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反馈我局遥

联系电话院0875-2207349 袁联系地
址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
规划科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5月 13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保泸高速公路房建工程保山区域监控分中心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0-11

总平面图 鸟瞰图

综合楼效果图 监控楼效果图 沿街立面效果图

区位图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尧法规以及国务
院关于国有土地资产管理以及叶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曳(试行)和国土
资源部关于叶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定曳(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等的规
定袁本着公开尧公平尧公正的原则袁经保
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同

意 ,报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尧保山
市人民政府尧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审批袁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以 野云国土资复
[2014]417 号 冶 野云国土资复 [2015]194
号冶野云国土资复[2016]225号冶野云国土
资复[2016]300号冶文件批准袁将 7.0296
公顷国有建设用地以协议出让的方式

出让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用地袁现向社
会公示如下院渊见表格冤

协议出让公示 5天,在公示期间,各
单位或个人对该协议出让方式有异议 ,
请以书面方式将异议书送达至保山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贸园区分局袁异议
书上必须署明异议人的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曰公告期满袁如无议异袁我局将按
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意向书曳 约定与
用地者办理供地手续并签定叶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曳遥

联系电话院0875-8997080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贸园

区分局

2020 年 5月 21日

土地位置 宗地号
出让价格（元/

平方米）

面积（公

顷）

出让

方式

出让年

限（年）

规划控制指标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保山工贸

园区启动

区永盛路

北侧、归汉

路东侧

5305021

03207GB

00076

420 1.7459
协议

出让
70

＞1.0，

≤,1.8
≤25% ≥35% 居住用地

工贸园区

启动区，青

堡路以西、

南城大道

以南（临

路） 、杨

官路北侧

（临路）

5305021

03209GB

00239
420 2.1 1 99

协议

出让
70 ≤2.0 ≤30% ≥35% 居住用地

工贸园区

启动区青

堡路以西、

堡货路以

南

5305021

03209GB

00240

420 3.1 638
协议

出让
70 ≤2.5 ≤28% ≥30% 居住用地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贸园区分局协议出让意向公示
保工贸自规公告[2020]12号

关于保山建投昌源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叶保山冷链物流
产业园项目渊一期冤环境影响报告书曳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根据 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渊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冤的相关要求袁现对叶保山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渊一期冤
环境影响报告书曳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遥

项目名称院保山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渊一期冤
建设地点院保山工贸园区
项目建设性质院新建
建设单位院保山建投昌源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院 占地面积 133094.00m2袁 建设生猪屠宰车

间尧肉鸡屠宰车间尧牛羊屠宰车间及配套工程袁建成后年
屠宰生猪 120 万头尧肉鸡 500 万羽尧肉羊 15 万只尧肉牛 5
万头遥

环评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放置地点院1尧纸质文本院
云南保兴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办公室曰2尧电子文本院http:
//www.ynbxhb.cn/遥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院项目工程周边居民尧政府及社会
团体遥

公示时间院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月 4日遥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院填写公众意见表后袁通

过以下方式反馈院1尧 邮箱院467932490@qq.com曰2尧 电话院
0871-65323863曰地址院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九隆街道象山
路 2号遥

保山建投昌源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5月 22日

农民工工资结算公告
由保山市辛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保山市隆

阳区水寨卫生院医技楼建设项目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开
工袁2015 年 4月 20日竣工验收合格遥 已付清所有参与建设
的农民工工资遥 若有拖欠工资者袁请于此公告见报之日起
15日内到该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办理遥
联系人院蒋元恩 电话院13888754100

遗失声明
银保山中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袁于 5月 20日 18院00时

遗失公章一枚袁 字样院 保山中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305000041065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隆阳区创声家用电器经营
部 渊税务登记证号院33262319770520270001 冤袁 因不慎遗失
叶税控盘曳袁税控盘编号院66159542581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隆阳
区 创 声 家 用 电 器 经 营 部 渊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院
33262319770520270001 冤袁因不慎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
票渊二联折叠票冤存根联 24份袁发票代码院053001900104袁号
码为院21220335要21220358袁 特声明遗失遥 1份未开空白发
票袁号码院21220359袁特声明作废遥银隆阳区大中家用电器经
营部渊税务登记证号院33262319751122282601 冤袁因不慎遗失
叶税控盘曳袁税控盘编号院499905711401袁特声明作废遥银隆阳
区 大 中 家 用 电 器 经 营 部 渊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院
33262319751122282601 冤袁因不慎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
票渊二联折叠票冤存根联 25份袁发票代码院053001900104袁号
码为院21220360要21220384袁特声明遗失遥 银龙陵县镇安路
发龙马药店不慎遗失叶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曳袁
编号院YN05-Cb-20150748袁特声明作废遥银父亲普春郁袁母
亲董云艳不慎遗失新生儿董普轩的叶出生医学证明曳袁出生
证编号院O530217446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隆阳区瓦房乡干塘村
委会不慎遗失云南省农村集体经济专用收款收据一份袁编
号院00209336袁特声明作废遥银父亲杨政东袁母亲杜霜不慎遗
失新生儿杜曜丞的叶出生医学证明曳袁编号院D530165545曰遗
失新生儿杜杭芮的叶出生医学证明曳袁编号院M530684915袁特
声明作废遥 银腾冲金峰北海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吕仕斌袁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袁开户银行院原腾冲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北海信用社袁 核准号 J7533000479102袁 账号
2400011341837012 袁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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