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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院惠通路北侧尧下村街东侧原下村小学改扩建
工程

项目位置院隆阳区下村街以东尧惠通路以北
申报单位院保山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院2021年 4月 2日至 2021年 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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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通路北侧尧 下村街东侧原下村小学改扩建工程位于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下村街以东尧惠通路以北尧东临吾悦广
场项目 3#住宅地块遥 方案经市规委会审议通过袁我局拟按
程序办理相关规划手续袁现将具体内容公示如下院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院

渊一冤规划用地面积 26664.00平方米遥 渊二冤总建筑面积
13578.00 平方米袁 其中院 新建建筑面积 12142.00 平方米遥
渊三冤 建筑密度 18.85%遥 渊四冤 容积率 0.51遥 渊五冤 绿地率
25.00%遥渊六冤学生人数 1620人袁36个班遥渊七冤机动车停车位
59位袁非机动车位 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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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有异议袁请

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 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 向我局提出陈
述尧申辩或听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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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2日

区位图 效果图平面图 日照分析图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惠通路北侧尧下村街东侧原下村小学改扩建工程规划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1-10

项目名称院中国永子小镇渊水墨家园冤建设项目规划调整方案
项目位置院隆阳区板桥镇
申报单位院保山璀璨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类别院规划调整
公示时间院2021年 4月 2日至 2021年 4月 15日
公示媒体院保山日报尧项目现场尧网站公示
公示组织单位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国永子小镇渊水墨家园冤建设项目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

分为 6 个地块建设曰 项目原方案经第 25 次规委会审议通过袁于
2020年 4月 17日办理规划方案批复曰项目现因土地供应情况及方
案设计优化袁现申请对原方案进行调整袁我局拟按程序办理规划调
整手续袁现将具体内容公示如下院

调整事项院
一尧调整事项
1.分期调整袁原方案按地块分为 6 期建设袁现根据供地情况进

行分期袁优先启动已供地地块建设遥
2.局部户型尧非机动车库及地下车库设计优化袁调整后总建筑

面积减少 1234.1平方米袁 其中院 地上建筑面积减少 6780.38平方

米袁地下建筑面积增加 5546.28平方米渊其他指标不变冤遥
二尧调整后指标
调整后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38081.1平方米 渊约 657.12 亩冤袁

总建筑面积 699017.9平方米袁地上建筑面积 551433.62平方米袁其
中院住宅建筑面积 398080.45平方米尧商业建筑面积 103118.01 平
方米尧 酒店建筑面积 39253.96平方米尧 公共服务配套建筑面积
10981.2平方米渊社区卫生服务用房尧社区用房尧物业管理用房尧生
鲜超市尧文体设施用房尧养老服务用房尧公共卫生间等)袁地下建筑
面积 147584.28平方米曰 建筑密度 31.3%曰 容积率 1.26曰 绿地率
30.8%曰住宅总户数 1891 户曰机动车停车位 5563 位袁非机动车位
9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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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异议袁 请于公示期内

以书面形式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向我局提出陈述尧申辩或听证遥
联系电话院0875-2207349
联系地址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科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2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中国永子小镇渊水墨家园冤建设项目规划调整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1-12

调整后总平面图 调整后分期图原分期图区位图

项目名称院 保山强林石化有限公司海棠综合能源服务
站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院远征路西侧尧五里亭路南侧
申报单位院保山强林石化有限公司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院2021 年 3 月 31日至 2021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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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强林石化有限公司海棠综合能源服务站建设项目

位于远征路西侧尧五里亭路南侧遥 经研究袁我局拟按程序办
理相关规划手续袁现将具体内容公示如下院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院
渊一冤规划用地面积 4920 平方米渊7.847亩冤遥
渊二冤新建筑面积 2733.5 平方米袁其中院站房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袁综合楼建筑面积 2033.5 平方米袁罩棚建筑面积
400平方米遥

渊三冤建筑密度 31.89%袁不含罩棚建筑面积 15.63%遥
渊四冤绿地率 17.24%遥
渊五冤容积率 0.55遥
渊六冤停车位 24位渊含充电车位 5 位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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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有异议袁请

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 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 向我局提出陈
述尧申辩或听证遥

联系电话院0875-2207349 联系地址院 保山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科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3 月 31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保山强林石化有限公司
海棠综合能源服务站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1-8

区位图 平面图 效果图

项目名称院拱北路北侧尧下村街东侧公交首末站
项目位置院拱北路北侧尧下村街东侧
申报单位院保山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院2021年 3 月 31日至 2021年 4 月 12日
公示媒体院保山日报尧市政府网站尧项目现场
公示组织单位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拱北路北侧尧 下村街东侧公交首末站位于拱北路北

侧尧下村街东侧遥 方案经专家及部门联审通过袁我局拟按程
序办理相关规划手续袁现将具体内容公示如下院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院
渊一冤规划用地面积 4000.27平方米遥
渊二冤公交始末站建筑面积 1201.54平方米遥

渊三冤建筑密度 15.02%遥
渊四冤容积率 0.30遥
渊五冤绿地率 10.01%遥
渊六冤机动车停车位 30 位袁非机动车位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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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有异议袁请

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向我局提出陈
述尧申辩或听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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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3 月 31日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拱北路北侧尧下村街东侧公交首末站规划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1-9

区位图 平面图 效果图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