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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问 六 答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城

市体检”评估机制的重要指示精神，统

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建设没有

“城市病”的城市，促进城市人居环境

高质量发展，我市启动城市体检工作。

本次城市体检工作将社会满意度

调查结果作为评价城市是否“宜居、绿

色、韧性、智慧、人文”的重要标准之

一。因此，为了更好的了解人民群众

对宣城市建设成效的满意情况，宣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第三方机构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按照开门做规划的原则，精心准备

了一份《宣城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

调查问卷》，诚挚邀请您的参与，为家

乡把脉诊断、献计献策。

宣城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二维码

一、什么是城市体检？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在生长过程中会出现各种
各样的“城市病”问题，因此和人一样，城市也需要定期开展
体检。城市体检就是对城市人居环境现状及相关城市工作
实施成效进行系统、定期的评价、分析、监测和反馈，掌握城
市发展体征，发现城市真实问题，推动开展针对性治理行
动，促进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法。

二、城市体检是何时提出的？

中国快速城镇化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伴随着土
地、资源和环境的牺牲，进而引发了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空
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而现阶段城市居民的需求也随着人
居环境的改善发生了变化，对基本“生活”之外的“品质”需
求促使城市发展导向已由生产向生活和消费转变。要实现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期盼，城市体检便成为了重要
手段之一。

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和自觉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着力解决

“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

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城市，要求健全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和第三方考评机制。

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批复北京市和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推动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2018年北京率先完成了城市

体检工作，给其他城市起到了“样本”作用。

2019年至2021年，住建部连续三年持续开展城市体

检工作。安徽省积极落实国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于

2020年12月启动了《安徽省城市体检技术导则》编制工

作，并于今年4月，召开全省城市体检工作启动部署会，明

确在各设区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查找城市问题，推进城市

高质量发展。

三、城市体检与近期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
城市体检评估有什么区别？

（一）体检目的不同
城市体检由住建部门牵头组织，体检侧重发现城市建

设发展的优劣势，挖掘城市中存在的“城市病”问题，侧重城
市治理。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组

织，体检评估侧重于揭示国土空间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用以
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性。

（二）体检内容不同
住建部门城市体检包含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

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8
个维度，65项指标。安徽省结合地方特色，聚焦住建主责
主业，出台了《安徽省城市体检导则》，明确省级体检内容，
包含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5
个维度，78项指标。

自然资源部门城市体检评估包含安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6个一级类别、23个二级类别和132项指标，
其中33个基本指标，89个推荐指标。

（三）成果应用不同
住建部门以体检成果作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城市更新方案、城市建设相关规划、城市建设年度
计划和建设项目清单的重要依据。

自然资源部门城市体检评估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
要环节之一，评估成果作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
估预警、执法督察等的重要依据。

四、城市体检有何意义？

城市体检是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城
市体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主持召开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重要举措，是
推动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的重要抓手。

城市体检是助力城市发展决策、优化城市空间治理手
段的重要依据。城市体检对城市发展运行状况、城市相关
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分析、评价、反馈和校正，揭示城
市系统的运行发展状态，找寻“病灶”本源，提出综合“诊疗”
方案，避免头痛医头、恶性循环的管治方式。

城市体检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举
措。城市体检评估紧扣新发展理念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交通拥堵、城市内
涝、住房保障、生态环境、便民服务、健康舒适等问题为根本
目的，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着力点。

五、城市体检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一是确定指标体系。立足城市体检基本指标体系，结
合地方特色，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

二是推进数据收集和社会满意度调查。收集政府统计
数据、部门上报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等多源数据；开展社会
满意度调查，充分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城市体检工作。

三是科学分析诊断。根据城市自身发展阶段，找准评
价标准，科学分析指标，诊断城市问题。四是提出对策建
议。针对分析诊断的城市问题，提出分类分级分区差异化

的治理措施。

六、我市城市体检进展如何？

（一）目前进展
一是成立了宣城市城市体检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负

责同志任组长，市直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同时聘请第三方技

术团队，协同推进城市体检工作。二是印发了《宣城市城市体

检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要求、工作方法及主要内容。

三是确定了指标体系。依据住建部2021年城市体检指标体

系和《安徽省城市体检技术导则》中确定的指标体系，结合我

市历史文化、城市风貌、自然环境、城市建设等内容，共计分析
84项指标，涵盖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5大城市维度。
四是开展数据收集和社会满意度调查。面向市直相关单位，
征集本次体检指标在近三年的统计数据，以建立完善的指标
空间数据。在“问卷星”、宣城市住建局官网等网络平台上，推
出“宣城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加强体检工作宣
传，增强公众参与度。五是收集多元数据，加强科学诊断。以
统计年鉴、部门数据为基础，针对缺少政府数据的指标，收集
运用POI、AOI网络大数据、相关研究报告等第三方数据进行
补充完善，科学真实的反映城市各方面建设情况。

（二）下一步安排
一是加强部门沟通交流。由市住建局牵头，会同市直

有关部门及第三方团队对城市体检工作进行不定期会商，
多方矫正数据来源，保障信息准确对等。

二是形成《宣城市城市体检报告》。对城市体检指标数
据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找出城市发展的弱项、短板，
找准阻碍城市发展的“症结”，客观分析评价城市人居环境
质量及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城市病”治理的对策建议并形
成《宣城市城市体检报告》。

三是充分运用体检成果。依据本年度城市体检报告中

提出的整改措施,梳理下一年度建设项目库，作为市委、市

政府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起“实施体检

—分析诊断—治疗施策—再实施”的工作机制。

经宁国市人民政府批准，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挂牌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表格见下）
1、竞得人须在土地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出让

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1个月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2、土地开发程度：地块范围内房屋及建、构筑物拆至室
内地坪，其余维持自然现状。出让范围内杆（高压）管线及
地下管网由受让人自行处置。供地条件应达到“七通一
平”。即项目开工前，道路、排水、排污、主供水管道、公共输
电线路、通信、宽带通达项目用地围墙外围20米以内。

3、土地交付：上述宗地在签订出让合同后90日内，开
发区管委会向竞得人交付土地，以土地征收征迁完成和地
上构筑物、建筑物拆除现状交地，交地事宜由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

4、动工及竣工时间：竞得人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
内开工建设，开工建设之日起一年内完成项目施工建设，并
申请竣工验收。

5、日照间距、安全距离、消防通道、与周边已建建筑物
的退让距离等按照国家建筑技术规范要求执行。

6、竞得人按约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后，按规定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
续，交纳土地契税等相关费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7、地上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应当符合皖政〔2013〕58号通

知（关于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和皖国土资[2012]92号通知规
定（关于印发《安徽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

8、非生产性用地必须控制在5%以内。
二、竞买人条件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
间等内容（详见出让文件）。

三、出让文件的取得及竞买申请：
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10月19日8时00分至2021
年10月28日16时00分时，到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向我局提出书
面申请，并同时按要求在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
（http://ggzyjy.xuancheng.gov.cn）在线提出竞买申请，
经审核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到
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16时00分时(保证金进
账时间以银行进账单时间为准)。

四、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挂牌出让时间：2021年10月19日8时00分至2021年

11月1日16时00分时（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挂牌出让地点：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318室

揭牌地点：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民之家六
楼622室）

六、其他事项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

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书面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
内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
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对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
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3、土地竞得人需在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出让
合同，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清土地出让价款。逾
期不能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视为违约，出让方将取消竞得资
格，土地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签订出让合同后，逾期未缴
清土地出让价款的，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七、报名与竞买保证金账户：
1.两宗地块采用网上报名，申请人先注册成网员（国土

竞买人身份），然后提出竞买申请，所需资料均以扫描件方
式在线完成。待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系统将会自动生成
竞买资格确认书，请竞买人自行打印。网上交易系统务必
使用IE7、IE8、IE9、IE11浏览器登录、操作，否则可能导致

异 常 。 如 有 疑 问 ，可 致 电 0563-2616639 或
0563-2616620进行咨询。网上报名具体步骤为：登录宣
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
gov.cn）-国土资源板块-选择需参与竞争的项目-点击项
目最下方我要报名-完成网员注册（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扫
描件）并提交备案-系统自动审核-审核通过后重新登录账
号（或刷新当前电脑页面）-选择需参与竞买的项目-上传
竞买申请资料-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

2.竞买人须于拍卖（挂牌）会30分钟前凭在宣城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自行
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市民之家六楼622室）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号牌
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3、竞买保证金账户
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非税收入
徽商银行宁国支行
帐号：2610201021000013950
八、联系地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科
联系电话：0563-4189677
联 系 人：许志伟
详情请登陆：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ggzyjy.xuancheng.gov.cn/）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9日

宗地编号

JKQ2021-43

JKQ2021-44

土地位置

河沥园区宜黄线东侧

港口园区太平路与月鉴路交叉口西南侧

土地面积

㎡
19587

11495

亩

29.4

17.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2

≥1.2

建筑密度

≥40%

≥40%

绿地率

≤10%

≤10%

投资强度（万元/亩）

≥150

≥150

出让年限（年）

50

50

起始价（元/㎡）

210

18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6

103

项目类别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宁经开区交易国告字[2021]12号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现场招聘会旨
在搭建全市最权威、最高效人力资源供需
平台，促进各类人力资源更高质量、更充
分就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人
力资源支撑。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每周六
上午8：00-11：30固定开市，欢迎参加！

招聘会地点：宣城市梅园路48号
公交路线1：乘13路、15路公交车在

人力资源市场下车；
公交路线2：乘8路公交车在政务中

心下车向东过十字路口；
公交路线3：乘9路公交车在科技大

厦下车向北过十字路口。
联系电话：3037735、
17705632650（微同）。
温馨提示
1.预订成功的用人单位请及时发布招

聘会职位信息，将根据《宣城市人力资源
市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给予积分奖励；

2.请单位遵循诚信原则，预定后在招
聘会当天按时参会，无故迟到、未到或现
场未签到，将根据《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积分管理暂行办法》扣除积分，会影响正
常参加招聘会和使用网站所有功能；

3.同一场招聘会，同一用人单位仅限

申请展位一个；
4.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求职人

员收取任何费用，请勿在展位外散发各种
资料和流动招聘，请勿从事与招聘无关的
业务，一经发现且劝阻无效的，取消招聘
资格；

5.企业招聘人员和求职人员需携带身
份证参会；

6.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会，需至少提
前1天致电我市场进行取消。

更多招聘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宣城市人社局

2021年9月30日

安徽公共招聘网微信公众号

宣城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

序号

10月

时间
10月9日（周六）
10月13日（周三）
10月16日（周六）
10月20日（周三）
10月23日（周六）
10月27日（周三）
10月30日（周六）

主题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人才对接招聘会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金秋招聘月就业招聘日招聘会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就业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会

宣城市退役军人秋季专场招聘会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人才对接招聘会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就业招聘日招聘会

保障企业用工“八大行动”暨第九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现场招聘会

举办场地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宣城市人力资源市场2021年10月现场招聘会时间公告

（数据来源：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确保黄金周游客出行通信畅通，市铁塔公司提前部署，全力开展全市景
区、交通枢纽、高铁等重点场景基站的通信保障工作，确保国庆期间全市通信
畅通。截至9月28日，已组织120余人次，对市内50余个A级景区及商杭、合
福高铁沿线重点区域基站实施巡检，提前排除隐患，确保机房、机柜、铁塔等通
信基础设施稳定运行。 （数据来源：宣城市铁塔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