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专项规划（2021-2025年）

主管部门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李鸿昌 联系人 郑伟聪 联系电话 13143130388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0-2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1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1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8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
资金

（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进行包括土地潜力等相关数据分析和政策梳理 ，研究编制《珠海市土
地储备专项规划（2021-2025年）》。土地储备专项规划方案研究已纳入 2021年市政府重点
工作任务，为落实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已去函市财政局于2021年安排资金80万元，2022
年需安排剩余资金150万元。

立项依据 2021年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落实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

项目总目标 加强城市运营管理，推动土地高效集约利用。

年度绩效目标 出台《珠海市土地储备专项规划（2021-2025年）》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政府性基金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土地储备专项规划（2021-
2025年）

1100000 1100000

    专项规划费及专题研究费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规划完成数 =1个

专题研究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市场研究工作完成质量 =100%

时效指标 专题研究及分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盘活土地及提升土地资产价值 =100%

社会效益指标 宏观调控能力 =100%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市容市貌达标率 =10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土地拍卖宣传推广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方于坡 联系人 李小凤 联系电话 18688171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0-22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000000

2021年度项目
预算金额
（元）

47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32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3,199,702.11

2020年项目结
余资金
（元）

297.89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市2022年度拟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51宗，出让总面积为403.85公顷，土地出让价款为
408.91亿元。经营性用地出让前需对用地进行宣传推广，费用预计约为300万元。鉴于
2021年出让计划尚未经市政府审定，具有不确定性，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年中进行调增或调
减。

立项依据
1.《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2.市政府对于
珠海市财政局《关于办文编号20050258的回复意见》的相关批示（办文编号：20050952）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顺利开展2022年度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需加强对土地市场的研究分析及预测，需制作
用地宣传推介画册及挂牌文件，加强经营性用地出让前的宣传推介等工作。此外，根据《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的规定，在挂牌出
让经营性用地前，必须要在相应的报刊及网站刊登公告。

项目总目标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及每年初人大审议通过的我市预算，做好我市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
完成我市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预计达到促进我市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做好每一宗经营性用地的出让推介、预测分析、挂牌出让等相关工作，预计达到2022年度
经营性用地顺利挂牌出让的效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政府性基金项目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土地拍卖宣传推广费 3000000 3000000

    委托费 900150 900150 17650 51

    推介费 299550 299550 29955 10

    公告费 1800300 1800300 35300 5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告牌和座标牌安装完成数 =51个

土地出让资料档案整理工作完成率 =100%

出让用地资料的打印装订数 =51套

地块出让的公告刊登数 =51份

地块出让价格预测和咨询数 =51份

土地市场研究和分析成果 =51份

地图的设计制作数 =10个

推介宣传画册数 =10套

质量指标 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出让面积 =403.85公顷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评估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方于坡 联系人 李小凤 联系电话 18688171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0-22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6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3637841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4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341124
2020年项目结余

资金
（元）

1658876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市2022年度拟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51宗，出让总面积为403.85公顷，土地出让价款为
408.91亿元。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前，需公开组织如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对用地进行逐宗评估并
电子备案，估价结果作为土地出让底价的重要参考依据，预计评估工作预计费用约为260万
元。鉴于2022年出让计划尚未经市政府审定，具有不确定性，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年中进行调
增或调减。

立项依据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
土资厅发〔2018〕4号）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国土资规字〔2017〕2号）3.《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经营性用地
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珠府办函〔2018〕167号）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
2017〕17号）5.《土地价格评估收费通知》（计价格〔1994〕201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2018〕4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
知》（粤国土资规字〔2017〕2号）及《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经营性
用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珠府办函〔2018〕167号）的要求，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前，需
公开组织评价中介机构对用地进行逐宗评估并电子备案，估价结果作为土地出让底价的重要
参考依据，该项工作为土地出让前期的必要工作。

项目总目标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及每年初人大审议通过的我市预算，做好我市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完
成我市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预计达到促进我市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委托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对经营性用地出让起始价进行逐宗评估，预计达到2022年度经营性用
地顺利挂牌出让的效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政府性基金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评估费 2600000 2600000

    评估费 2600000 2600000 50000 52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评估成果报告完成数 >=51

质量指标 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完成质量 =100%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年度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出让经营性用地面积 =403.85公顷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房地产市场发展 平稳健康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拟出让经营性用地拆迁、清理、补偿费用

主管部门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方于坡 联系人 李小凤 联系电话 18688171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1-1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
（元）

2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98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8341234.51

2020年项目结余
资金

（元）
1458765.49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市2022年度拟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51宗，出让总面积为403.85公顷，土地出让价款为
408.91亿元。部分用地出让前须进行拆迁、清理、补偿工作，参照往年的有关情况，预计
用地的拆迁、清理、补偿费用约为200万元。鉴于2022年出让计划尚未经市政府审定，具有
不确定性，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年中进行调增或调减 。

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 》（珠府〔2021〕25
号）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国土资规字〔
2017〕2号）3.《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
知》（珠府办函〔2018〕16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顺利开展我市2022年度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工作，落实我市2022年度土地收入预算任务。

项目总目标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及每年初人大审议通过的我市预算 ，做好我市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
完成我市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 ，预计达到促进我市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预计开展拟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拆迁 、清理、补偿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对未达到“净地”
出让条件的拟出让经营性用地进行拆迁 、清理、补偿，预计达到2022年度经营性用地顺利
挂牌出让的效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政府性基金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拟出让经营性用地拆迁、清理、补
偿费用

2000000 2000000

    拟出让经营性用地拆迁、清理
、补偿费用

2000000 2000000 100000 20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拟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数量（宗） =51宗

拟挂牌经营性用地出让总面积 =403.85公顷

质量指标 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年度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拟挂牌经营性土地出让价款 =408.91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房地产市场发展 平稳健康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储备土地管理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李鸿昌 联系人 杨婉君 联系电话 1392695207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0-22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35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
（元）

165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96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782,120.00

2020年项目结余
资金

（元）
177,880.0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有关规定，2022年需我中心进行看管的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经营性用地具体为 ：1、珠海
大桥东、珠海大道北侧（二期）拟出让用地及珠海北站TOD及后环片区范围内储备土地；2
、高新区淇澳大桥东侧储备土地；3、金湾区西湖城区省道S272西侧储备土地。鉴于2022年
收储计划尚未编制完成，2022年实际需要看护的储备土地具有不确定性 ，将根据实际情况
在年中进行调增或调减。

立项依据
1.《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 》（珠府〔2015〕12号）；2.《
珠海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珠府令第13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落实《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 》（珠府〔2015〕12号）和
《珠海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珠府令第132号）要求，加强对我市储备土地的管护工作，
确保储备土地不受侵占及安全生产事故 ，需要通过委托管理方式聘请物业安保公司看管我
中心名下储备土地、拟出让经营性用地及其他市政府批示需进行看管的用地 ，部分用地需
加建围墙进行看管。

项目总目标 预计达到对上述我中心管护的储备用地不被非法侵占 、不发生安全事故等有效看管目的。

年度绩效目标
我中心委托管理的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用地范围内不出现搭建违法建筑 、种植、养殖、非法
侵占及挖沙取土、乱倒淤泥、渣土、垃圾、砍伐树木、拆除原有建筑物等侵占储备土地行
为。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政府性基金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储备土地管理费 1350000 1350000

    珠海大桥东、珠海大道北侧
（二期）拟出让用地及珠海北站
TOD及后环片区范围内储备土地管

420000 420000 35000 12

    高新区淇澳大桥东侧储备土地
管理费

366000 366000 30500 12

    金湾区西湖城区省道S272西侧
储备土地管理费

564000 564000 47000 12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储备用地管理面积数 =426650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经营性用地的看管工

作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经营性用地看管工作

完成及时率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确保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经营性用地不被

非法侵占
不被非法侵占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政府储备土地及拟出让经营性用地

被非法侵占进而影响土地出让问题
完成储备土地的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