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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征公告 (2011〕 33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公告

为满足高新区经济发展建设用地需要,根 l̄E-《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枣庄

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发布拟征收土地公告:

一、拟征收土地的位置、范围、权属、用途

地块 71∶ 土地坐落位于长白山路东侧、宁波路南,涉及兴城街道

办事处兴南石西村土地 3.8197公顷,用 于住宅顼目用地。

地块 72∶ 土地坐落位于浦东路北侧、南石东村南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南石西村 0.1030公顷、南石东村 3.8118公顷,共计征收土

地 3.9148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73∶ 土地坐落位于武夷山路东侧、浦东路南,涉及兴城街道

办事处井字峪村土地 0.667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顼目用地。

地块 74∶ 土地坐落位于复元一路东侧、光明路北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南石西村⊥地 3.3339公顷,用 于工业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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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75:土地坐落位于深圳路北侧、复元三路西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来泉庄村 0。 3899公顷、高楼村 0.0886公 顷、南石东村 1v5216

公顷,共计征收土地 2.0001公顷,用 于工业项目用地。

地块 76∶ 土地坐落位于深圳路南侧、复元三路西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来泉庄村 4.8941公 顷、南石西村 0.6371公 顷、南石东村

0.9380公 顷 、 高 楼 村 0.1973公 顷 ,共 计 征 收 土 地 6.6665公 顷 ,用 于

工业项目用地。

地块 77∶ 土地坐落位于深圳路南侧、复元三路东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来泉庄村 0.1347公 顷、高楼村 3.1970公顷,共计征收土地

3.3317公顷,用 于工业顼目用地。

地块 78∶ 土地坐落位于黑龙江路北侧、市消防队东,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东谷山村土地 4,00公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地块 79:土地坐落位于复元六路东侧、宁波路北侧,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蒋庄村 0.9055公顷、大吕巷村 0.1616公 顷、小吕巷村 1.3776

公顷,共计征收土地 2.4447公 顷,用 于保障性住房用地。

地块 80∶ 土地坐落位于黑龙江路北、袁寨山西南,涉及兴仁街道

办事处东谷山村土地 2.4952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81:土地坐落位于南山寨村、市交警队检测线西,涉及兴城

街道办事处南山寨村土地 2.1767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82:土地坐落位于黑龙江路北侧、市消防队东部,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谷山村土地6.6667公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用地。

地块 83∶ 土地坐落位于祁连山路东侧、黑龙江路南侧,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谷山村土地 2。 0398公顷,西托后村 1.5962公顷,用 于

公共管理与服务顼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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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84:土地坐落位于黑龙江路南侧、枣矿中心医院东,涉及兴

仁街道办事处东谷山村土地 2.8482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地块 85∶ 土地坐落位于黑龙江路南侧、水文局东侧,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东谷山村 2.6658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地块 86∶ 土地坐落位于祁连山东北、兴仁宿舍北,涉及兴仁街谴

办事处西托后村土地 5.5153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87∶ 土地坐落位于松花江路北、市热力公司东侧,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西托后村土地 1.3340公 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88∶ 土地坐落位于松花江路北侧、凤鸣湖派出所东,涉及兴

仁街道办事处东托一村土地 0.5507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用

地。

地块 89∶ 土地坐落位于京福路东、西托后村西,涉及兴仁街道办

事处西托后村土地 0.3848公顷,西托后村 1.5926公顷,用 于公共管

曜与服务项目用地。

地块 90∶ 土地坐落位于光明路以南、四号路以北,涉及兴仁街道

办事处东托一村土地 0.2323公顷,用 于交通项目用地。

地块 91∶ 土地坐落位于祁连山路以东、太行山路以西,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0.1661公 顷、东托二村 0.1174公 顷、东托一村

o.4616公 顷 、 西 托 后 村
0.6309公 顷 ,共 计 征 收 土 地 1.376公 顷 ,用 于

交通用地。

地块 92∶ 土地坐落位于东托二村北,涉及兴仁街道办事处东托一

村 0.0181公 顷 、 东 托 二 村 0.5797公 顷 ,共 计 征 收 土 地 0.6159公 顷 ,

用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93:土地坐落位于庐山路以、西六盘山路以东,涉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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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街道办事处东托一村 0.0677公 顷、东托二村 0.2979公顷,共计

o.3656公 顷,用 于交通顼目用地。

地块 94∶ 土地坐落位于龙潭水库南侧、黄河路北侧,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1.7560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顼目用地。

I    地块 95∶ 土地坐落位于龙潭水库南侧、黄河路北侧,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0.0832公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用地。

地块 96∶ 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西、黄河路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0.3991公顷、东托二村 0.0116公 顷,共计土地

o.4107公 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97∶ 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东、黄河路北侧,涉及兴仁街道

办事处东托二村 0.1452公顷、东托三村 0.4863公 顷,共计

土地 0.6315公 顷,用 于住宅顼目用地。

∶    地块 98∶ 土地坐落位于金沙江路北侧、峨眉山路西侧,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8.8127公顷,用 于住房项目用地。

地块 99∶ 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西侧、金沙江路北侧,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土地 4.5346公 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100: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西侧、长江一路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土地 1.73公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101: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东侧、市中医院西,涉及兴仁

术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O.2284公顷,=用 于交通顼目用地。

地块 102∶ 土地坐落位于黄河路以南、长江路以北,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1.3935公顷、东托二村 θ。0687公顷、西臣山村

o。 7395公顷,共计土地 0.4107公顷,用 于交通顼目用地°

地块 10⒊ 土地坐落位于黄山路西、庐山路东侧,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西巨山10.8721公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104∶ 土地坐落位于武夷山路东、长白山路西,兴城街办杜

唐村 2.2446公 顷,用 于交通项目用地。

地块 105∶ 土地坐落位于长白山路西、黄河路南,涉及兴城

街道办事处杜唐村 6.6033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用地。

地块 106∶ 土地坐落位于长白山路东、来泉山庄西侧,涉及兴城

街道办事处来泉庄村 1.9517公顷、杜唐村 1.2077公 顷,共计土地

3.1594公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107:土地坐落位于来泉山庄东南、黄河路北,涉及兴城街

道办事处来泉庄村 1.5542公 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108: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长白山路东、黄河路南,涉及兴

城街道办事处杜唐村 1.3258公 顷,用 于公共管理与服务项目用地。

地块 109∶ 土地坐落位于西托后东、污水处理厂西,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西托后村 0,1287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110:土地坐落位于祁连山路东、海河路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西托后村 0.6963公 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111∶ 土地坐落位于祁连山路西、京沪高铁东,涉及兴仁街

道办事处西托后村0.5439公顷、西托前村0.9031公顷,共计土地 1.447

公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⒒⒉ 土地坐落位于京福路东、黄河路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西托前村 2.6673公 顷,用 于住宅项目用地。

地块 11⒊ 土地坐落位于峨眉山路东、黄河路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1.8228公 顷,用 于商业顼目用地。

地块 114∶ 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东、长江一路北,涉及兴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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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东徐沃村 0.4128公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地块 115∶ 土地坐落位于太行山路东、长江一路北,涉及兴仁

街道办事处东托三村 1.5373公顷,用 于商业项目用地。

二、拟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鲁政办发

I2009120号 文公布的薛城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地上附蓍物

和青苗补偿费标准按照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 《关于枣应市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鲁价费发

【zO08h75号 )的规定执行。被征收土地村 (居 )的具体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方案,待勘测调查完成后,由 枣庄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会同

高新区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制定并公示。

三、其他事项

本公告后,凡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抢种、抢建的,一律不

予补偿;拟于 2011年 t矽 月lJ日 至 |°月尸日由枣庄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

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勘测定界和调查清点地上附着物,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予积极支持配合。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