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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试点

土地出让金划归税务部门征收

近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

行联合发布通知称，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

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自然资源部

（本级）按照规定负责征收的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同步划转税务部

门征收。

通知称，自2021年7月1日起，选择在河北、内

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以省（区、市）为

单位开展征管职责划转试点，探索完善征缴流程、

职责分工等，为全面推开划转工作积累经验。暂

未开展征管划转试点地区要积极做好四项政府非

税收入征收划转准备工作，自2022年1月1日起全

面实施征管划转工作。根据通知，四项政府非税

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后，以前年度和今后形

成的应缴未缴收入以及按规定分期缴纳的收入，

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做

好相关信息传递和材料交接工作。税务部门应当

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收

入征管工作，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

长三角地区8城

试点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

近日，长三角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服务在长

三角“一网通办”网络平台上线，在上海、南京、合

肥、苏州、无锡、嘉兴、衢州、芜湖8个试点城市缴存

住房公积金并打算购房人士，符合公积金缴存地

提取条件的，不论购房地与缴存地是否为同一城

市，均可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在线申请购

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据悉，通过跨区域数据共享、业务流程再造，8
个试点城市实现异地购房提取零材料、多地联办

实时审，具有“零跑动、零材料、零等候”3个特点。

长三角“一网通办”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服务，为

相关区域内的购房公积金提取增加了一种全新的

办理渠道，但并不改变试点城市异地购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政策规定。下一步，三省一市将根据

试点情况和各地接入条件，逐步覆盖区域内更多

城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冠山管理处金牛社区充

分调度和发挥群众的自治能力，以旧城改造为契

机，群策群力，创造美好生活环境。自 2018 年以

来共拆除违章搭建 1133 处，面积共计 12154 平方

米，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额达 4145.1 万元。经过

提升改造后的小区，道路拓宽平整了，停车充电方

便了，安全隐患消除了，邻里关系更加融洽了，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金牛社区一道新的亮丽风

景线。 （戴 晶 文/图）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萍乡

安源区凤凰街由8个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牵头，依

托社区企业商户、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多方力

量，打造一支精细化廉情收集员管理队伍。廉情

收集员通过开展庭院夜话、流动接访、入户走访等

活动，每月按区域进行一次监督大排查，让监督工

作深入群众生活，真正打通监督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图为近日在花园社区庭院接访。

（刘艳玲 严 洁 文/图）

动 态

九望绿地21城即将首开

位于南昌城西门户的“九望新城”，受
区位相邻影响将有力辐射西面的“丰樟
高”等县市百万人口，承载着大南昌城市
西进及城西门户崛起的功能。2020 年 4
月，南昌市委对新建区提出要求，强产兴
城、产城融合，奋力打造现代产业新城新
区；2020年 8月，《南昌市望城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正式启动修编，9月份修编后规
划正式公示，明确了九望新城范围以及功
能定位。九望新城规划面积约 15平方公
里、约 20万人口，是南昌市未来重点打造
的 5大片区之一，南昌“西进”战略的主要
阵地，被赋予“城西门户，科创新都”的美
好愿景。在此背景下，新建区举全力加快
九望新城的建设，制订“半年有起色，一年

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规划，意在把
九望新城打造成未来南昌产城融合的标
杆之城。

2020年 11月 15日，善于产业运营、造
城造心的绿地集团投入 120 亿元强势布
局，将旗下第13座、江西首座全球贸易港，
落址九望新城中心，旨在发挥城市“核聚”
效应，助力江西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
国、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首发
地，实现“不出南昌，买全球，卖全球”，是
省会南昌发展“双循环经济”产业新高地。

九望绿地21城集全球贸易港、全龄优
质教育、总部办公、双塔地标、绿地铂瑞酒
店、缤纷商业、潮流街区、健康人居、百变
公馆“九位一体”，涵盖吃、穿、住、行、医、
康、养、学、游等全生活功能的 180万平方
米全配套国际大城。项目自落地以来，备
受市场关注。

据悉，该板块目前已与南昌市二十八
中教育集团初步达成意向合作，将建设60
个班九年一贯制的二十八中九望新城校
区。与此同时，该板块还将引进集教学、
科研、医院一体的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截至目前，绿地21城项目售楼中心及样板
间示范区对外开放，其将首开 89平方米、
102平方米及126平方米三至四房住宅，毛
坯交房。

新建板块同时还有纯新盘新力祥云
中心首开，以及市政绿城桂语江南、金科
世茂绿都观澜府、东投华章欣悦府等多盘
加推。

九龙湖最热项目保利大剧
院也将上市

2020 年 10 月，保利地产斥资 10.42 亿
元，拿下九龙湖近 300亩地块。根据拿地

要求，土地受让人须配建一座现代化大剧
院，大剧院及配套工程的建设成本(不含土

地成本)不低于 9 亿元。配建大剧院总建

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约

3.5万平方米，包含两个剧场，大剧场不低

于1600座席，小剧场不低于200座席，以最

终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传闻多年的南

昌保利大剧院，正式落地。

2003年10月，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隶属于中国保利集团）就正式成立，

经过17余年的发展，如今的保利剧院公司

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剧院管理和演出运营

集团。在全国 22个省份 62座城市经营管

理剧院 70 余家，拥有观众厅超过 130 个，

座位超过 13 万个，共上演剧目 6 万余场，

接待观众总数超过6000万人。按要求，南

昌保利大剧院每年将组织演出场次不少

于 120场，以上演出场次中不少于 30场的

演出为国内外国家级团体演出，或国内直

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等省部级以上

演出，或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演出。

从早期的融创乐园到国际博览中心

再到近期的九龙湖公园与喷泉广场，九龙

湖新城俨然已经成为南昌打造文化旅游

事业的高地，保利大剧院的到来，作为集

大剧院、商业、办公、住宅为一体的综合性

项目，它的落位无疑将推动区域文旅品质

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新地标保利文化艺术城的住宅

——保利天珺备受市民关注，项目位于九

龙湖九龙大道与南龙蟠街交叉路口往西

约 150米。据悉，其营销中心上周已对外
开放，项目由 42栋住宅组成，其中 34栋洋
房、8栋高层，主力产品为 98平方米至 165
平方米三至四房。目前，项目已领取首批
6栋住宅预售，2栋为小高层，4栋为洋房，
共350套房源入市，预计6月首开。

其他各板块多个热盘新开

久未出新的红谷滩板块，也在6月迎来
新增供应量。6月5日，联泰万悦汇时代中
心迎来开盘。该项目是联奏地产在红角洲
核心地段开发打造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内
含两栋超高层公寓建筑，项目地理位置优
越，生活配套完善，交通便利。此次推出宜
商宜住宜投资的LOFT，建筑面积 40平方
米至58平方米。青山湖区纯新盘招商金茂
正荣依云上城，也在同一天首次推出两栋
建筑面积 89 平方米至 113 平方米的小高
层，均价14500元/平方米，装修交付。

6月，在金科集美阳光、南昌旭辉中心
原有项目加推之外，经开区也有纯新盘中
海云麓里全新上市。该项目位于经开区
青岚大道与农机路交会处，总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共有12栋93平方米至145平

方米的三房和四房高层住宅。项目致力

打造 5G智慧住区，拥有 5G入户、5G云端

对讲，5G贩卖机、5G可自由拓展空间、全

小区无钥匙进入等智能设备，此外中海云

麓里以人体工程学为参考依据，从入户、

玄关、餐厨、卫浴、客厅、卧室等，承袭中海

六大装修体系。社区自带约1万平方米商
业街区，打造社区邻里商业空间等六大主
题广场，含美食餐饮、生活零售、生活服务
等丰富业态。

从区域上看，6月新建区为开盘主力，
有6盘预计推新；其次为南昌县，包括纯新
盘龙湖景粼天著、江铃新力铂萃中央在
内，预计 5 盘推新；紧随其后的是青云谱
区、红谷滩区、青山湖区、经开区各 3盘预
计开盘加推；此外，高新区有1盘推新。业
内人士指出，房地产市场调控之下，南昌
房价保持稳定，为此，当前市场供应量加
大之际，或是购房者选房好时机。

6月4日，备受瞩目的中粮·建
发·祥云悦府数字炫影营销中心如
约开放。当天，中粮·建发·祥云悦
府数字炫影营销中心人潮涌动，数
百位嘉宾聚首在此，共同见证中
粮·建发·祥云悦府的首次亮相。

2019 年，南昌市自然资源局
对朝阳新城中央公园95.31亩地块
进行控规调整，调整主要包括用
地性质、地块合并、容积率及建设
规模等内容。控规公示上明确说
明，这里将引进大型商业综合体

项目。2020年大悦城正式落户南
昌朝阳新城中央公园地块。

众所周知，大悦城是国内商
业地产中的翘楚，其品牌号召力
强及项目租金收入高，且旗下多
个项目在国内租金收入排行榜中
名列前茅。大悦城旗下两个“店
王”项目非北京西单大悦城、北京
朝阳大悦城莫属。2019 年，西单
大悦城年租金收入为 7.02 亿元，
北京朝阳大悦城6.71亿元。

大悦城此次入局南昌，除了

商业以外，还联合建发国际，以
双世界 500 强和双首入南昌的角
色，为朝阳新城带来了一座人居
精 品 —— 中 粮·建 发·祥 云 悦
府。项目地处朝阳新城抚生南
路与九洲大街交界处以北，近地
铁 4 号线云天站，快速接驳城市
一环线、沿江快速路、九洲高架、
朝 阳 大 桥 、象 湖 隧 道 ，通 达 全
城。项目整体建筑面积超 70 万
平方米，呈现了一座集 12.5 万平
方米大型商业项目、超 200 米超
高层办公楼、高端服务型公寓、
精 装 住 宅 等 为 一 体 的 城 市 大
作。其中住宅为带装修交付，共
1304 户。业内普遍预测，它将是
南昌楼市继华润万象城之后，又
一现象级楼盘。

活动现场，开发企业还特别
设置了幸运抽奖环节，充分调动
现场氛围，其中最为瞩目的，要数
一等奖大悦城暑期免费双人趣享
之旅。据悉，该项目后续还有多
项幸运抽奖活动，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持续关注中粮·建发·祥云悦
府项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凤 玲 文/图）

6月3日，新鸥鹏教育城（镇）100城
战略集中签约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
在400余位嘉宾和媒体的见证下，新鸥
鹏集团与济南、南昌、枣庄、上海、杭州、
莱阳、成都、重庆、西安等多个城市签署
20份合作协议。

今年3月27日，新鸥鹏在北京举行
了新鸥鹏教育城(镇) 100城战略发布会，
本次集中签约活动是100城战略发布的
延续与升华，标志着在四川、重庆、天津、
山东、广西、浙江、云南、江西、河南等已落
地项目的基础上，踏上了在全球范围拓展

100个新鸥鹏教育城(镇)的全新征程。
在现场，新鸥鹏回顾了新鸥鹏教育

城(镇)在全国的落地实践，展现了公司
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不断探
索。作为新鸥鹏教育城(镇)的精品项
目——四川德阳新鸥鹏教育小镇、浙江
杭州新鸥鹏教育城、广西北海新鸥鹏教
育城、重庆江北嘴新鸥鹏教育城、天津
新鸥鹏教育城、云南楚雄新鸥鹏教育小
镇、重庆巴南新鸥鹏教育城（中国云教
育产业园）7大项目，在发布会做了重
点展示，并举行了以“教育城市共生”为

主题的高端访谈，共同探讨新鸥鹏产城
融合的发展之路。

新鸥鹏具有领先全国的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培训教育、国际教育、在线教
育，教育形式多样，在教育规模方面，目
前已发展出 2所大学, 21所中小学，31
所幼儿园，是中国最大的 K12 教育集
团，并把“巴川中学”做成了中国驰名商
标。依托企业独有“教育+”“文化+”，
为城市内容迭代赋能，助力城市产业升
级。新鸥鹏围绕“城市更新、城市再造、
城市升级”三个主题，从“文化表达、内

容迭代、经济发展”三个维度出发，即基
于“产城人文”，构建包括教育城、教育
小镇在内的 6 大产品项目系和涵盖
K12学校、城市书城在内的11个核心产
业 IP。新鸥鹏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套
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根据区域、体量、产
业等不同需求，匹配不同 IP,实现新鸥
鹏教育城(镇)的落地。

据悉，新鸥鹏教育城(镇) 100城战略
目前已经布局重庆、成都、杭州、济南、北海、
长沙、南昌等城市。未来将会在全球多个
城市进行“产城人文”的实践。 （春 蓉）

新鸥鹏教育城（镇）100城战略成功签约

南昌龙湖天街，南昌首个TOD天街项
目，改变城市商业格局，执掌投资新风向。

龙湖集团，中国商业地产先行者，20
载商业版图，布局全国 27城，合作品牌超
5000+家，合作商户超 340+家，已开业 49
座，已开业城市 11个，皆是城市中心商圈
缔造者。开业三年以来，杭州滨江天街人
气依旧，2020年，滨江天街总客流超 2400
万人次，年度总销售额达 23亿元，同比去
年增幅15%。

南昌龙湖天街，地处南昌城东核心地
段，对内通达全城，对外扼守城市窗口，数
十个高端醇熟社区环伺，辐射周边近 70
万消费人群。龙湖天街，接驳地铁 2号线
（延长线在建中）。完善的交通网络，不断
汇聚庞大的人群和财富，不仅会加速区域
商业氛围的成熟，还会加速片区价值重
组，激发区域巨大的潜力。

南昌龙湖天街，约 12 万平方米综合
体，集萃商业、商务、出行、居住、旅游等全
功能业态，开业后将带来澎湃人潮与磅礴
消费力，醇熟商业氛围下，万千流量为财
富持续助力，共享万达广场、庙街高量级
商圈客流红利。

日前，南昌龙湖天街TOD项目商办
样板已开放，招商正式启动，建筑面积约
48 平方米至 115 平方米天街铺正式面
世。其中，建筑面积约 32平方米至 42平
方米 4.2米层高空中商铺，与空中商铺和
天街MALL连廊连接的沿街现铺，形成室
内商业和室外商业、地下商业和地上商业
互利互补。 （伟 豪）

中粮·建发·祥云悦府营销中心开放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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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楼市年中迎来开盘小高峰
多个热门纯新盘入市

熊凤玲/文 胡慧凝/图

据 不 完 全 统
计，6月南昌楼市预
计有 27 个项目入
市，包括13个纯新
盘。其中，新建区
新增供应量居各板
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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