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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潮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的通知 

 
潮府〔2010〕4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潮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潮州市人民政府 

〇 〇二 一 年十二月九日 

 

潮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保卫国家安

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拥军优属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自觉履行拥军优属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并作

为其任期目标管理和政绩考核的内容。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以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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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为核心的拥军优属宣传教育，认真组织拥军优属活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应当保障驻军粮油、

水电、燃料、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支持和配合驻军完成军

事训练、战备执勤、军事演习、国防施工、营房建设等任务；支持帮

助高山、海岛、边远地区的驻军做好水、电、道路、交通、通信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副业生产，改善驻军工作和生活条件。应由地方财政

补贴的应按规定支付。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并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智力

拥军和科技拥军活动，帮助驻军开展文化教育和科技培训，协助培养

军地两用人才。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并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军休所、

优抚医院、光荣院建设；扶持优抚对象生产自救。 

第七条 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毁

坏军事设施。 

    地方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可能涉及军事设施的，应

当事前与驻军协商解决。 

第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军队车

辆一律免费通行。公共场所的停车场，军队车辆一律免费停放。 

    第九条  商业网点要设置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优先优惠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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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汽车、火车、轮船客运站和民航售票处应设立现役军人、残疾军

人优先购票窗口。残疾军人享受减收正常票价 50%的优待。 

公园、动物园、文化宫、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游览场所，应准

予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免费入场。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做好优待工作。义务兵服现

役期间，其家庭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优待标准不低于

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有关单位在安排其家庭住房或宅基地时，应将其

计入家庭人口。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做好

军队转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队无军籍职工和

部队随军、随调家属的接收安置工作。 

第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符合政策安

排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部队随军家属和本单位的军属，与其他职工

同等条件下，应当在安排岗位工种、班次等方面给予照顾。在企业兼

并、改制等实行经济性裁员中，在与其他职工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军队退役人员下岗失业后，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发给《再就业

优惠证》，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 

    在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残疾军人，享受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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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所在单位不得因残疾将其

辞退、解聘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第十三条  军人子女及军队转业干部随迁子女入学，属小学的在

驻军驻地和转业安置地就近入学，属初中的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

学区片入学。对在市城区需要跨学区入学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给予照顾解决，各校不得收取择校费或要求赞助。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对

按照政策规定享受定恤定补的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在乡复员军

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由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按照不低于省规定

的标准给予定期抚恤或者定期定量补助。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把抚恤补助经费的支出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建立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抚恤补助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 

    第十六条  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和参战涉核退役人员享受医

疗优惠待遇，具体的优惠待遇，由市民政部门按上级规定执行。移交

地方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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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军队无军籍职工以及军队离退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遗属的

医疗保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加强对处理军队官兵涉

法问题的组织领导，依法保护军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协调和处

理军队官兵及其家属涉法问题，及时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处理军地矛盾或纠纷时，应

当主动沟通协商，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和社会各界应当支持、配合

军队的争创先进活动。对当年被授予荣誉称号、立功受奖或者被评为

“优秀士兵”的义务兵或士官，由应征入伍前户籍所在地的镇人民政

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者基层单位组织人员到其家中走访祝贺，

并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分别为现役军人家属和

烈士遗属张挂“光荣军属”和“光荣之家”牌匾。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定期走访驻军部队和

优抚对象，了解情况，征求对拥军优属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

和完善拥军优属工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每年组织检查拥军优



 潮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1年第 1期 

 — 9 —

属有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对拥军优属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

分级负担。军人抚恤优待经费，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

监督。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收安置部门统一分配的军队转

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和部队随军、随调家属。 

    对拒绝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部队随军家属

任务的单位，由当地人民政府（管委会）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批

评教育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第二十五条  侵犯军人及其家属人身权利，妨碍军人执行勤务以

及破坏军事设施、扰乱军营正常秩序，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潮州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印发《潮州市市区基准地价标准及 



 潮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1年第 1期 

 — 10 — 

 实施办法》的通知 

 

 潮府〔2010〕4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潮州市市区基准地价标准及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潮州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潮州市市区基准地价标准及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规范地产市场交易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广

东省地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基准地价标准及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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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次公布的基准地价适用于潮州市市区建成区、市规划

区定级区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范围详见潮州市市区基准地价图），

面积约95平方公里。 

市城市规划区定级区域范围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参照定级

区域末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具体实施，物价、规划、财

政和税务等部门共同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基准地价是指在城镇建成区和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

用条件下不同区片和区段的土地，按照商业、住宅、工业等用途，分

别评估确定的“七通一平”（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宗地红线外通路、

通水、通排水、通电、通信、通网络、通气）的开发程度条件下，评

估基准日为2010年7月1日，法定最高出让年期（商业用地40年、住宅

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区域平均价格。 

第五条  基准地价由土地取得费、“七通一平”开发费、相关税

费、利息、利润和土地所有权收益等构成。 

第六条  商业、住宅及工业用地的区片价，是以规划建设用地红

线（指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用于项目建设的用地红线，其范围

包括建设小区内的道路、绿化、建筑物、构筑物等所占的土地面积，

不包括负担的城市道路用地面积）内面积为基础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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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地路线价是以临街宽度为8米，进深为16米的临街标准宗

地为基础测定的。商业用地的标准容积率为2.8、住宅用地的标准容

积率为2.2、工业用地标准容积率为1.0。 

第七条 商业用地基准地价采用首层楼面地价作为路线价和区

片价；住宅用地基准地价采用标准容积率下的平均楼面地价作为区片

价；工业用地基准地价采用标准容积率下的平均地面价作为区片价。 

1、区片价：市区建成区和规划区商业用地分为21个区片，住宅

用地分为19个区片，工业用地分为19个区片。 

2、路线价：市区建成区商业用地路线价共设定了73条路线价区

段。 

第八条 基准地价土地用途划分为商业、住宅、工业三类。 

各类用地的具体划分标准为： 

（一）适用商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的用地包括： 

1、批发零售用地：指主要用于商品批发、零售的用地。包括商

场、商店、超市、各类批发（零售）市场，加油站等及其附属的小型

仓库、车间、工场等的用地。 

2、住宿餐饮用地：指主要用于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用地。包

括宾馆、酒店、饭店、旅馆、招待所、度假村、餐厅、酒吧、康乐中

心、夜总会、歌舞厅、俱乐部、游乐园、高尔夫球场、赛车场、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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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 

3、商务金融用地：指企业、服务业等办公用地，以及经营性的

办公场所用地。包括写字楼、商业性办公场所、金融活动场所等用地。 

4、其它商服用地：指上述用地以外的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包括洗车场、洗染店、废旧物资回收站、维修网点、照相馆、理发美

容店、洗浴、火车票飞机票售票大厅、港口码头的客（货）运经营点、

汽车站、火车站等商业服务场所及设施用地。 

（二）适用住宅用地基准地价标准的用地包括： 

住宅用地指用于生活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

括普通住宅、公寓、别墅等用地。其中别墅用地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

标准的150%计算地价。 

（三）适用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的用地包括： 

1、工业用地：指工业生产及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附属设施用

地。包括各类开发区、工业产业转移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与展示

中心等。 

2、采矿用地：指采矿、采石、采砂场、盐田、砖瓦窑等地面生

产用地及尾矿堆放地。 

3、仓储用地：指单独用于物资储备、中转的场所及相应附属设

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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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用地：指以居住为主的住宅与商铺、商业性办公楼、

写字楼等混合的用地。 

1、已建的综合用地基准地价分别按其土地用途划分所属基准地

价的类别，根据所属用途实际占用的建筑面积或建筑物楼层分配情

况，分层次、分用途分别进行计算，最后求和。 

2、未建的综合用地基准地价设定以首层沿街为商铺，其它为住

宅分用途分别进行计算，最后求和。 

（五）其他用地：属经营性质的用地适用住宅用地基准地价标准；

属非经营性质的用地适用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其他用地包括： 

1、办公用地：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广播电

台、电视台、电影厂、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办公

用地；企业厂区外独立的办公楼用地。 

2、教育用地：指各种教育机构，包括大专院校、中专、职业学

校、成人业余教育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党校、行政学

院、干部管理学院、盲聋哑学校、工读学校等直接用于教育的用地。 

3、科研设计用地：指独立的科学研究、勘测设计、观察测试、科

技信息和科技咨询等用地。 

4、文体用地：指独立的文化、体育设施用地，包括图书馆、博

物馆、科技馆、展览馆、纪念馆、电影院、影剧院、剧场、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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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场、文化宫、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体育场馆、体育训练基

地等用地。 

5、医疗卫生用地：指独立的综合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卫生防疫

站、专科防治所、检验中心、急救中心、血库、休养所和疗养院等用

地。 

6、港口码头用地：指用于人工修建的客运、货运、捕捞及工作

船舶停靠的场所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用地，不包括常水位以下部分。 

7、风景名胜设施用地：指风景名胜（包括名胜古迹、旅游景点、

革命遗址等）景点及管理机构的建筑用地，不包括景区内的其它用地。 

未列入上述范围的其他用地，可参照相关或相近用地的用途类别

判定。 

第九条 基准地价应用于具体宗地地价计算时，必须根据估价时

点和宗地的具体条件利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体系进行修正。 

应用商业用地路线价计算具体宗地地价时，要进行临街深度、宽

度、楼层、临街类型、使用年期、其它个别因素、期日等修正。 

应用商业用地区片价计算具体宗地地价时，要进行区域因素和楼

层、使用年期、开发程度、其它个别因素及期日修正。 

应用住宅用地区片价计算具体宗地地价时，要进行区域因素和容

积率、景观条件、使用年期、开发程度、其它个别因素及期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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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业用地区片价计算具体宗地地价时，要进行区域因素和使

用年期、开发程度、其它个别因素及期日修正。 

第十条  商业用地路线价和商业用地区片价中，7层以上（含7

层）的商业用地按所在住宅用地的区片价计算；在住宅用地区片价容

积率修正中，容积率小于2.2时按2.2修正，大于4.5时按4.5修正；工

业用地不进行容积率修正。 

第十一条 利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体系法计算宗地价格时，要按

照市城乡规划局确定的土地用途和规划条件进行计算。 

1、对于规划条件中的容积率，如果仅确定了容积率上限，则按照

容积率上限核定宗地容积率；如果确定了容积率上限和下限，已建的

按照实际容积率核定宗地容积率，未建成的按照容积率上限核定宗地

容积率。 

2、对于已领取土地证但没有规划条件，已建的按照实建面积计容

积率，实际容积率未满2.2的按2.2计，超过4.5按照实际容积率核定宗

地容积率；未建的须到市城乡规划局申请批准规划条件。 

第十二条 本基准地价标准实施之日起，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流

转的相关税费以宗地的出让地价（即成交价）计征，当出让地价（即

成交价）低于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时，以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

价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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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补办出让手

续的，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后，补交地价款。 

第十四条  补交地价款按市场评估价与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价

格差值计收，即：补交地价款＝市场评估的宗地地价－划拨国有土地

使用权价格。 

第十五条  当市场评估的宗地地价低于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

时，补交地价款按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与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价

格差值计收，即：补交地价款=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划拨国有土

地使用权价格。 

第十六条 在我市的土地增值收益率未确定及公布前，补交地价

款按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的40%计收（属市区祖遗住宅或“城中

村”已登记为国有土地的住宅用地按20%收取，属“三旧”改造范围

的，按“三旧”改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已购公有住房、房改房、解困房、安居房或经济适用

房上市交易时，应依照《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

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财综字〔1999〕113号）补交地

价款，补交的地价款按基准地价修订的宗地地价的10%计收。 

第十八条 基准地价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的经济

发展状况和产业政策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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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原《潮州市城市规划区基准地价标准及实施办法》（潮府

〔2006〕2号）同时废止。 

 

附件：1、表1 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路线价表 

    2、表2 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区片价表 

     3、表3 潮州市市区住宅用地区片价表 

    4、表4 潮州市市区工业用地区片价表 

 
表 1  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路线价表（首层楼面地价）       单

位：元/M
2 

 

编号 路段名 路段迄至 路线价 

L01 新桥东路 东至环城西路，西至永护路 21851 

L02 新桥西路 西至新东路，东至永护路 18174 

L03 永护路 1  南至新桥东路，北至潮枫路 14104 

L04 新桥西路-枫春路 西至新春路，东至新东路 13071 

L05 西河路 东至西园路，西至永护路 12038 

L06 新洋路 1 南至枫春路，北至潮枫路 11582 

L07 环城西路 1 南至城新路，北至西河路 9550 

L08 西园路 东至西河路，西至西荣路 9185 

L09 绿榕路 1 东至西荣路，西至新洋路 9106 

L10 潮枫路 1 东至永护路，西至潮州大道 8903 

L11 新洋路 2 南至潮枫路，北至绿榕路 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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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路段名 路段迄至 路线价 

L12 枫春南路 1 南至城新西路，北至枫春路 8628 

L13 西荣路 南至西河路，北至北景路 8498 

L14 永护路 2 南至城新路，北至新桥东路 8372 

L15 新安街 南至新桥西路，北至潮枫路 8250 

L16 城新路 东至环城西路，西至枫春南路 8133 

L17 西新路 南至城新路，北至新桥东路 8021 

L18 开元路 东至太平路，西至环城西路 7913 

L19 城新西路 南至潮州大道，北至枫春南路 7809 

L20 环城南路 南至环城东路，北至环城西路 7710 

L21 潮枫路 2 南至潮汕路，北至潮州大道 7616 

L22 枫春路 东至潮州大道，西至新风路 7526 

L23 彩虹东路 南至福安路，北至枫春路 7440 

L24 奎元路 南至福安路，北至枫春路 7359 

L25 太平路 南至环城南路，北至中山路 7283 

L26 枫春南路 2 南至南春中学路口，北至城新西路 7211 

L27 南较路 1 南至南兴路，北至城新路 7143 

L28 春荣路 东至北景路，西至新洋路 7034 

L29 新春路 1 南至福安路，北至枫春路 6818 

L30 新春路 2 南至南较西路，北至福安路 6620 

L31 福安路 2 东至新春路，西至潮州大道 6440 

L32 吉春路-吉怡路 南至枫春路，北至吉怡路 6287 

L33 福安路 3 东至潮州大道，西至彩虹路 6188 

L34 潮州大道 2 南至城新西路，北至绿榕路 6165 

L35 潮州大道 1 南至南堤路，北至城新西路 6005 

L36 环城西路 2 南至西园路，北至环城北路 5851 

L37 绿榕路 2 东至新洋路，西至星河城 5703 

L38 新洋路 3 南至绿榕路，北至春荣路 5562 

L39 环城北路 东至环城东路，西至环城西路 5427 

L40 吉利路 南至城西路，北至新桥西路 5298 

L41 电信路 南至潮枫路，北至绿榕路 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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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路段名 路段迄至 路线价 

L42 北景路 东至金山大桥，西至西荣路 5060 

L43 西新南路 南至枫春南路，北至城新路 4950 

L44 南较路 2 东至南兴路，西至枫春南路 4847 

L45 南较西路 东至枫春南路，西至潮州大道 4749 

L46 福安路 1 东至枫春南路，西至新春路 4658 

L47 西马路 东至太平路，西至环城西路 4574 

L48 新东路 南至新桥西路，北至潮枫路 4496 

L49 中山路 东至环城东路，西至环城西路 4424 

L50 永安路 新洋路至东西向十字路口 4358 

L51 泰安路 1 东至新洋路，西至潮州大道 4298 

L52 泰安路 2 南至新风路，北至潮州大道 4245 

L53 绿榕路 3 东至星河城，西至潮州大道 4199 

L54 潮州大道 3 南至绿榕路，北至外环北路 4158 

L55 北马路 南至中山路，北至环城北路 4050 

L56 瓷兴路 1 东至潮枫路，西至凤新西路 4331 

L57 新风路 1 东至枫春路，西至银槐西路 3899 

L58 瓷兴路 2 东至凤新西路，西至估价边界 3539 

L59 新风路 2 东至银槐西路，西至估价边界 3233 

L60 潮汕路 1 南至银槐南路，北至潮枫路 2981 

L61 潮汕路 2 南至如意路，北至银槐南路 2837 

L62 池湖路 南至南堤路，北至潮汕路 2790 

L63 卧石路 南至神奇果园，北至东山路 5310 

L64 东兴北路-东兴南路 南至绵德中学，北至湘子桥以北 470米 3690 

L65 东湖西路 南至卧石路，北至绵德中学入口 3548 

L66 意东一路 2 南至上津路，北至东郊路 3412 

L67 北溪路 南至后沟埔，北至韩江大桥以北 340米处 3282 

L68 东山路 1 东至卧石路，西至韩江大桥头 3159 

L69 东山路 2 南至卧石路，北至金马大道 3042 

L70 意东一路 1 南至东郊路，北至意南路 2931 

L71 意东一路 3 南至下津路，北至上津路 2827 

L72 凤东路 东至意东三路，西至东兴北路沿江处 2729 

L73 东山路 3 东至汕汾高速入口，南至金马大道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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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路线价区段的空间准确表达详见《潮州

市市区基准地价商业用地路线价图》，如果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路线价

表中的路段名和路段迄至与路线价图有歧异或不准确时，以路线价图

为准。 

 

  表 2  潮州市市区商业用地区片价表（首层楼面地价） 

 
编号 区片范围 区片价（元/M2） 

S01 
东至环城西路，南至城新路、城新西路，西至枫春南路、新洋路、东

旺街，北至绿榕北路、西园路。 
3388 

S02 

东至东旺街、新洋路、枫春南路，南至城新西路，西至彩虹东路以西

320米处路段、潮枫路西北方向 210米处沿线、潮州大道以西 270米

处沿线，北至绿榕北路。 

2883 

S03 
东至韩江边，南至环城北路、环城西路、西园路、绿榕北路，西至北

站四路，北至八一路、北景路以北 360米沿线至江边。 
2720 

S04 
东至环城南路，南至南堤路，西至潮州大道以西 250米沿线，北至城

新西路、城新路。 
2560 

S05 东至环城东路，南至环城南路，西至环城西路，北至环城北路。 2432 

S06 
东至潮州大道以西 160米处路段沿线、潮枫路西北方向 210米处沿线，

南至新风路，西至评估边界，北至银槐西路。 
1773 

S07 
东至北站四路，南至绿榕北路，西至潮州大道以西 160米处路段、兴

利路，北至外环北路。 
2037 

S08 东至池湖路，南至南较西路，银槐南路，西至银槐南路，北至新风路。 1706 

S09 
东至银槐西路、银槐南路，南至吉祥路、宾榴路，西至评估边界，北

至评估边界。 
1428 

S10 
东至南堤路，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宾榴路、站前一路、

银槐南路。 
1302 

S11 
东至东山路、卧石路，南至北溪路，西至东兴南路、东兴北路，北至

凤东路。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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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东至意东二路，南至上津路，西至韩江边，北至意南路。 1255 

S13 
东至潮州大道以西 250米沿线，南至韩江边，西至凤塘大道、南较西

路、池湖路 
1940 

S14 
东至砚峰路，南至仙山路，西至仙田路、卧石路、金马大道、东山路，

北至凤东路以北 650米处沿线。 
1360 

S15 
东至仙田路，南至仙山路、评估边界，西至韩江边、宝塔路，北至北

溪路。 
1175 

S16 
东至韩江边，南至北景路以北 360米处沿线、八一路，西至北站四路，

北至银槐西路。 
1855 

S17 凤凰岛 1649 

S18 
东至韩江边，南至银槐西路、外环北路、兴利街、评估边界，西至评

估边界，北至评估边界。 
1506 

S19 东至评估边界，南至评估边界，西至砚峰路，北至汕汾高速引道。 1219 

S20 
东至北山路以南山体沿线、意东三路以东山体沿线、南至东山路、凤

东路、东兴北路，西至韩江边、意东二路，北至评估边界。 
1195 

S21 东至砚峰路，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仙山路，北至仙山路。 1183 

说明：潮州市市区商业区片范围的空间准确表达详见《潮州市市区基

准地价商业用地区片价图》，如果上述描述与区片价图有歧异，以区片

价图为准。 

 

表3  潮州市市区住宅用地区片价表（标准容积率为2.2） 

 

区片价 

编号 区片范围 楼面地价 

（元/m2） 

地面价 

（万元/亩） 

Z01 

东至北站四路，永安路、永春北路、潮枫路、光明街、吉怡路、吉春

路、福安路、新春路，南至南较西路，西至池湖路、泰安路、潮州大

道以西 270米处路段，北至凤新东路、凤新西路。 

1260 185  

Z02 
东至西园路、环城西路、城新路、南较路、南较西路，西至新春路、

福安路、吉春路、吉怡路、光明街、永春北路，北至永安路、西荣路。 
118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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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3 
东至韩江边，南至环城北路、环城西路、西园路、永安路，西至北站

四路，北至八一路、北景路以北 360米沿线。 
1080 158  

Z04 
东至城西路、环城南路，南至南堤路，西至潮州大道，北至南较西路、

南较路。 
1010 148  

Z05 东至环城东路，南至环城南路，西至环城西路，北至环城北路。 980 144  

Z06 
东至韩江边，南至北景路以北 360米沿线、八一路、凤新东路，西至

凤新东路潮州大道以西 210米处路段，北至银槐西路。 
950 139  

Z07 
东至潮州大道以西 270米处路段、泰安路、池湖路，南至南较西路，

银槐南路，西至银槐南路、银槐西路。 
920 135  

Z08 东至潮州大道，南至韩江边，北至南较西路。 980 144  

Z09 
东至东山路、金马大道、卧石路，南至北溪路，西至东兴南路、东兴

北路，北至凤东路。 
730 107  

Z10 
东至银槐西路、银槐南路，南至潮汕路、宾榴路，西至评估边界，北

至评估边界。 
650 95  

Z11 凤凰岛 750 110  

Z12 
东至韩江边，南至银槐西路、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评估边

界。 
690 101  

Z13 
东至南堤路，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宾榴路、吉祥路、

潮汕路、银槐南路。 
600 88  

Z14 东至意东二路，南至凤东路，西至韩江边，北至意中路。 600 88  

Z15 东至砚峰路，南至仙山路，西至仙田路，北至凤东路。 620 91  

Z16 南至评估边界，南外环路，西至砚峰路，北至汕汾高速引道。 540 79  

Z17 东至仙田路，南至仙山路，西至韩江边，北至北溪路。 420 62  

Z18 
东至评估边界，南至北山路、凤东路，西至意东二路、意中路、韩江

边，北至评估边界。 
480 70  

Z19 东至砚峰路，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仙山路。 440 65  

说明：潮州市市区住宅区片范围的空间准确表达详见《潮州市市区基

准地价住宅用地区片价图》，如果上述描述与区片价图有歧异，以区片

价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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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潮州市市区工业用地区片价表（地面价，标准容积率为1.0） 

 

区片价 
编号 区片范围 

（元/m2） （万元/亩） 

G01 

东至环城西路，南至城新路、城新西路，西至池湖路、彩虹路以西 340

米处路段、彩虹路、泰安路、潮州大道以西 280米处路段，北至绿榕

北路。 

720 48 

G02 
东至环城东路，南至环城南路，西至环城西路，北至环城西路、环城

北路。 

690 46 

G03 
东至韩江边，南至环城北路、环城西路、西园路、绿榕北路，西至新

洋路以西 440米处沿线，北至八一路、北景路以北 360米沿线。 
600 40 

G04 
东至潮州大道以西 150米处路段、泰安路、彩虹路，南至新风路，西

至银槐西路。 
570 38 

G05 
东至彩虹东路以西 350米处沿线、池湖路，南至南较西路、银槐南路，

西至银槐南路，北至新风路。 
525 35 

G06 
东至潮州大道以西 160米处路段沿线、潮枫路西北方向 210米处沿线，

南至新风路，西至评估边界，北至银槐西路。 
630 42 

G07 东至银槐西路，南至宾榴路，西至评估边界，北至评估边界。 540 36 

G08 东至韩江边，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宾榴路、站前一路。 480 32 

G09 
东至东山路、金马大道、卧石路，南至北溪路，西至东兴南路、东兴

北路，北至凤东路。 
600 40 

G10 
东至新洋路，南至绿榕北路，西至潮州大道以西 250米处路段、兴利

路，北至外环北路。 
615 41 

G11 凤凰岛 600 40 

G12 
东至砚峰路，南至仙山路，西至仙田路、卧石路、东山路，北至凤东

路以北 650米处路段。 
420 28 

G13 东至韩江边，南至外环北路、兴利路，西至评估边界，北至评估边界。 585 39 

G14 东至韩江边，南至八一路，西至新洋路，北至外环北路。 480 32 

G15 东至意东二路、南至凤东路、东兴北路，西至韩江边，北至意北路。 450 30 

G16 东至评估边界，南至评估边界，西至砚峰路，北至汕汾高速引道。 315 21 

G17 东至仙田路，南至仙山路、评估边界，西至韩江边，北至北溪路。 315 21 

G18 东至砚峰路，南至评估边界，西至评估边界，北至仙山路。 3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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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9 
东至评估边界，南至北山路、凤东路，西至意东二路、意北路，北至

评估边界。 
360 24 

说明：潮州市市区工业区片范围的空间准确表达详见《潮州市市区

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区片价图》，如果上述描述与区片价图有歧异，以区

片价图为准。 

 

印发《潮州市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 

 

潮府〔2010〕4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潮州市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潮州市人民政府 

〇 〇二 一 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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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障

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实施，促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

例》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指市人民政府对县、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属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市

属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统称“市属行政执法主

体”），以及市属行政执法主体对其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

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检验、评价和奖惩的一种监督制度。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对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属行政执

法主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情况进行评议考核适用本办法。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根据本办法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对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执法评议

考核。 

市属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行政执法评

议考核办法，对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执法评议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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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对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属行

政执法主体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并负责对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

执法评议考核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市属行政执法主体负责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

执法评议考核工作。 

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由其上级部门进行评议考核，并充分听取

同级人民政府的评议意见。 

第五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由市推行行政执法责

任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法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察、编办等部门组成，作为市行政执法评议

考核机构，负责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具体工作。评议考核工作可邀请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构的成员,在对本单位进行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时，应当实行回避。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对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进行行政执法

评议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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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情况； 

  （四）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情况； 

  （五）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 

  （六）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的情况； 

  （七）规范性文件制定、备案审查和清理情况； 

  （八）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情况； 

（九）完善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报告制度的情况； 

（十）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情况； 

  （十一）其他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内容。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对市属行政执法主体进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 

  （二）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 

  （三）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 

  （四）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五）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 

  （六）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七）行政执法案卷的质量情况； 

  （八）行政执法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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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落实情况； 

  （十）规范性文件制定、备案审查和清理情况； 

（十一） 依法细化和量化本部门行政执法的裁量标准及公开情

况； 

（十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情况； 

（十三）其他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内容。 

  第九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实行年度考核制度。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于每年年初组织对所属行政执法部

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上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进行评议考核。市属行政

执法主体应于每年年初组织对所属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上年

度行政执法情况进行评议考核。 

上述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情况应形成书面报告，于每年 2月 15日前

上报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于每年年底前制订本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方案，确定当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具体对象、内容、方法和评

分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方案，由市推行行政执法

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应与考核对象的目标考核、岗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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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考核相结合，共享考核资源，避免重复考核影响正常执法活动。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听取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汇报； 

  （二）检查有关制度建立的文件、资料； 

  （三）查阅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备案和执行情况； 

（四）检查行政执法行为，评查行政执法案卷； 

（五）召开座谈会、设立公众意见箱、发放行政执法评议卡，检

查行政执法行为被投诉及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六）向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及有关监督机关了解具体行政

行为被认定违法、变更、撤销等情形的案件数量以及有关情况。 

（七）考核机关确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成绩作为市人民政府评价县、区人

民政府（管委会），市属行政执法主体及有关责任人员、行政执法人员

年度工作的一项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实行百分制，根据当年行政执法评

议考核标准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 

  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中，对被评为优秀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和市属行政执法主体，由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中，对于被评为不合格的县、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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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委会）和市属行政执法主体，由市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

令限期整改，并取消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本年度的评

优资格；连续两年被评为不合格的单位，按规定程序追究其行政主要

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的行政执法责任。 

  第十四条 评议考核机构应当将评议考核结果书面通知被考核对

象。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属行政执法主体对评议考核结果

有异议的，可自收到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之日起 15日内向市人民政

府提出书面申诉，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复查，并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将复查结果书面通知申诉单位。 

  第十五条 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中，发现行政执法主体和行

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不依法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潮州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及公务员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责任；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监察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由市人民政府在评议考核工作

结束后 30日内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潮州市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1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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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潮州市环境保护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潮机编[2010]1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潮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潮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 

 
 

 

 

潮州市环境保护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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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潮州市委、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人民政

府机构改革方案〉和〈潮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的通

知》（潮发〔2009〕19 号），设立潮州市环境保护局，为市人民政府主

管全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工作部门。 

一、职责调整 

取消和调整已由市人民政府公布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

项。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关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起草本市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并经批准后监督实施；拟订环

境保护规划和计划；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审核城市总体规划中

的环境保护内容。 

（二）监督管理大气、水体、土壤、噪声、固体废物、有毒化

学品以及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工作；负责辐射环境监督管理；调查

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协调解决环境污染纠纷；

负责环境监察和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三）组织编制环境保护任期目标和任务，检查、指导、协调

各县和有关行业环境保护责任目标；牵头实施全市污染减排目标、

总量减排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督查、督办、核查各县污染物减排

任务的完成情况；组织实施本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及其定量考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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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四）受市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

大经济开发计划组织环境影响评价；监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制度的实施；按管理权限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组织和监督排污总量控制、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

污染限期治理、污染集中控制和达标排放等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 

（六）组织、检查、指导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会同有

关部门管理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七）监督管理本市自然环境保护，统筹规划本市的自然保护

区；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活动；指导、协调和监督全

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示范区建设。 

（八）组织推广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和技术示范工程；协助

办理环保资质认可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认证；指导和推动环

保产业发展。 

（九）负责环境监测、统计、信息管理工作；组织建设和管理

本市环境监测网和信息网；组织编报环境质量报告书；发布环境状

况公报。 

（十）组织指导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环境科学和法律

知识；组织在职人员业务培训；指导中小学环境知识教育。 

（十一）接待、受理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承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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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办理市人大、政协有关环境

保护的建议、提案。 

（十二）直接统一监督管理市区环境保护工作；对各县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归口管理环

境保护项目利用外资工作；组织环境保护的对内对外交流与合作。 

（十三）管理属下事业单位。 

（十四）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环境保护局设 6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组织协调机关日常工作；承担文电处理、秘书事务、机关财务、

保卫、保密、档案、政务公开、信访、督查督办等工作；负责综合性

会议的组织工作和综合性材料的起草工作；编报政务信息专报；负责

机关和指导属下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资产管理、

培训、计划生育、党群、纪检、监察和离退休人员服务等工作；会同

有关部门管理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归口管理环境保护项目利用外

资工作。  

（二）环境规划科（加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科牌子） 

拟订并组织实施市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负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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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考核、环境保护责任制考核工作；编制、监督实施环境保护任期

目标和任务，指导、协调各县和有关行业的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拟

订全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全市污染

减排目标，承担总量减排的督查、督办、核查及考核工作；指导环境

监测、信息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环境统计，组织编报发布环境状况公

报；组织协调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组织推广环境保护技术

成果和技术示范工程；承担环境保护资质认可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标志认证等工作；指导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三）污染防治科（加挂辐射环境管理科牌子） 

负责对全市的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放射源、

电磁辐射、有毒化学品以及机动车等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负责编制和组织实施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放射

源、电磁辐射、有毒化学品以及机动车等环境保护专项规划；负责

大气、水、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定和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大气、水、

噪声、固体废物等排污许可证、污染源限期治理和达标排放等环境

管理制度。 

（四）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 

负责本市权限内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核和“三同

时”竣工验收审核工作；组织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及

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查；负责本市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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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单位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市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五）法制宣传科 

起草本市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参与重大环境问题的调研；

组织环境保护执法检查；负责行政处罚的审核，承担行政复议、听证

和应诉工作；承办有关的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宣

传教育工作，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组织环境保护新闻发布，

协调重要环境新闻采访报道，收集、分析环境舆情动态和网络环境

信息；组织绿色创建活动；组织环境保护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六）环境监察科（加挂潮州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牌子） 

负责指导、监督、协调下级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负责

联系湘桥区、枫溪区环境保护工作，依法对辖区内排污单位执行有

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负责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以及信访案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对建

设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情况、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情况以及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治理任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

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负责排污申报核定和排污费的征收工作。 

四、人员编制 

市环境保护局机关行政编制 16 名，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24 名。其

中：局长１名、副局长 2名；正副科级领导职数 11名。环境监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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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可由副处级干部担任。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数 4名。 

五、附则 

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市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