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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兴市本级 2018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单位：公顷 

 

 

县（市、区）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

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

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

用地 

特殊   

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 

商品

房 

 
中小套   

商品住房 

廉

租

房 

经济

适用

房 

 

廉

租

房 

经济

适用

房 

中小套

商品 

住房 

划拨 出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南湖区 648.0111 15.0133 247.3556     33.9514             101.7855 71.2499 136.4460 111.7593   1.7000 

秀洲区 419.8846 30.5627 127.1905     29.1308             84.441 59.1087 48.3661 96.2146 2.7618 1.2171 

嘉兴经济技术 

开发区 

（国际商务区） 

326.9162 16.5836 85.6194                   55.7162 39.0013 64.8071 104.1899     

合计 1394.8119 62.1596 460.1655 0 0 63.0822 0 0 0 0 0 0 241.9427 169.3599 249.6192 312.1638 2.7618 2.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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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兴市本级 2018 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单位：公顷 

县（市、区） 合计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安居

工程和中小

套型商品房

用地占比

(%) 

保障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商

品房 
  

 

廉租房 
经济适

用房 
  廉租房 

经济适

用房 

中小套 

商品住房 
划拨 出让 

中小套商

品住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南湖区 135.7369      33.9514              101.7855  71.2499  77% 

秀洲区 113.5718      29.1308              84.4410  59.1087  78% 

嘉兴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

际商务区） 

55.7162                    55.7162  39.0013  70% 

合计 305.0249  0 0 63.0822  0 0 0 0 0 0 241.9427  169.3599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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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兴市本级 2018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宗地 
 

  单位：公顷 

序

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方式 

供地 

时间 
备注 

1 凤桥镇-01 凤飞路西、余云公路南 1.5819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 七星街道-01 320 国道北侧、江南新家园内 0.93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3 嘉城投资-01 禾兴路东、中山路南 3.62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 科技城-01 万兴路南、槜李湖北 2.71 商服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5 科技城-02 新昌路南、河道北 0.88 商服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6 南湖新区-01 富民路北、柴家港南 0.9027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7 南湖新区-02 五号路北、近水街南 1.7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8 科技城-03 由拳路北、汇信路南 1.67 商服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9 凤桥镇-02 联丰村 0.4034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0 凤桥镇-03 三星村 0.2275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1 凤桥镇-04 中兴路北 0.3878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2 高新区-01 东升西路南、秀洲大道东 2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 油车港-01 马厍路北、茶园路西 1.0056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4 王江泾-01 东方路东、建汾线南 0.2951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5 王江泾-02 虹桥路南、运河东路东 2.2225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6 新塍-01 嘉兴温泉小镇 3.6133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7 王店-01 梅北路南、嘉海公里西 1.2089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8 王店-02 王建公路南侧、梅秀路东侧 1.0667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 洪合-01 塘濮路北侧、标准厂房南侧 0.8338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20 洪合-02 印通小学北侧西 1.3364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21 洪合-03 印通小学北侧东 2.0174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22 新塍-02 虹桥南路东、兴新路南 2 商服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23 新塍-03 嘉兴温泉小镇 1.613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24 新塍-04 嘉兴温泉小镇 11.35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25 经开区-01 中环西路西、富悦酒店北 2.044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6 经开区-02 天带桥路南 1.4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7 经开区-03 冬青路东、仁德路南 0.7333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8 经开区-04 马家浜路北 3.9733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9 经开区-05 城南路东、红松路南 4.98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30 经开区-06 嘉兴银行北、昌盛路东 1.98 商服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31 经开区-07 商务大道东、乌桥路北 1.473 商服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32 科技城-04 科兴路南、亚太路西 7.1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33 科技城-05 科兴路南、桑珠港西 16.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34 科技城-06 科兴路北、桑珠港西 2.67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35 科技城-07 亚中路西、科兴路南 1.3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36 科技城-08 新大公路南、兴业路西 2.6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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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方式 

供地 

时间 
备注 

37 科技城-09 顺泽路南、兴业路西 2.6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38 科技城-10 凯和生物东、孵化园南 0.9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39 科技城-11 南至东风路北、顺泽路南 3.8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40 七星街道-02 杨庙大桥南、星桥路北 0.0811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1 余新镇-01 金星村、余王公路北 0.7981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2 余新镇-02 镇北路北、南北湖大道东 1.4195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3 余新镇-03 章泾路东、秀龙路南 0.949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4 新丰镇-01  嘉钢路北、河滨路东 7.2908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45 新丰镇-02  堆金路北、河流东 1.0178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6 新丰镇-03 同义路南、企鹅拉丝厂东 1.5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7 新丰镇-04 瑞美公司南、金达门窗东 0.629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8 凤桥镇-05 余云公路南、市宏机械北 1.080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49 凤桥镇-06 圣塘路西、罗汉塘东 1.3845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50 凤桥镇-07 卡玛依东 0.913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1 凤桥镇-08 庄史村、晨阳桥北 4.8568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2 凤桥镇-09 
凤篁公路西、秀洲纸业   

公司内 
3.9248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3 凤桥镇-10 兴业路南、圣塘路西 2.249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4 科技城-12 亚中路西、科兴路南 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5 科技城-13 敏惠汽车零部件厂区内 0.46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6 科技城-14 新昌路南、余步公路西 13.6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7 七星街道-03 320 国道北、东进路南 8.4731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8 七星街道-04 东进路北、星桥路延伸段东 18.6694 仓储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59 余新镇-04 文龙路东、姜紧港西 2.335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0 余新镇-05 文龙路东、姜紧港西 2.326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1 余新镇-06 金星村明星大道南 1.061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2 余新镇-07 大华集团南、曹家港北 0.5716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3 新丰镇-05 富达化纤北、富弗化纤南 1.928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4 新丰镇-06 民丰村新乌路西、富利嘉北 0.348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5 新丰镇-07  凤新大道东、平湖塘北 3.3488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6 新丰镇-08 新维狮西、平林路北 4.666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7 凤桥镇-11 
新篁社区亚宏实业一期  

用地南 
2.10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68 科技城-15 亚中路东、新 07 省道北 8.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69 科技城-16 汇信路东、微曦西 0.53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0 七星街道-05 东港路东、320 国道北 1.10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1 七星街道-06 东港路西、320 国道北 0.4447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2 七星街道-07 东港路东、320 国道北 0.97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3 七星街道-08 东港路东、320 国道北 0.612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4 余新镇-08 姜贤桥港西、余王公路南 2.538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5 余新镇-09 文龙路东、余王公路南 2.002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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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方式 

供地 

时间 
备注 

76 余新镇-10 姜贤路东、余王公路南 3.1795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7 新丰镇-09 老 07 省道南、丰川电子东 2.967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8 新丰镇-10  新竹路东、荣欣木业南 3.0049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79 凤桥镇-12 新园路北、圣塘路西 1.6773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80 凤桥镇-13 新园路南、兰光机电东 2.9621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81 凤桥镇-14 新篁路西 1.5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82 凤桥镇-15 新园路东延段南、圣塘路东 5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83 凤桥镇-16 新园路东延段北、圣塘路东 4.8334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84 科技城-17 科兴路南、新 07 省道北 3.2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85 科技城-18 新大公路南、兴业路西 4.1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86 科技城-19 东风路北、兴业路西 2.47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87 科技城-20 东风路北、兴业路东 2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88 科技城-21 顺泽路南、永业路西 5.3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89 科技城-22 新大公路南、余步公路西 8.3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0 科技城-23 东风路北、永庆路东 5.6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1 科技城-24 金港路南、华创路东 2.7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2 科技城-25 科兴路南、亚太路东 5.47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3 科技城-26 驰骋路南、兴业路西 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南湖区 

94 科技城-27 亚中路东、科兴路北 0.91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5 七星街道-09 320 国道北、三店塘南 2.5286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6 余新镇-11 姜贤路东、两创中心二期北 1.57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7 余新镇-12 新盛南侧西、余凤公路南 7.078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8 余新镇-13 嘉南线东、余云公路南 20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99 新丰镇-11  同义路北、嘉丽西 0.5128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100 新丰镇-12 同义路南、佳特文具西 0.9754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101 高新区-02 英美达东 4.1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2 高新区-03 康和路西、八字路北 7.4667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3 高新区-04 八字路南、唯胜路东 1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4 高新区-05 
唯胜路东、桃园路北、    

秀新路西 
9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5 王江泾-03 荣祥喷织厂南 1.04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6 王江泾-04 张氏喷织厂南 0.32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7 王店-03 
梅西路东、王建公路北、  

兴乐路南 
3.4804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8 洪合-04 建濮大道东 0.7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09 洪合-05 洪福路南、洪工路东 7.7257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0 洪合-06 G524 国道东侧精品毛衫园内 0.5365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1 洪合-07 G525 国道东侧精品毛衫园内 0.66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2 洪合-08 G526 国道东侧精品毛衫园内 1.6514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3 洪合-09 G527 国道东侧精品毛衫园内 2.8134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4 洪合-10 西村埭路北 0.1355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6 

 

序

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方式 

供地 

时间 
备注 

115 洪合-11 洪运路北、鑫淼东 0.6647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秀洲区 

116 高新区-06 康和路西、新农路北 3.3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17 高新区-07 瑞丰街东、映翰通北 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18 高新区-08 中山路南、新塍大道东 3.3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19 高新区-09 瑞丰街东、翌荣数码北 5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0 高新区-10 唯胜路东，四通路北 7.7305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1 高新区-11 运河路北 6.979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2 高新区-12 桃园路南、杨家港西 1.9866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3 王江泾-05 古塘路南、天之华南 3.86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4 王江泾-06 鸣业纺织中 0.6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5 王江泾-07 中意喷织南 0.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6 王江泾-08 佳丝宝喷织北 0.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7 王江泾-09 青荷路北、龙泉铜业北 1.06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8 新塍-03 新乌路北、环镇西路西 0.158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29 新塍-04 思古桥村 0.12 工业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130 王店-04 吉蚂西路北、众心路西 2.8825 仓储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1 王店-05 马家浜路南、众心路西 4.1199 仓储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2 洪合-12 沈家门路西 1.4825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3 洪合-13 沈家门路西 0.5459 工业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134 洪合-14 民和路西 0.9729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5 洪合-15 洪福路北、G524 国道西 1.2684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6 洪合-16 民和路西、洪涛路南北 2.0957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7 洪合-17 民和路西 0.383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8 洪合-18 河流南、G524 国道西 0.906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39 高新区-13 中山西路北、君屹东 6.15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0 高新区-14 瑞丰路东、美旺机械 2.6019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1 高新区-15 中山路南、康和路东 5.1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2 王江泾-10 青荷路北、新国浩东 0.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3 王店-06 瑞银东路南、沿塘路西 2.2309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4 王店-07 国庆村毛家港北、沿塘路西 2.3254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5 王店-08 嘉海公路东、品格电器南 1.327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6 王店-09 沿塘路西、木泾港北 0.2588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7 油车港-02 
正阳路北、曼莎南、      

茶园路东、中威航空西 
2.444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148 王江泾-11 青荷路南、三洲喷织南 0.9667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49 王江泾-12 青荷路南、华星纺织南 0.2667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50 洪合-19 河流南、G524 国道西 2.7132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51 洪合-20 河流南、G524 国道西 2.4712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52 洪合-21 G524 国道西 4.4251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53 洪合-22 泰旗路东 0.6832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54 经开区-08 天枢路西、华严路南 1.76427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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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经开区-09 天枢路西、机场路北 1.66662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56 经开区-10 董亭浜路东、万国路绿化南 2.33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57 经开区-11 天枢路西、广穹路南 1.59606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58 经开区-12 成功路北、恒心路东 15.4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59 经开区-13 广穹路南、丰华路东 3.3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60 经开区-14 丰华路东、八字桥路南 2.53 工业用地 挂牌 一季度 经开区 

161 经开区-15 丰华路西、万隆港绿化带北 1.1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162 经开区-16 丰华路东、空地西 2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163 经开区-17 万国路东、万隆港北 2.13 工业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164 经开区-18 华玉路东、沪杭铁路北 4.2077 仓储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165 经开区-19 双溪路西、商务大道东 5.33 仓储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166 经开区-20 丰华路东、广穹路南 6.6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167 经开区-21 白云桥路北、西至马家浜路 9.93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168 经开区-22 董亭浜路南、马家浜路西 10.26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169 经开区-23 云海路北、城北路东 2.1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170 经开区-24 云海路北、南陶浜路南 5.3 工业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171 经开区-25 新国道东、曙光路南 3.9461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172 经开区-26 曙光路北、北郊河南 4.0053 工业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173 科技城-28 茶士港南、东茶路北 5.51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4 科技城-29 经五路北、经三路南 9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5 科技城-30 经四路北、经三路南 5.38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6 七星街道-10 亚太路西、320 国道南 3.67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7 世合-01 永清港南、果园路西 2.6037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8 嘉城投资-02 城东路东、周安路南 8.45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179 科技城-31 经四路南、经五路北 5.78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180 七星街道-11 亚太路西、320 国道南 11.73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181 余新镇-14 新昌路东、渔里街南 7.7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182 新丰镇-13 
横港村平林路南、               

老嘉盐公路西 
9.04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183 凤桥镇-17 余云公路南、七沈公路西 13.3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184 七星街道-12 七星大道南、兴民路西 1.4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185 南湖新区-03 合作桥港北、长水路南 9.75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186 嘉服集团-01 南江路东、车城路西 8.4718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187 高新区-16 洪高路北、乍嘉苏高速西 2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88 高新区-17 
秀园路东、东升西路北、  

望湖路南 
4.8667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89 高新区-18 
秀园路东、木桥港路北、  

成秀路南 
5.2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0 高新区-19 
秀园路东、望湖路北、    

木桥港路南 
4.2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1 王江泾-13 东方路东、虹桥路北 10.1476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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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新塍-05 田园温泉理想小镇区域 11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3 新塍-06 田园温泉理想小镇区域 8.39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4 王店-10 
花园路东、兴乐路北、     

宝华路西、常乐路南 
4.1792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5 王店-11 花园路西、汇凯路北 1.2904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秀洲区 

196 高新区-20 新塍大道西、陶泾路南 3.066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97 王江泾-14 太平桥南、07 省道东 0.545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98 油车港-03 正原路东、正阳路北 12.666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199 新塍-12 嘉塍公路南、河流东 3.105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200 新塍-07 嘉铜公路东 4.3252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201 新塍-08 嘉铜公路东、嘉塍公路南 5.8826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202 洪合-23 兴洪路南、兴国路北 3.5745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秀洲区 

203 经开区-27 金穗路南、创新路东 5.4933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4 经开区-28 纺工路东、百川路南 5.1133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5 经开区-29 城东路北、茶园路西 4.0533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6 经开区-30 新气象路西、禹德路南 3.8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7 经开区-31 万国路东侧、成功路南侧 5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8 经开区-32 锦霞路西、文昌路北 2.0329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09 经开区-33 举秀小区南、双溪路西 4.13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10 经开区-34 文贤路南、普民路东 4.87 住宅用地 挂牌 二季度 经开区 

211 经开区-35 商务大道东、由拳路南 1.47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212 经开区-36 万兴路南、长福路西 6.1067 住宅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经开区 

213 经开区-37 城东路北、尚东名邸东 3.4133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214 经开区-38 嘉园路南、庆丰路东 1.706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215 经开区-39 嘉园路南、南江路西 2.1267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216 经开区-40 文博路北、九九大街东 3.2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217 经开区-41 云东路西、卫训队南 3.2 住宅用地 挂牌 四季度 经开区 

218 新丰镇-14  东青龙港西、平林大道北 1.7196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19 七星街道-13 湘都公寓北 0.3389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20 新丰镇-15  妙峰路东、丰北社区南 1.9835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21 凤桥镇-18 新篁原粮站 2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22 凤桥镇-19 大桥路西、桃源林语对岸 1.2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23 南湖新区-04 南江路西、五星苑一期北 1.4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24 科技城-32 老 07 省道北、水马浜南 2.4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25 余新镇-15 新贤路西、第一幼儿园南 4.4782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26 余新镇-16 嘉南线东、万兴路南 7.0338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27 新丰镇-16  老嘉盐公路东、南庄苑一期北 2.5022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28 新丰镇-17  嘉盐公路东、园林路南 0.3725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29 新丰镇-18  横港村嘉盐公路西、园林路南 0.3934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30 科技城-33 万兴路北、尹庄路南 7.59 住宅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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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余新镇-17 黎明一期北、檇李路南 0.5393 住宅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232 王江泾-15 
新永联路东侧、新塍公路南

侧 
1.2 住宅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233 洪合-24 洪硖公路东侧、兴洪路北侧 1.385 住宅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234 洪合-25 洪硖公路东侧、兴洪路南侧 3.1591 住宅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235 洪合-26 国贸南侧、洪工路东侧 1.124 住宅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236 油车港-04 东方路东侧、正阳路南侧 1.1549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37 油车港-05 东方路西侧、正阳路南侧 3.2622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38 王店-12 希望路东侧、圆通物流北侧 3.297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39 王江泾-16 沈家桥村 4.1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40 新塍-09 新洛东路北侧、胜利北路西侧 3.237 住宅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41 王江泾-17 南方路东侧、北虹路北侧 0.8763 住宅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242 新塍-10 嘉铜公路东 4.3252 住宅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243 油车港-06 茶园路西侧、马厍路南侧 2.0101 住宅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244 世合-02 庙桥港南、果园路西 3.997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45 凤桥镇-20 凤桥社区老汽车站地块 0.421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46 新丰镇-19 广播站东、地税所南 0.608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47 新丰镇-20  竹林村嘉盐公路西 0.450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48 新丰镇-21  竹林村嘉盐公路西 0.229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49 嘉城投资-03 
老革命纪念馆东、规划南湖

路南 
2.8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0 嘉城投资-04 南湖高级中学北、纺工桥港南 5.3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1 嘉城投资-05 老革命纪念馆北、平湖塘南 1.0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2 嘉城投资-06 南溪路北、纺工桥港南 4.94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3 嘉城投资-07 紫阳街东、中山路南 5.69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4 科技城-34 槜李路北、万兴路南 25.8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5 科技城-35 万兴路南、槜李湖北 2.54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6 七星街道-14 亚太路西 3.5066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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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余新镇-18 镇中学北、景家港南 0.300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8 余新镇-19 金星路北、余云公路西 0.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59 世合-03 果园路东、靛湖街南 6.524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60 凤桥镇-21 联丰村、年家桥北 6.666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61 凤桥镇-22 永红村 0.299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62 凤桥镇-23 梅花洲景区内 1.1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63 凤桥镇-24 梅花洲景区内 2.561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64 凤桥镇-25 梅花洲景区内 0.662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二季度 南湖区 

265 凤桥镇-26 新篁工业区内 4.261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66 新丰镇-22  新乌路东、新乌路南 0.296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南湖区 

267 新丰镇-23  平湖塘南、东青龙港西 0.253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68 新丰镇-24  新丰大道北、妙峰路西 0.620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69 新丰镇-25  同创路北、老嘉盐公路西 1.333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70 新丰镇-26  妙峰路东、平路大道北 1.057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71 新丰镇-27  万丰路南、申新无纺布东 0.081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72 南湖新区-05 三环东路西、南溪路北 2.89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73 南湖新区-06 基金小镇南江路西、槜李路北 0.149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274 嘉城投资-08 凌塘路西、东升路南 1.3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南湖区 

275 科技城-36 万兴路北、王庙塘路东 9.6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76 科技城-37 由拳路北、塘桥路东 1.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77 科技城-38 亚欧路东、凌公塘路南 2.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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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科技城-39 大桥成校北、中华大道东 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79 世合-04 果园路西、庙桥港南 7.8574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0 凤桥镇-27 余云公路北、七沈公路西 16.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三季度 南湖区 

281 凤桥镇-28 育才路西、凤南路北 0.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2 南湖新区-07 中港路北、停车场南 0.6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3 嘉城投资-09 同乐路西、东升路南 0.8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4 嘉源集团 -01 南湖区乍王公路南、1#泵站西 0.730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5 嘉源集团 -02 
南湖区七沈公路东、余云公

路北 
0.9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6 水利投资-01 王庙堂河道与南郊河交叉口 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287 南湖新区-08 凌公塘路北、凌公塘河南 1.1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四季度 南湖区 

288 嘉服集团-02 宝莲路西、凌公塘路两侧 1.157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289 高新区-21 秀园路西侧、木桥港北侧 5.666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0 王江泾-18 荷花村新镇路 58 号 0.4309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1 王江泾-19 王江泾镇实验学校校内 4.524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2 王江泾-20 运河东路东 9.775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3 王店-13 
国庆村村民委南、经十二路

北、希望路东 
0.313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4 洪合-27 兴洪路南、洪工路东 0.803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5 洪合-28 环东路东 0.873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296 洪合-29 新美村公路东 0.5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7 高新区-22 秀清路东侧、洪兴西路南侧 0.873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298 王江泾-21 沙河景苑西、农村道路北 0.486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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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油车港-07 东方路东、申嘉湖高速北 0.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0 新塍-14 温泉小镇区域 0.1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301 王店-14 梅北路北 0.410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2 王店-15 吉蚂路北、盛安小区南 0.412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3 王店-16 花园路东、常乐路北 1.361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304 王店-17 
宝华路东、常乐路北、宝兴

路西 
1.31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305 洪合-30 环东路西、河流东 0.48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6 洪合-31 绿园路东 0.3225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7 洪合-32 洪工路东、塘濮路南 0.9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08 高新区-23 东升西路北、木桥港东 10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挂牌 三季度 秀洲区 

309 新塍-15 蓬莱路南、新塍塘东 0.641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10 新塍-16 洪新公路东 0.601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拔 三季度 秀洲区 

311 新塍-17 虹桥南路东、新塍医院南 0.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拔 三季度 秀洲区 

312 王店-18 庄安村丽臣塑业东、道路西 0.273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13 洪合-33 洪源路南、蒸烫园东 0.330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14 新塍-18 洪新公路西 0.72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315 高新区-24 秀园路西、东升西路北 3.533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316 王江泾-22 经十一路东 0.166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四季度 秀洲区 

317 王店-19 瑞银路南 0.33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318 洪合-34 绿园路东 0.2826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四季度 秀洲区 

319 洪合-35 绿园路东 0.660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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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洪合-36 洪涛路北 0.284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四季度 秀洲区 

321 经开区-42 陈家埭港北、周安路南 0.541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322 经开区-43 周安路北、茶园路东 0.139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323 经开区-44 新气象路西、三环南路北 2.260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经开区 

324 经开区-45 商务大道东 8.0526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325 经开区-46 石臼漾水厂东 2.36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三季度 经开区 

326 经开区-47 贯泾港水厂内 3.9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三季度 经开区 

327 经开区-48 南北湖大桥跨沪杭高速西侧 0.900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协议出让 三季度 经开区 

328 经开区-49 三环南路南、新气象路东 0.02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329 经开区-50 中央公园内 2.973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330 经开区-51 百川路北、双溪路东 1.323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331 经开区-52 中央公园内 0.31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332 经开区-53 嘉兴学院梁林校区西侧 4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333 科技城-40 新 07 省道至槜李路段 3.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4 科技城-41 亚欧路至亚太路段 0.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5 科技城-42 新 07 省道至携李路段 3.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6 科技城-43 三环东路至新 07 省道段 6.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7 科技城-44 三环东路至王庙塘路 4.2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8 七星街道-15 东进路西段 0.7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39 七星街道-16 东进路 4.1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0 余新镇-20 余云公路拓宽 0.8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1 余新镇-21 金星路 1.9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2 余新镇-22 茜柳路 2.8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3 余新镇-23 姜贤路 1.9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4 嘉城投资-10 
滨河路南、南溪路北（湖滨

区块） 
2.6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5 七星街道-17 湘湖大道 2.3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6 七星街道-18 甪里街延伸段 11.7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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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七星街道-19 甪里街-湘湖大道 2.4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8 七星街道-20 富兴路 1.7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49 七星街道-21 亚太路西（规划停车场） 0.6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0 世合-05 庙桥港南侧、河南桥港北侧 4.4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1 凤桥镇-29 陈良村新园路东延 0.9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2 凤桥镇-30 陈良村道南延 0.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3 凤桥镇-31 圣塘路南延 1.4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4 凤桥镇-32 联丰村新凤路南延北段 0.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5 凤桥镇-33 镇南路 0.2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6 凤桥镇-34 余云公路北 0.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7 新丰镇-28  横港村 0.5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8 新丰镇-29  镇北村 0.5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59 新丰镇-30  镇北村 1.3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60 南湖新区-09 三环东路西、庆丰路东 2.8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361 科技城-45 老 07 省道至平湖塘 4.3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2 科技城-46 老新大公路-广益路 13.5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3 科技城-47 
三坝港-永红路、阔家桥港-

新大路 
1.8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4 科技城-48 中华大道-嘉善大道 2.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5 科技城-49 平湖塘北-广益路 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6 七星街道-22 东创路 1.5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7 余新镇-24 新盛中路 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南湖区 

368 嘉服集团-03 甪里街北、城东路南 4.4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369 嘉服集团-04 
大新路东、城东路与纺工路

之间 
1.5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370 嘉通集团-01 
 长水路-中环西路-中环

北路-三环东路 
7.8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南湖区 

371 嘉通集团-02 规划东塔路北、沪杭铁路南 1.18 交通运输用地 协议出让 四季度 南湖区 

372 高新区-25 兴园路至新塍塘路 3.44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3 高新区-26 秀洲大道至新塍塘路延伸段 0.646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4 油车港-08 奥星路至杨家港 0.268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5 油车港-09 杨家港至马厍路 0.39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6 油车港-10 马厍路至奥星路段 0.720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7 油车港-11 南官荡防洪堤两侧 0.51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8 油车港-12 菱坊路至长纤港 0.663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79 油车港-13 乐源路至正原路 0.641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0 油车港-14 车家路至鳗鲡港 2.36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1 王店-20 嘉海公路至大师桥 1.43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2 王店-21 永乐路北侧 1.513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3 王店-22 陆塔港至兴乐路 1.028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4 王店-23 白云桥路至众心桥港东 1.691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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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王店-24 白云桥港至瑞银西路 0.873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6 王店-25 白云桥港至瑞银西路 1.472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7 王店-26 王店百乐路至海宁段 2.683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88 王店-27 
王店镇宝华路东、兴乐路

北、沪杭铁路西 
1.5754 交通运输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389 洪合-37 洪昌路西 0.6899 交通运输用地 协议出让 二季度 秀洲区 

390 洪合-38 洪工路至洪昌路 3.987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91 高新区-27 泾港路至秀园路 5.134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92 高新区-28 唯胜路至科普路 3.585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393 洪合-39 洪工路至泰旗路 4.466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4 高新区-29 秀港路至秀园路段 1.726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5 高新区-30 马泾港至新塍大道 0.4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6 高新区-31 八字路至东升西路 2.2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7 高新区-32 中山西路至反修港 1.4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8 高新区-33 启智路延伸段 0.3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399 高新区-34 运河路至中山西路 2.33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0 高新区-35 新塍大道东、八字路南 0.54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1 高新区-36 中港路西、木桥港路北 1.066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2 高新区-37 九里路南、长道场港西 1.1242 交通运输用地 协议 四季度 秀洲区 

403 王江泾-23 虹桥东路南、运河东路东 0.34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4 王江泾-24 东方路东 0.81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5 王江泾-25 07 省道东、顾家企业北 1.82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06 王江泾-26 
五饼二鱼企业北、博美泰克

企业南 
0.428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07 王江泾-27 兰宝企业南 0.72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08 王江泾-28 嘉爱斯热电厂西 0.9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09 王江泾-29 北虹路北、东方路西 1.053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10 油车港-15 正阳路东 0.637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11 新塍-19 嘉兴温泉小镇区域 5.8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拔 二季度 秀洲区 

412 王店-28 花园路至宝兴路 0.694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13 王店-29 永乐路至昌乐路南 1.321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14 王店-30 陆塔港至梅北路 1.16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15 王江泾-30 秋茂路西、新桥染厂南 0.30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416 王江泾-31 虹桥路至滨河东路 1.864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417 王江泾-32 东方路东北 1.3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418 新塍-20 恒诺路至润园路 2.158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419 新塍-21 嘉铜公路南、新盛公路东 0.529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拔 三季度 秀洲区 

420 新塍-22 兴育路北、新晖路东 0.291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拔 三季度 秀洲区 

421 王店-31 花鸟港至建设集镇 0.56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秀洲区 

422 新塍-23 西吴村至新庄村 1.85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拔 四季度 秀洲区 

423 新塍-24 来龙桥村嘉铜公路北 0.578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拔 四季度 秀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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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王江泾-33 东方路东 1.040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25 油车港-16 东方路至运河 2.240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26 洪合-40 洪涛路至环东路 0.288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27 洪合-41 洪工路至洪昌路 2.930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28 洪合-42 G524 国道至洪工路 1.430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29 洪合-43 塘濮社区至洪福路 2.471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0 洪合-44 洪运路至国贸路 1.343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1 洪合-45 国贸路至兴国路 0.737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2 洪合-46 国贸路至河流 3.003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3 洪合-47 洪运路至国贸路 0.999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4 洪合-48 国贸路至兴国路 1.135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5 洪合-49 洪福路至塘濮路 1.178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6 洪合-50 河流至蒸烫园 0.994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秀洲区 

437 经开区-54 
大木西路(北起五环洞路、

南至三环南路) 
1.002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38 经开区-55 
千红路(西起纺工路、          

东至商务大道) 
1.870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39 经开区-56 
秦逸路(北起槜李路、                 

南至三环南路) 
2.03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0 经开区-57 
三环南路(西起南湖大道、

东至三环东路) 
9.249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1 经开区-58 
玉泉路(北起长水路、            

南至四联路) 
3.115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2 经开区-59 
花溪路(西起商务大道、        

东至双溪路) 
1.174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3 经开区-60 
花园路(北起禹德路、          

南至三环南路) 
1.842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4 经开区-61 
五环洞路(西起商务大道、

东至大木西路) 
2.081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5 经开区-62 
文博路(西至九九大道、      

东至中环西路) 
0.739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6 经开区-63 
楫川路(北至至诚路、         

向南往西至九九大道) 
0.750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7 经开区-64 
槜李路(西至开禧路、       

东至沪昆铁路) 
12.0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8 经开区-65 
长帆路(北至桐乡大道、 南

至成功路) 
1.732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49 经开区-66 
康得路拓宽(东至丰华路、

西至万国路) 
0.317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450 经开区-67 
丰华路(南至机场路、         

北至广穹路) 
1.9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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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经开区-68 
茶园路辅道及长纤塘北路(西

起茶园路大桥、东至塘汇路) 
0.915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2 经开区-69 
城南路(北至长水路、        

南至槜李路)  
5.0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3 经开区-70 
创新路(北至长水路、        

南至槜李路)  
4.633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4 经开区-71 
四联路(西起玉泉路、          

东至南湖大道) 
4.163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5 经开区-72 
环湖路(西起商务大道、 东

至南江路) 
4.731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6 经开区-73 
南江路（北起下穿南、       

南至花溪路) 
1.238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7 经开区-74 
长福路(北起万兴路、       

南至万兴桥港) 
0.20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经开区 

458 经开区-75 
白云桥路(西至南浦路、   

东至马家浜路) 
3.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59 经开区-76 
永胜路(北至成功路、              

南至桐乡大道) 
1.453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0 经开区-77 
成功路(西至永胜路、        

东至恒兴路) 
1.509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1 经开区-78 
横二路(西至万国路、        

东至八字桥路) 
1.62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2 经开区-79 
机场路(西至万国路、      

东至八字桥路) 
1.6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3 经开区-80 
姚家埭路(西至天带桥路、

东至白云桥路) 
1.4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4 经开区-81 
恒兴路(北至成功路、       

南至桐乡大道) 
5.167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5 经开区-82 
八字桥路(北至机场路、  

南至桐乡大道) 
0.807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6 经开区-83 
广穹路(西至丰华路、      

东至明潭路) 
2.9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7 经开区-84 
绿洲路(西起商务大道、     

东至双溪路) 
0.943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8 经开区-85 
清晖路(西起庆丰路、          

东至百川路） 
2.505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69 经开区-86 
双溪路(北起站南路、            

南至千红路） 
2.070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三季度 经开区 

470 经开区-87 
槜李路(西起商务大道、         

东至庆丰路） 
6.427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471 经开区-88 
双溪路(北起槜李路、          

南至五环洞路） 
1.1039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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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经开区-89 
站南路(西起华山路、            

东至南江路) 
3.396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473 经开区-90 
长水街道(百川路北、           

双溪路东) 
1.3231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474 经开区-91 
双溪路(北起长水路、            

南至槜李路) 
3.917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475 经开区-92 
长水路-中环西路-中环北

路-三环东路 
1.73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四季度 经开区 

476 王店-32 孙家浜河道整治工程 0.3079 水利设施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477 王店-33 
众心桥港河道二期（盛安桥

港河道西段）整治工程 
0.072 水利设施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478 王店-34 倪家港河道整治工程 0.5819 水利设施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479 高新区-41 王家木桥港整治工程 1.8 水利设施用地 划拨 二季度 秀洲区 

480 凤桥镇-35 梅花洲景区内 1.7 特殊用地 划拨 二季度 南湖区 

481 洪合-51 秀洲区洪合镇 1 特殊用地 协议出让 一季度 秀洲区 

482 洪合-52 洪昌路西侧 0.2171 特殊用地 划拨 一季度 秀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