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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报 道  

自然资源部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派驻地方的

国家土地督察局： 

为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以土地利用方式

转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高

质量发展，现就消化批而未供土地和盘活利用闲

置土地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增存挂钩”。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分解下达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要把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数量作为重要测

算指标，逐年减少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多和处置

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要明确各地

区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具体任务和奖惩要

求，对两项任务均完成的省份，国家安排下一年

度计划时，将在因素法测算结果基础上，再奖励

1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任一项任务未完成

的，核减 2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二、规范认定无效用地批准文件。各省（区、

市）要适时组织市、县对已经合法批准的用地进

行清查，清理无效用地批准文件。农用地转用或

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批准文件自动失效；

对已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因相关规划、政策

调整、不具备供地条件的土地，经市、县人民政

府组织核实现场地类与批准前一致的，在处理好

有关征地补偿事宜后，可由市、县人民政府逐级

报原批准机关申请撤回用地批准文件。 

三、有效处置闲置土地。对于企业原因造成

的闲置土地，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调

查认定，依法依规收缴土地闲置费或收回。对于

非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应在本级政府领导

下，分清责任，按规定处置。闲置工业用地，除

按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应收回的情形外，鼓励通

过依法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盘活利用。其中，

用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可以依照《产业用地

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和相关产业用地政策，适用

过渡期政策；依据规划改变用途的，报市、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重

新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四、做好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调查确认。对

于失效的或撤回的用地批准文件，由市、县人民

政府逐级汇总上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

实地核实后，适时汇总报部。部在相关信息系统

中予以标注，用地不再纳入批而未供土地统计，

相关土地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年度变更

调查中按原地类认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计划、耕

地占补平衡指标、相关税费等仍然有效，由市、

县人民政府具体核算。对于闲置土地，地方各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实际情况和有关要求，

对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中的数据进行确

认，并在本地政府组织领导下尽早明确处置原

则、适用类型和盘活利用方式等。 

五、加强“增存挂钩”机制运行的监测监管。

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依托部综合

信息监管平台，加强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

运行情况的监测监管。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要将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及处置情况纳入督察工作重

点。对于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面积较大、处置工

作推进不力或者弄虚作假的地区，依照有关规定

发出督察意见，责令限期整改。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自然资源部   

2018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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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33个试点地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共 1101宗、

16.6 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 970

宗、2万余亩，总价款约 193亿元，收取土地增

值收益调节金 15亿元；各地共腾退零星、闲置

宅基地 9.7万户、7.2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

4.9万宗、98亿元。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成

阶段性目标任务。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自 2015年 3月启动以来，试点范围不断扩

大，试点内容更加丰富，在相关部门和地方党委

政府共同努力下，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也有

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征地制度改革在多年来征地实践和改进管

理基础上，按照新的改革试点任务，着力在“缩

小土地征收范围”上取得突破，在“规范土地征

收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

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

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务实进取，

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边提炼。截至今年 6

月底，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共 1101宗、16.6万

亩，形成了一些宝贵的改革成果。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按照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授权，按照“同权同价、流

转顺畅、收益共享”的目标要求，积极稳妥推进，

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和政策体系，社会和市

场对于入市集体土地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截至

今年 6月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 970

宗、2万余亩，总价款约 193亿元，收取土地增

值收益调节金 15亿元。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各地通过

因地制宜土地推进改革，在宅基地确权登记颁

证，加强村民自治管理、探索新的取得方式以

及盘活闲置宅基地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各

地加大闲置宅基地盘活力度，稳步探索宅基地

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截至今年 6月底，共腾退

零星、闲置宅基地 9.7 万户、7.2 万亩。各地

在确权登记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开展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截至今年 6月底，办理

农房抵押贷款 4.9万宗、98亿元，群众获得感

明显增强。 

从地方来看，33 个试点县（市、区）中，

安徽省金寨县、西藏自治区曲水县、甘肃省陇西

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三个试点县立足本地实

际，结合脱贫攻坚深入推进改革试点，取得了明

显成效。特别是安徽省金寨县立足山区贫困县、

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实际，以宅基地制度

改革为着力点，结合易地扶贫、水库移民搬迁、

美丽乡村建设、抗灾减灾实施、生态涵养区保护

等重点工作，积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精准

脱贫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性成

果，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山区贫困地

区开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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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会 动 态  

上海市土地估价师协会专家委员会 

召开土地估价行业专家交流研讨会 

 

2018年 9月 27日下午，上海市土地估价师

协会专家委员会在地质大厦 1202会议室组织召

开了土地估价行业专家交流研讨会。来自相关土

地评估机构的协会专家以及市地调院地价所的

有关人员共计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交流研讨会。 

研讨会由协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杨斌

主持，并代表协会对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

代理人协会副会长兼技术审裁委员会主任洪亚

敏教授到会指导表示热烈欢迎。协会轮值会长贾

明宝、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费思敏参加了交流研

讨会。 

交流研讨会采取面对面问答式的方式进行。

主要就土地评估实践中更好的贯彻落实 2018年

4月正式施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

评估技术规范》相关内容进行梳理，统一共识。

洪亚敏教授对各位专家提出的不同问题进行了

政策解读，对《规范》发布后带来的变化以及实

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了专业

指导。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海市土地估价师协会召开 

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上海市土地估价师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于 2018年 7月 12日下午在上海市土

地交易市场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常务理

事 15人，实到 14人，符合《上海市土地估价师

协会章程》规定。会议由轮值会长贾明宝主持。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费思敏汇报了二届一

次常务理事会以来，协会在完成社会团体年检、

组织继续教育培训、抓好课题研究、落实机构备

案、协助 A级资信评级、开展征地房屋补偿评估

报告抽查及审裁鉴定、推进党建工作、抓好协作

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通报二届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后《章程》备案工作的落实情况；

审核 2家新增会员单位入会申请；商讨了下半年

的重点工作，并对分阶段实施作出了具体安排。 

与会常务理事对协会秘书处上半年度所做

的各项工作给予肯定。经过与会同志认真讨论，

形成以下决议： 

一、同意上海国众联土地房地产咨询估价有

限公司、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入会申请； 

二、同意分两组开展工作调研，秘书处提出

具体方案再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三、同意结合备案信息核验抽查的方式对土

地评估机构进行年度检查工作。 

四、抓好年度 B级资信评定和土地估价报告

抽查，做好优秀报告收集和汇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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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章 制 度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跨省域调剂工作，根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国办发

〔2018〕16 号）规定，我部制定了《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实施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自然资源部 

2018年 7月 30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实施办法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

域调剂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16 号）规

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节余指标调剂任务落实 

（一）帮扶省份调入节余指标。帮扶省份省

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以下简称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任务，于每年 11月 30日前将确认的调剂任务函

告自然资源部（详见附件 1）。自然资源部汇总

确认结果后函告财政部，并抄送国家土地督察机

构。 

帮扶省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开展调剂工作，使用调入节余指标进行建设的，

应将建新方案通过自然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在线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备案。 

（二）深度贫困地区所在省份调出节余指

标。深度贫困地区所在省份（以下简称调出省份）

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节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任务，于每年 11月 30日前将能够调出的节

余指标和涉及的资金总额函告自然资源部，并说

明已完成验收情况，附具《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

省域调出申请表》（详见附件 2，以下简称《申

请表》）；暂未完成拆旧复垦验收的，应在完成

验收后，及时填写《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

出完成验收统计表》（详见附件 3，以下简称《统

计表》）报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收到省级人民政府函告后，依据

监管系统等，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表》或

《统计表》完成核定，并将结果函复调出省份，

抄送财政部、国家土地督察机构。 

调出省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实

际，在函告前将调出节余指标任务明确到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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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编制拆旧复垦安置方

案，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后，及时通过

监管系统备案。 

二、节余指标使用 

（三）节余指标使用和再分配。自然资源部

对节余指标调剂使用实行台帐管理，进行年度核

算。帮扶省份超出国家下达调剂任务增加购买的

节余指标，以及调出省份低于国家下达调剂任务

减少调出的节余指标，与下一年度调剂任务合

并，统筹分配到深度贫困地区。已确认的调入节

余指标，帮扶省份可跨年度结转使用，也可与其

它计划指标配合使用；已核定的调出节余指标，

深度贫困地区满 3年未完成拆旧复垦验收的，扣

回未完成部分对应的调剂指标和资金。 

（四）规范使用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帮扶省

份调入节余指标增加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以及

调出省份调出节余指标减少的规划建设用地规

模，应在监管系统中做好备案，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中约束性指标调整的依据。 

三、节余指标调剂监测监管 

（五）强化实施监管责任。省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工作的组

织监管，并对拆旧复垦安置项目、建新项目以及

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帮扶省份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节约用地制度，合理安排跨省域调剂节余指标，

尽量不占或少占优质耕地。深度贫困地区要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坚决杜绝强制拆建；要按照严格

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的要求，因地制宜

开展拆旧复垦安置，防止盲目推进。 

（六）健全日常监测监管制度。自然资源部

对节余指标调剂任务完成情况定期开展监督检

查评估，结果作为节余指标调剂任务安排的测算

依据。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要加强跟踪督察力度，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加强日常动态巡查，及时

发现并督促纠正查处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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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

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 2018年 6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 8月 28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5号 

（2018年 6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 

为公平、公正、高效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

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

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后，

对需要拍卖、变卖的财产，应当在三十日内启动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程序。 

第二条  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可

以采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

评估等方式。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定参考价前，应当查明

财产的权属、权利负担、占有使用、欠缴税费、

质量瑕疵等事项。 

人民法院查明前款规定事项需要当事人、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相关资料的，可以通知其提

交；拒不提交的，可以强制提取；对妨碍强制提

取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

一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查明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需要审计、鉴定

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审计、鉴定。 

第四条  采取当事人议价方式确定参考价

的，除一方当事人拒绝议价或者下落不明外，人

民法院应当以适当的方式通知或者组织当事人

进行协商，当事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议价结

果。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议价结果一致，且不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议价结果为参考价。 

第五条  当事人议价不能或者不成，且财产

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人

民法院应当向确定参考价时财产所在地的有关

机构进行定向询价。 

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直接进行定向询价，且

财产有计税基准价、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条  采取定向询价方式确定参考价的，

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机构出具询价函，询价函应

当载明询价要求、完成期限等内容。 

接受定向询价的机构在指定期限内出具的

询价结果为参考价。 

第七条  定向询价不能或者不成，财产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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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且具备网络询价

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进

行网络询价。 

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或者同意直接进行网

络询价，财产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

定，且具备网络询价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性司法网

络询价平台名单库。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能够依法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工

作的资质； 

（二）能够合法获取并整合全国各地区同种

类财产一定时期的既往成交价、政府定价、政府

指导价或者市场公开交易价等不少于三类价格

数据，并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三）能够根据数据化财产特征，运用一定

的运算规则对市场既往交易价格、交易趋势予以

分析； 

（四）程序运行规范、系统安全高效、服务

质优价廉； 

（五）能够全程记载数据的分析过程，将形

成的电子数据完整保存不少于十年，但法律、行

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专门的评审委

员会，负责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选定、评审和除

名。每年引入权威第三方对已纳入和新申请纳入

名单库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予以评审并公布结

果。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网络询价； 

（二）无正当理由一年内累计五次未按期完

成网络询价； 

（三）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泄露保密

信息等行为； 

（四）经权威第三方评审认定不符合提供网

络询价服务条件； 

（五）存在其他违反询价规则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被除名后，五年内不得被

纳入名单库。 

第十条  采取网络询价方式确定参考价的，

人民法院应当同时向名单库中的全部司法网络

询价平台发出网络询价委托书。网络询价委托书

应当载明财产名称、物理特征、规格数量、目的

要求、完成期限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等。 

第十一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应当在收到

人民法院网络询价委托书之日起三日内出具网

络询价报告。网络询价报告应当载明财产的基本

情况、参照样本、计算方法、询价结果及有效期

等内容。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不能在期限内完成询价

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期限。全部司法

网络询价平台均未能在期限内出具询价结果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的延期

申请延期三日；部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期限内

出具网络询价结果的，人民法院对其他司法网络

询价平台的延期申请不予准许。 

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均未在期限内出具

或者补正网络询价报告，且未按照规定申请延长

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人民法院未在网络询价结果有效期内发布

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的，应当通

知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三日内重新出具网络询

价报告。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对网络询价报告

进行审查。网络询价报告均存在财产基本信息错

误、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等情形的，应当

通知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三日内予以补正；部分

网络询价报告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无需通知其他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补正。 

第十三条  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均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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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出具询价结果或者补正结果的，人民法院应

当以全部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

为参考价；部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期限内出具

询价结果或者补正结果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部

分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

价。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对全部网络询价报告均提出异议，且所提

异议被驳回或者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已作出补正

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异议被驳回或者已作出补正

的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

考价；对部分网络询价报告提出异议的，人民法

院应当以网络询价报告未被提出异议的各司法

网络询价平台出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 

第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委托评

估、双方当事人要求委托评估或者网络询价不能

或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

估。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性评估

行业协会推荐的评估机构名单建立人民法院司

法评估机构名单库。按评估专业领域和评估机构

的执业范围建立名单分库，在分库下根据行政区

划设省、市两级名单子库。 

评估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或

者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商

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除名

后五年内不得被纳入名单库。 

第十六条  采取委托评估方式确定参考价

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

从名单分库中协商确定三家评估机构以及顺序；

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协商不成或者一方当

事人下落不明的，采取摇号方式在名单分库或者

财产所在地的名单子库中随机确定三家评估机

构以及顺序。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在同一名单子

库中随机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顺序在先的评

估机构出具评估委托书，评估委托书应当载明财

产名称、物理特征、规格数量、目的要求、完成

期限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等，同时应当将查

明的财产情况及相关材料一并移交给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应当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当

载明评估财产的基本情况、评估方法、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及有效期等内容。 

第十八条  评估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的，人民

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不

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有见证人见证。现场勘

验需要当事人、协助义务人配合的，人民法院依

法责令其配合；不予配合的，可以依法强制进行。 

第十九条  评估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出具

评估报告。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或者裁定中止执行

的期间，应当从前述期限中扣除。 

评估机构不能在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的，应

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

期限。人民法院决定延长期限的，延期次数不超

过两次，每次不超过十五日。 

评估机构未在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补正说

明，且未按照规定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该评估机构三日内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

时移交的材料退回，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

构重新进行评估。 

人民法院未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发布一拍

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的，应当通知原

评估机构在十五日内重新出具评估报告。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对评估报告进行

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评估机构

在三日内予以书面说明或者补正： 

（一）财产基本信息错误； 

（二）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 

（三）选定的评估机构与评估报告上签章的

评估机构不符； 

（四）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明与评估报告上

署名的人员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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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其他应当书面说明或者补正的情

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收到定向询价、网络

询价、委托评估、说明补正等报告后，应当在三

日内发送给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已提供有效送达地址

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报告以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委托送达、邮寄送达或者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获取其有

效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无法按照前述规定送达

的，应当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予以公示，公

示满十五日即视为收到。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

询价报告或者评估报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在收到报告后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一）财产基本信息错误； 

（二）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 

（三）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评

估资质； 

（四）评估程序严重违法。 

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前款规定提出的

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

报告后五日内对评估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

或者评估结果等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评估机构在

五日内未作说明或者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作出

的说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交由相关行业

协会在指定期限内组织专业技术评审，并根据专

业技术评审出具的结论认定评估结果或者责令

原评估机构予以补正。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前款异议，同时涉

及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情形的，

按照前款规定处理；同时涉及本规定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三、四项情形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先对第三、四项情形审查，异议成立的，

应当通知评估机构三日内将人民法院委托评估

时移交的材料退回，另行委托下一顺序的评估机

构重新进行评估；异议不成立的，按照前款规定

处理。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未在本规

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

议或者对网络询价平台、评估机构、行业协会按

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作的补正说

明、专业技术评审结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议价或者定向询价提

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

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在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

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之前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执行监督程序进行审查处理： 

（一）议价中存在欺诈、胁迫情形； 

（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三）有关机构出具虚假定向询价结果； 

（四）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作出的处理结果确有错误。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

告未提出异议、所提异议被驳回或者评估机构已

作出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评估结果或者补正

结果为参考价；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

提出的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评估机构作

出的补正结果或者重新作出的评估结果为参考

价。专业技术评审对评估报告未作出否定结论

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该评估结果为参考价。 

第二十七条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评估机构

应当确定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结果的有效期，

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当事人议价的，可以自行协商确定议价结果

的有效期，但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定向询

价结果的有效期，参照前款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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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在议价、询价、评估结果有效期内

发布一拍拍卖公告或者直接进入变卖程序，拍

卖、变卖时未超过有效期六个月的，无需重新确

定参考价，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规

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决定暂缓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 

（一）案件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 

（二）评估材料与事实严重不符，可能影响

评估结果，需要重新调查核实； 

（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暂缓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撤回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 

（一）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全部执行

完毕； 

（三）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

被裁定不予执行； 

（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撤回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决定网络询价或者委托评估后，双

方当事人议价确定参考价或者协商不再对财产

进行变价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撤回网络询价或

者委托评估。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参考价确定后

十日内启动财产变价程序。拍卖的，参照参考价

确定起拍价；直接变卖的，参照参考价确定变卖

价。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委托司法网络询价

平台进行网络询价的，网络询价费用应当按次计

付给出具网络询价结果与财产处置成交价最接

近的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多家司法网络询价平台

出具的网络询价结果相同或者与财产处置成交

价差距相同的，网络询价费用平均分配。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者依照本规定第二十

九条规定撤回网络询价的，对司法网络询价平台

不计付费用。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财产处置未成交的，按照评估机构合理的

实际支出计付费用；财产处置成交价高于评估价

的，以评估价为基准计付费用；财产处置成交价

低于评估价的，以财产处置成交价为基准计付费

用。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撤回

委托评估的，按照评估机构合理的实际支出计付

费用；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通知原评估机构重新

出具评估报告的，按照前款规定的百分之三十计

付费用。 

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另行委托评估机构重

新进行评估的，对原评估机构不计付费用。 

第三十三条  网络询价费及委托评估费由

申请执行人先行垫付，由被执行人负担。 

申请执行人通过签订保险合同的方式垫付

网络询价费或者委托评估费的，保险人应当向人

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执行

人未垫付网络询价费或者委托评估费由保险人

支付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全国法院

询价评估系统。询价评估系统与定向询价机构、

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全国性评估行业协会的系统

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询价评估系统应当具有记载当事人议价、定

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摇号过程等功能，

并形成固化数据，长期保存、随案备查。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8年 9月 1日起

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公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

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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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交 流  

 

内部收益率在租赁住宅用地定价中的运用 

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陆艳倩 

一、引言 

投资性房地产的财务评价方法众多，总体而

言，迄今为止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方法在微观经

济学的分析中仍占主要地位。动态分析法考虑了

资金的时间价值，比静态分析更有助于项目的获

利能力评价。而内部收益率是财务评估时主要运

用的方法之一，能为投资人判断项目的可行性及

预测项目的获利能力提供决策指标。 

因此，本文就试图通过内部收益率进行租赁

住宅用地拿地价格分析，从财务评价的角度对目

前各区租赁住宅用地地价进行合理性判断。 

二、内部收益率定义及作用 

1、定义 

内部收益率是指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现值

总额相等、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内部收益

率是投资者渴望达到的最低报酬率，是能使得投

资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基本公式为： 

 式中：CI-资金流入量； 

      CO-资金流出量； 

     （CI-CO）i-在第 i年的净现金流量； 

      i-项目开发或经营期限 

 

2、作用 

（1）内部收益率代表项目净现值为零时的

折现率 

内部收益率是项目盈亏平衡时的折现率。一

般地，内部收益率的函数呈现向下凹型曲线，曲

线与 X轴的交点即为内部收益率。传统的计算内

部收益率的方法为插值法，该方法工作量大，且

精度较低。因此通过 EXCEL中 IRR函数的运用，

能较为便捷的计算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且精度较

高。 

 

图 1:插值法试算 IRR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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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收益率代表了投资者所能承受的

最低报酬率 

内部收益率表明了投资者所能承受的最

低报酬率。一般地，在房地产或土地项目估

价时，报酬率的取定多运用累加法确定。即

以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若内

部收益率低于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项目

存在亏损。同时亦可通过对内部收益率的求

取作为判断可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的上限，

若贷款利率高于内部收益率，则提示投资项

目面临亏损，以此来判断投资项目是否具有

可行性。 

三、内部收益率在土地定价中的运用分析 

1、现行租赁住宅用地成交情况 

上海自 2017年 7月首次出让租金住宅用地

以来，截止到 2018年 7月 31日止，共出让 34

块租赁住宅用地。除虹口区、普陀区、奉贤区、

金山区 4区未推出租赁住宅用地外，其余 12个

区均已有租赁住宅用地出让。具体各区推出数量

详见下表一。 

表一 

序号 区县 地块数量 

1 黄浦区 1 

2 静安区 3 

3 长宁区 2 

4 徐汇区 2 

5 虹口区 0 

6 普陀区 0 

7 浦东新区 12 

8 杨浦区 4 

9 闵行区 4 

10 宝山区 1 

11 青浦区 1 

12 嘉定区 1 

13 松江区 2 

14 奉贤区 0 

15 金山区 0 

16 崇明 1 

  合计 34 

从上表中可知，目前推地最多的为浦东

新区，其次为杨浦、闵行两区。 

而从各区县成交的租金住宅用地地价来

看，价格梯度过大，楼板价从 1518 元/平方

米-13463 元/平方米。34 地块的成交楼板价

中位数为 6555元/平方米，平均数为 6598元

/平方米。各地块成交价格见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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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序号 所在区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 

面积(㎡) 

建筑面积 

(㎡) 
容积率 

出让年限 

（年） 

成交 

时间 

成交价 

（万元） 

成交楼板价 

(元/㎡) 

1 宝山区 
宝山区罗店镇罗美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02单元

0218-02地块 
25007.7 62519 2.5 70 2018/1/3 28446 4550 

2 崇明区 
崇明区长兴镇 G9CM-0901单元（局部调整）12-04

地块 
30621.2 61242 2 70 2018/1/3 9297 1518 

3 黄浦区 黄浦区南浦社区 S010601单元 F01-01地块 20038.1 50095 2.5 70 2017/12/12 48949 9771 

4 嘉定区 嘉定区嘉定新城 E17-1地块 28513.4 71284 2.5 70 2017/7/24 42417 5950 

5 静安区 
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02-16-A地块 
7768.6 21752 2.8 70 2018/1/16 16281 7485 

6 静安区 
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15-02地块 
19456.6 58370 3 70 2018/1/16 46866 8029 

7 静安区 
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22-01地块 
25838.1 72347 2.8 70 2018/1/16 61743 8534 

8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 MHC10501单元 34A-01A-c地块 13386.2 30788 2.3 70 2017/12/12 16067 5219 

9 闵行区 莘庄工业区 MHPO-0501单元 34AA-01A地块 27356.8 64288 2.35 70 2017/12/12 33743 5249 

10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 MHPO-0501单元 32A-05A-a地块 34088.8 74995 2.2 70 2017/12/12 39750 5300 

11 闵行区 虹桥商务区 G1MH-0001单元 III-T01-A02-02地块 10370.2 20740 2 70 2017/10/31 12824 6183 

12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孙桥社区单元（部分）09-05地块（张江

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6-05地块） 
28496.4 56993 2 70 2017/11/2 31347 5500 

13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孙桥社区单元（部分）10-01地块（张江

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7-01地块） 
26623.2 31948 1.2 70 2017/11/2 19172 6001 

14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孙桥社区单元（部分）08-01地块（张江

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5-01地块） 
29662.4 35595 1.2 70 2017/11/2 21361 6001 

15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张江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3-06地块 65007.6 130015 2 70 2017/7/24 72392 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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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区 地块名称 
建设用地 

面积(㎡) 

建筑面积 

(㎡) 
容积率 

出让年限 

（年） 

成交 

时间 

成交价 

（万元） 

成交楼板价 

(元/㎡) 

16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 16号线周浦站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05地块 
38735.2 69723 1.8 70 2017/12/12 30051 4310 

17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 16号线周浦站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01地块 
32703.3 58866 1.8 70 2017/12/12 25401 4315 

18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 Z000101单元 10-2地块 27111.1 81333 3 70 2017/10/31 54030 6643 

19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 Z000101单元 11-3地块 38223.2 114670 3 70 2017/10/31 76186 6644 

20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北蔡社区 Z000501单元 03-02、03-03地块 53108 132770 2.5 70 2017/9/13 89593 6748 

21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编制单元

41-01、42-01、47-01、53-01地块 
42266 94150 2.23 70 2017/11/2 69342 7365 

22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世博会地块政务办公社区控详 15-01地块 49165.2 147496 3 70 2017/10/31 113838 7718 

23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南码头街道滨江单元 06-05地块 17522.2 43806 2.5 70 2017/9/13 34484 7872 

24 青浦区 青浦区盈浦街道漕盈路东侧 07-05地块 22426.7 44853 2 70 2018/1/3 16047 3578 

25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街道 SJC10032单元 10-07号地块 62693.6 112849 1.8 70 2018/3/21 40060 3550 

26 松江区 松江区工业区 SJC10024单元 09-10号地块 22346.3 40223 1.8 70 2018/1/16 14440 3590 

27 徐汇区 徐汇区漕河泾社区 196a-08地块 7745 13941 1.8 70 2017/9/13 9014 6466 

28 徐汇区 徐汇区康健新村街道 N5-03地块 13070.8 35291 2.7 70 2018/3/21 30200 8557 

29 杨浦区 杨浦区平凉社区 03F3-02地块（平凉街道 44街坊） 5867.1 12908 2.2 70 2018/1/16 9331 7229 

30 杨浦区 
杨浦区新江湾社区 N091104单元 A3-05地块（新江

湾城街道原 D4） 
33806.1 84515 2.5 70 2018/5/31 67615 8000 

31 杨浦区 杨浦区定海社区 H3-6地块（定海街道 153街坊） 9502.7 23757 2.5 70 2018/7/12 17107 7200 

32 杨浦区 杨浦区江浦社区 02-03地块（江浦街道 77街坊北） 3489 10467 3 70 2018/7/12 7800 7452 

33 长宁区 长宁区古北社区 W040502单元 E1-10地块 9316.4 27949 3 70 2017/9/13 35669 12762 

34 长宁区 长宁区古北社区 W040502单元 E1-06地块 38131.7 83890 2.2 70 2017/10/31 112941 13463 

通过对上表的成交数据的统计分析由下图二可知，成交的楼板价大都集中在 6000元/平方米-8000元/平方米区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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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成交地价集中数直方图 

 

那目前的地价集中区间是否合理呢？带着

这个疑问，笔者通过内部收益率（IRR）与地价

之间的比对关系对地价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2、各区租赁住宅地价 

（1）设定内部收益率（IRR）条件下的地

价 

通过查阅中指系统公布的 2018年 7月的上

海各区的平均租金，以此租金数据计算经营期内

的净收益，计算时运营成本按毛收益的 30%计，

并不考虑运营期内租金的增长（按国土资厅发

[2018]4 号文要求）。则各区 2018年 7 月的平

均租金与净收益见下表三。 

 

表三 

序号 区县 平米租金(元/㎡·月) 平均年租金（元/m
2
.年) 年净收益（元/m

2
.年） 

1 黄浦区 122 1464 1025 

2 静安区 116 1392 974 

3 长宁区 101 1212 848 

4 徐汇区 85 1020 714 

5 虹口区 81 972 680 

6 普陀区 76 912 638 

7 浦东新区 76 912 638 

8 杨浦区 74 888 622 

9 闵行区 64 768 538 

10 宝山区 49 588 412 

11 青浦区 48 576 403 

12 嘉定区 43 516 361 

13 松江区 42 504 353 

14 奉贤区 24 288 202 

15 金山区 23 276 193 

16 崇明 18 21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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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运用上表三中的各区年净收益，在设

定租赁住宅用地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为

3%-10%，设定项目建设期 2 年，投资运营期 68

年条件下，运用内部收益率（IRR）的原理公式，

计算出各区在现行市场租金对应设定内部收益

率（即已知 IRR）下的房地产价格，并并参考 2016

年第 4期《上海房地产估价》中“关于比较法中

房地产权益调整的探讨”一文中的地价房价比，

由于该文中的地价房价比主要以剩余法评估现

有不动产的技术思路编制，地价房价比中已考虑

了项目建设期，故通过地价房价比将房地产价格

转换为期初投入的土地价格，设定土地价格（楼

板价）为 L。地价计算公式见下，各区地价见下

表四（具体计算略）。 

 …………………………………………（1） 

L=V×R……………………………………（2） 

将上式（1）、（2）联列得地价（L）的计

算公式为： 

L=×R 

式中：Ai-净收益； 

      V-房地产价格； 

      i-经营期限； 

      R-地价房价比 

      L-土地价格（期初投入） 

 

表四                                                                      单位：元/M2 

IR

R 

黄浦

区 

静安

区 

长宁

区 

徐汇

区 

虹口

区 

普陀

区 

浦东新

区 

杨浦

区 

闵行

区 

宝山

区 

青浦

区 

嘉定

区 

松江

区 

奉贤

区 

金山

区 

崇明

区 

3% 16274 15464 13463 11336 10797 10129 10129 9875 8542 6541 6398 5732 5605 3207 3064 2397 

4% 13115 12462 10850 9136 8700 8163 8163 7959 6884 5272 5156 4619 4517 2584 2470 1932 

5% 10866 10326 8990 7570 7209 6764 6764 6594 5704 4368 4272 3827 3742 2142 2046 1601 

6% 9217 8759 7626 6421 6115 5737 5737 5593 4838 3705 3624 3246 3174 1817 1735 1358 

7% 7973 7576 6596 5554 5289 4963 4963 4838 4185 3205 3134 2808 2746 1571 1501 1174 

8% 7009 6661 5799 4882 4650 4363 4363 4254 3679 2818 2756 2468 2414 1382 1320 1032 

9% 6246 5935 5167 4351 4144 3888 3888 3790 3279 2511 2456 2200 2151 1231 1176 920 

10% 5629 5349 4657 3921 3735 3504 3504 3416 2955 2263 2213 1982 1939 1109 1060 829 

（2）初步地价分析 

首先，通过对设定内部收益率从 3%-10%下

的模拟地价的测算可见，内部收益率和地价呈反

比关系，即地价高，内部收益率低，地价低内部

收益率高。据此原理，进行租赁住宅项目投资拿

地时，可先按行业基准收益率进行盈亏平衡地价

计算分析，若出让地价高于行业基准收益率下的

地价，则企业投资时需谨慎。 

其次，将上表二中的实际成交价与表四的模

拟地价进行比对，成交地价对应的内部收益率

（IRR）主要集中在 4%-7%之间，占 34个地块的

79.4%，最集中区域落在 5%-6%区间内。详见下

图三 

最后，通过成交地块地价的 IRR频率可知，

现有成交地块中崇明区、黄浦区、闵行区、浦东

新区、松江区、徐  

汇区 6个区的地价 IRR位于 5%-6%的最集中

区域内，嘉定区成交地块的地价 IRR 位于小于

3%的区域内，长宁区与杨浦区某些区域成交地块

的地价位于 3%-4%区域内，静安区某些区域则位

于 7%-8%的区域内，浦东新区由于区域范围过

大，某些地块成交价位于 8%-9%的区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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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成交地块 IRR频率图 

 

四、结论与建议 

1、地价与内部收益率分析 

租赁住宅用地地价的内部收益率（IRR）表

现为多少时，地价才合理？ 

首先，从成交地块中内部收益率（IRR）

表现小于 4%的地块进行分析。四个地块分别

位于长宁区的古北社区、嘉定区的嘉定新城，

杨浦区的新江湾城内。通过查询中指系统中

2018 年 7 月长宁区、嘉定区、杨浦区各板块

租金，依据中指系统对长宁区、嘉定区、杨

浦区的板块划分，古北社区划入虹桥板块内，

嘉定新城划入嘉定主城区板块内，新江湾城

位于新江湾城板块内，四地块所在板块租金

见下表五。

 

表五 

序号 板块 区县 平米租金(元/㎡·月) 

1 虹桥板块 长宁区 99 

2 新江湾城板块 杨浦区 85 

3 嘉定主城区板块 嘉定区 37 

因此古北社区两地块所在的虹桥板块月租

金均值略低于长宁区 7 月的所在区租金均值的

水平。故从所在板块的租金所表现出的地价内部

收益率（IRR），亦应位于小于 4%的区间内。而

嘉定新城所在的嘉定主城区板块 7 月的月租金

均值为 37元/平方米.月，但嘉定区 7月的所在

区租金均值为 43元/平方米.月，因此从板块租

金所表现出的地价内部收益率（IRR）来看,仍处

于小于 3%的区间内。但新江湾城板块的月租金

均值 85元/平方米.月，高于杨浦区 7月所在区

的月租金均值，以板块月租金计算的设定内部收

益率（IRR）下的地价见下表六。 

 

表六                                                                     单位：元/M2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所在板块 

3% 4% 5% 6% 7% 8% 9% 10% 

新江湾板块 11336 9136 7570 6421 5554 4882 4351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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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二中杨浦区新江湾社区 N091104 单元

A3-05地块（新江湾城街道原 D4）地块的实际成

交价 8000元/平方米（楼板价）与表六进行对比，

可见该地块的成交价内部收益率（IRR）位于

4%-5%之间，若以所在板块租金水平来看，该地

块亦位于 4%-7%的 IRR集中区内。采用插值法计

算后，IRR估算为 4.73%，大于现行的一年期贷

款利率。 

其次，从成交地块中内部收益率（IRR）

表现大于 7%的地块进行分析。三个地块为静安

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02-16-A地块、浦东新区 16号线周浦站周边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05 地块、浦东新区 16

号线周浦站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01地

块。通过查询中指系统中所在板块的月租金水

平见下表七。 

 

表七 

序号 板块 区县 平米租金(元/㎡·月) 

1 彭浦板块 静安区 73 

2 周康板块 浦东新区 45 

从上表可知，三地块所在板块的月租金均

值均低于所在区的月租金均值。以板块月租金

计算的设定内部收益率（IRR）下的地价见下

表八。 

 

表八                                                                      单位：元/M2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IRR 
所在板块 

3% 4% 5% 6% 7% 8% 9% 10% 

彭浦板块 9732 7844 6499 5512 4768 4192 3736 3367 

周康板块 6002 4837 4007 3399 2940 2585 2303 2076 

将三地块的实际成交价与表八进行对比，静

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02-16-A地块内部收益率（IRR）位于 4%-5%之间，

浦东新区 16号线周浦站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10-05地块与浦东新区 16号线周浦站周边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01 地块的内部收益率

（IRR）亦位于 4%-5%之间。若以所在板块租金

水平来看，三地块均位于 4%-7%的 IRR集中区内。

且通过插值法计算后，估算的 IRR分别为 4.27%，

4.63%，4.62%，三地块中位于周康板块内的两地

块 IRR大于现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而位于彭浦

板块的则略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综上，通过区域平均租金对应的地价分析显

示，IRR 位于 4%-7%内的比例最高，而对于 IRR

偏离 4%-7%区间的地块，结合板块租金进行进一

步的地价分析显示，各区已成交的地价中内部收

益率（IRR）均小于 7%，IRR 位于 4%-7%内的占

比高达 91%，而内部收益率集中在 4%-6%区域内

的地块占比高达 76.5%。 

因此，在现有的租金水平下，租赁住宅项目

的内部收益率（IRR）下限值的合理值理论上应

大于一年期贷款利率。一般地，内部收益率（IRR）

下的地价仅为盈亏平衡时的地价，项目的 IRR

应高于行业基准收益率，若以成交地块的 IRR

密集区作为行业的基准收益率，则 IRR下限值定

在 5%较为合理,理论上内部收益率（IRR）大于

5%的项目均具有可行性，地价亦为项目投资方可

承受地价，且 IRR表现为 5%-7%之间的地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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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现行租金水平下较为合理的地价。 

此外，从已推出成交的各区租赁住宅用地的

地价看，嘉定、长宁两区租赁住宅用地地价偏高，

地价所表现的住宅租金水平偏离目前所在区域

的住宅租赁市场价格水平。 

2、地价承受力分析 

从上表四可以看出，在同一内部收益率

（IRR）条件下，不同区能承受的地价水平不同，

黄浦区能承受的地价最高，崇明区最低，这一规

律亦符合上海的地价级别梯度分布规律。租赁住

宅用地的地价水平与现行的租金水平息息相关，

若在地价房价比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租金上涨的

幅度，与地价上涨的幅度为正相关关系，即租金

价格的涨跌率与地价的涨跌率趋同。租金上涨可

承受地价亦上涨，租金下跌，可承受地价亦下跌，

且幅度保持一致。 

 

图四  IRR与地价关系图 

 

3、建议 

从上述分析过程可以看出，引入内部收益

率的概念来分析租赁住宅用地的地价是有效

的，但本文仅基于国土资厅发[2018]4 号文对

地价计算的要求，未考虑租金的逐年增长对

IRR 与地价的影响，但现实中房地产市场租金

的波动是必然的，上海的住宅租金在未来较长

时间内有明显上涨是大概率事件，而且不同区

域的涨幅会有所不同，因此若采用不增长的租

金来分析实际的投资项目的收益容易得出不客

观的结论，影响合理决策。故笔者认为不考虑

租金增长下的 IRR与地价分析仅适用于按国土

资厅发[2018]4 号文要求的租赁住宅出让地价

的定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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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公 示  

 

关于 2018年第二季度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报告抽查评议结果的公示 

 

    

为了加强对土地评估行业的监管，根据部

《关于改革土地估价人员和机构监督管理方式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237号）精神，2018

年第二季度，我们从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

代理人协会注册的机构中确定 34家机构，组织

专家对其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进行了随机抽查，

现将专家评议结果予以公示（见附表）。 

 

土地利用管理司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2018年第二季度土地评估机构报告抽查评议结果 

序号 估价机构 等级 报告简称 

1 
苏州拓普森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三等 

某市国土局拟出让涉及的旅馆用地出让地

价评估 

2 
湖北方天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 
三等 某中学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价格评估 

3 
河南佳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

公司 
三等 某公司拟抵押贷款涉及的土地价格评估 

4 
湖北联众经纬房地产评估勘测

有限公司 
三等 某商住用地协议出让地价评估 

5 
武汉洪房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 
三等 

某房屋分摊住宅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地价

评估 

6 
湖北日晟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三等 某城镇住宅用地补缴土地价款价格评估 

7 
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

限公司 
三等 

一宗国有建设用地补缴土地出让金价格评

估 

8 
武汉汉信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三等 一宗医卫慈善用地协议出让价格评估 

9 
湖北九洲房地产评估经纪事务

所（普通合伙） 
三等 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地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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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估价机构 等级 报告简称 

10 
湖北国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

公司 
三等 某公司一宗工业用地抵押价格评估 

11 
河南广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

公司 
三等 某公司一宗工业用途用地抵押价值评估 

12 
江苏中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

公司 
三等 

某公司一宗城镇住宅、其他商服用地抵押

价值评估 

13 
湖北天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三等 某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价格评估 

14 
湖北中信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 
三等 一宗地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评估 

15 
武汉阳光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 
三等 某国土局拟出涉及的工业用地价格评估 

16 鄂州国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某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 

17 
湖北华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 
三等 

贰宗居住用地、壹宗商业金融用地出让价

格评估 

18 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三等 
某公司股份制改造所涉及的五宗土地使用

权价值评估 

19 
武汉国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三等 

二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土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价格评估 

20 
宜昌华兴土地评估勘测设计有

限公司 
三等 一宗国有住 

21 
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

公司 
三等 某工矿仓储项目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评估 

22 
湖北置帮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三等 

一宗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价格评

估 

23 
武汉银建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四等 

某公司一宗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评估 

24 武汉仲恒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四等 某公司一宗住宅用地抵押价格评估 

25 
湖北地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 
四等 

某市土地局公开出让一宗工业用地价格评

估 

26 
湖北永信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 
四等 

某房屋分摊的住宅用地补交土地出让金价

格评估 

27 
湖北衡正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四等 

一宗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协议出让价格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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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估价机构 等级 报告简称 

28 
武汉博兴房屋土地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 
四等 某公司所属的商业服务用地抵押价格评估 

29 
河南中财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

公司 
四等 某地块确定土地出让底价项目价格评估 

30 
武汉祥新行勘测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 
四等 某公司拟转让一宗工业用地市场价格评估 

31 
荆门市博通地产咨询评估有限

公司 
四等 

一宗商业、城镇住宅用地挂牌出让价格评

估 

32 河南开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四等 
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土地价

格评估 

33 
武汉开元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四等 

一宗商务金融用地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价格评估 

34 
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 
四等 

一宗住宅用地划拨转出让补交出让金价格

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