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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泾政秘〔2022〕33号

泾县 2021年第 8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文号为皖政地宣〔2022〕23号），批准时间为 2022年

2月 18日，现将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内容及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

本项目征收土地位置位于泾川镇幕桥社区、城东社区，共

2个地块，面积 0.5481公顷（8.2215亩），土地用途为：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序号 面积（亩） 用途 征收土地位置

地块一 3.858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泾川镇幕桥社区

地块二 4.3635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泾川镇城东社区

合计 8.2215 / /

二、征收土地权属、地类、面积

地块

被征地单位 土地分类面积明细 单位：公顷

乡镇

（街

道）

村（社

居委）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地块一 泾川镇
幕桥社

区
/ / / 0.2572 / 0.2572

地块二 泾川镇
城东社

区
/ / / 0.2909 / 0.2909

合计 / / / / / 0.5481 / 0.5481

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一）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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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皖政〔2020〕32号）规定执行。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单位：万元/亩、万元

乡镇（街

道）

村（社区）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土地补偿

费

安置补助

费标准 金额

泾川镇 幕桥社区 4.5350 17.4960 6.9984 10.4976

泾川镇 城东社区 4.5350 19.7885 7.9154 11.8731

合计 / 37.2845 14.9138 22.3707

（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按《关于泾县被征土地上青苗和房屋等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宣政复〔2020〕23号）规定执行。

四、被征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口安置及保障办法

被征收土地所涉及需要安置农业人口安置途径为货币补偿

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相结合的方式。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标准根据《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宣城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实施办法的

通知（宣政办〔2013〕11号）》规定执行，国家及省出台相

关政策规定后，按照新政策规定要求的社保标准执行。

五、法律途径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土地征收不服的，可

以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六、其他事项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委托泾川镇人民政府负责组

织本级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前期进行的土地现状调查和补偿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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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结果（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调查结果为准），实施辖区内土地征收

事宜。

（二）在 2021年 8月 9日《泾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预公

告》（泾征预公告〔2021〕3号）后，在征收范围土地上抢栽

抢建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本次征地时不予补偿。

（三）本公告未尽事宜，均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

定办理。

2022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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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泾政秘〔2022〕34号

泾县 2021年第 42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

准（批准文号为皖政地宣〔2022〕24号），批准时间为 2022

年 2月 18日，现将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内容

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六、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

本项目征收土地位置位于云岭镇章渡村，共 1个地块，面

积 0.4506公顷（6.759亩），土地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序号 面积（亩） 用途 征收土地位置

地块一 6.759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云岭镇章渡村

合计 6.759 / /

七、征收土地权属、地类、面积

地块

被征地单位 土地分类面积明细 单位：公顷

乡镇

（街

道）

村（社

居委）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地块一 泾川镇
幕桥社

区
0.0144 / 0.4362 / / 0.4506

合计 / / 0.0144 / 0.4362 / / 0.4506

八、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一）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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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皖政〔2020〕32号）规定执行。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单位：万元/亩、万元

乡镇（街

道）

村（社区）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土地补偿

费

安置补助

费标准 金额

云岭镇 章渡村 4.1960 28.3608 11.3443 17.0165

合计 / 28.3608 11.3443 17.0165

（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按《关于泾县被征土地上青苗和房屋等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宣政复〔2020〕23号）规定执行。

九、被征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口安置及保障办法

被征收土地所涉及需要安置农业人口安置途径为货币补偿

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相结合的方式。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标准根据《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宣城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实施办法的

通知（宣政办〔2013〕11号）》规定执行，国家及省出台相

关政策规定后，按照新政策规定要求的社保标准执行。

十、法律途径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土地征收不服的，可

以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六、其他事项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委托云岭镇人民政府负责组

织本级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前期进行的土地现状调查和补偿登

记结果（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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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的，其补偿内容以调查结果为准），实施辖区内土地征收

事宜。

（二）在 2021年 10月 21日《泾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预

公告》（泾征预公告〔2021〕16号）后，在征收范围土地上

抢栽抢建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本次征地时不予补偿。

（三）本公告未尽事宜，均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

定办理。

2022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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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

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实施

征收决定的公告

泾政秘〔2022〕24号

根据县政府总体规划工作部署，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中医院西侧区域的房屋实行征收工

作。制定了《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

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经县政府 2022年 2月

16日县长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决定对泾县中医院西侧区域的

房屋实施征收，现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县中医院西侧老干部宿舍、原泾川幼儿园及县工商联、

残联办公和生活用房实施征收。本区域占地约 4000m
2
，现有建

筑面积约 2900m
2
，住户约 15 户及县直单位 2 处。

二、房屋征收主体和实施部门

泾县人民政府为项目征收改造主体，泾县城市建设与管

理工作指挥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中医院为征收实施机

构。

三、征收补偿

按照《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

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方案》及《泾县中医院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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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

方案》执行。

四、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征收决定公

布之日 60 日内依法向宣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本

征收决定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特此公告

附件：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

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泾县中医院医疗服

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补充方案。

2022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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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

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改善县域医疗环境，根据县城总

体规划要求，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章第八条规定，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对县中医院西侧区域

改造红线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现制定如下征收补偿安置方

案：

一、征收范围

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和县中医院改扩建规划，对县中医院

西侧老干部宿舍、原泾川幼儿园及县工商联、残联办公和生活

用房实施征收。本区域占地约 4000m
2
，现有建筑面积约

2900m
2
，住户约 15 户及县直单位 2 处。

二、房屋征收主体和实施部门

泾县人民政府为项目征收改造主体，泾县城市建设与管

理工作指挥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中医院为征收实施机

构。

三、补偿安置方式

（一）货币化补偿安置方式

根据该区域环境和土地级别，结合泾县城区现有商品房和

二手房交易市场情况，被征收人可选择征收时点的房屋市场化

评估价进行补偿。对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化补偿的，将不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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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产权置换安置。中医院协助被征收人进行安置，具体办

法由卫健委（中医院）另行制定。（见补充方案）

（二）房屋产权置换安置方式

1、政府提供学业小区现房（国有出让土地）对被征收人

进行产权置换，置换比例为 1:1.2。

鉴于该区域全部是联排别墅，征收时按确定的房屋面积

以 1:1.2 的比例进行产权置换。

选择产权置换的被征收人，置换面积超出被征收面积的

部分，按该安置区域市场价格互补差价款。

四、装饰装潢补偿

房屋内部装饰装潢及附属物部分在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评

估的基础上，由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

五、过渡和搬迁补助

（一）征收部门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过渡费，按每月人民

币 10 元/m
2
进行补助。选择现房安置的或货币化补偿的，在规

定时间内搬迁，过渡费按 24 个月一次性计发；对选择期房安

置的，搬迁过渡费按 36 个月计发。

（二）征收部门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补助费，按人民币 10

元/m
2
的标准进行补助，选择货币化安置的被征收人搬迁补助

费按一次计算；选择产权置换的被征收人搬迁补助费按两次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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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该区域健在的离休老干部或遗孀临时过渡费另

一次性补助人民币 10000 元/户。

六、征收期限、奖励方式

（一）征收期限

中医院改造项目区域征收签约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1

日。

（二）奖励办法

为加快征收进度，对该区域征收实行奖励政策，在规定

的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三万元。

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达不成协议的不再享受以上奖励

政策，征收部门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

程序予以征收。

七、在征收规定的期限内，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人如

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征收部门将及时申请县人民政府对被征

收人做出征收补偿决定。如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在

法定期限内又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或在补偿决定

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县人民政府将依法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八、该区域内被征收人已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且选

择置换方式的，按《关于发布泾县城区及乡镇基准地价更新成

果的通知》（泾政秘〔2020〕30 号）实行土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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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方案由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

楼建设项目领导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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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

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方案

因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目区域

房屋征收的需要，为有效地推动后续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经指

挥部与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楼建设项目领导

组研究决定，现对《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医技

楼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关于货币化补偿方

式作如下补充规定：

鉴于被征收人建筑物位于中医院内院且均为联排别墅，同

时兼顾历年来中医院范围内征迁办法，对选择货币化补偿方式

的被征收人，中医院在《泾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提升及病房楼、

医技楼建设项目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建筑物补

偿价基础上上浮 20%，同时，由中医院另行以补充协议的形式

签订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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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名单

（2022 年 3 月 1 日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柯正宏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四新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朱敦国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汤景平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唐述强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

委员会主任。

免去：

曹秋萍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程刚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吴宗保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彭栋青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

委员会主任职务；

唐述强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朱敦国同志的县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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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
名单

（2022 年 3 月 1 日泾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苏志刚同志为县公安局局长；

何俊中同志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丁 珉同志为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朱成刚同志为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张爱军同志为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局长；

黄杏芳同志为县民政局局长；

桂祖凌同志为县司法局局长；

曹 斌同志为县财政局局长；

方 臻同志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查旭光同志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曹建华同志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 剑同志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江永胜同志为县水利局局长；

黄 凰同志为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蔡佩武同志为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张 昊同志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沈毅林同志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李叶盛同志为县审计局局长；

卫景涛同志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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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琴同志为县统计局局长；

刘叶林同志为县林业局局长；

汪宝珍同志为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谢立保同志为县信访局局长；

彭永根同志为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詹 凯同志为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

伍德龙同志为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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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 2022 年 1-2 月经济运行情况

1-2 月份，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县委、县政府扎实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两新发展平稳

1-2 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3%，低于全

市 7.2 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48.3%，

制造业下降 1.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8.1%，增速快于规上工业增

加值 6.8 个百分点；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17.7%,增速快于

规上工业产值 7.7 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发展，房地产增长较快

1-2 月份，全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9.2%，高

于全市 3.8 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 12.1%；民间投资增长

51.5%。房地产开发投资 1.9 亿元，同比增长 72.9%，商品房

销售面积 20790 平方米，同比增长 30.5%。

（三）限上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乡村增长快于城镇

1-2 月份，全县限上单位累计完成零售额 14146 万元，增

长 9.3%,高于全市 0.3 个百分点。分销售单位所在地看：城镇

市场完成限上零售额 13496 万元，同比增长 9.1%，乡村市场

完成限上零售额 650 万元，同比增长 12.8%。

（四）金融存贷款稳步提升，存款增长较快

2 月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415.6 亿元，增长

12.8%。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6.1 亿元，增长 10.1%；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69.5 亿元，增长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