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
地块出让条件及建设要求汇总
徐汇区虹梅街道 xh240A-02、xh240A-04、xh241A-01、xh241B-01、
xh241C-01 地块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

商业、办公、住宅

所处园区或产
业区块

/

四至范围东至

保留企业

四至范围南至

漕宝路

四至范围西至

保留企业、苍梧路

四至范围北至

田林路

出让面积
（平方米）

Xh240A-02:19662.4 平方米
Xh240A-04:5697.5 平方米
Xh241A-01:31533.2 平方米
Xh241B-01：41343.3 平方米
Xh241C-01:20045.5 平方米

地上容积率

Xh240A-02:3.0
Xh240A-04:3.0
Xh241A-01:2.8
Xh241B-01:3.3
Xh241C-01:2.8

地下容积率

/

绿地率

住宅不小于 35%，商办
不小于 20%

集中绿地率

/

地上建筑面积

356933 平方米
（计容）,35000 平方米
（不计容）

地下建筑
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不超过
256800 平方米（其中商业建
筑面积不超过 40000 平方
米）

118281.9 平方米

总面积（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

648733 平方米

建筑限高

Xh240A-02:60 米
Xh240A-04:60 米
Xh241A-01:80 米
Xh241B-01:90 米
Xh241C-01:80 米

建筑面宽

/

建筑层高（米）

/

建筑密度

/

建筑间距及日
照

/

出入口设置

/

地上停车位

/

地下停车位

地面标高

/

退红线距离

退基地边界距离

/

退蓝线距离

/

退绿线距离

/

建筑体量

/

建筑色彩及材质

/

建筑形式

/

景观界面

/

地区风貌

/

/
/

其他配建市政设施

/

其他配建公共设施

详见特别约定

地下室联通要求

/

竖向设计要求

/

住宅套数下限

1200

准入产业类型

/

境外投资者
资质要求

/

土地产出率

/

销售产出率
（万元/亩）

/

/

就业人数
（个/百万
元产值）

/

/

产值水耗
（立方米/
万元）

/

税收产出率
（万元/亩）
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信息基础设施（信
息通信）服务能力

/

环保要求

/

是否有古树名木或古树后续资源
机场要求

/

临时供水要求

/

临时供电要求

/

正式供水要求

/

正式供电要求

/

正式供气要求

/

供水方面

/

雨水方面

/

污水方面

/

水利（防汛）方面

/

附现状管线综合图*

/

否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
我办已完成对规土、投资、产业、环保、建设、房管、绿化市容、水务、文管、民防、卫
生防疫等相关部门的征询，对其回复意见均予确认，并已通过土地交易系统上报各项指标要求。
现将该地块的其他出让条件及建设要求汇总如下：
一、建设要求
（1）五个地块内地上商业建筑面积之和控制在 40000 平方米以下，地下商业建筑面积之和
控制在 40000 平方米以下，可结合方案在各地块间平衡微调。
（2）公共空间：该地块内应设置不低于用地面积 4.48%（计 5300 平方米以上）的内部绿
地和内部广场。地块内的公共空间（可部分底层架空，位置和边界可根据方案适当调整，不得
设置停车位）
，注重公共空间品质打造，需与人行道整体设计考虑，沿道路或公共通道布局，不

得封闭，预留不小于 10 米宽的人行对接口，短边不小于 20 米。xh240A-02 地块设置不小于 500
平方米的内部绿地；xh241A-01 地块设置不小于 2000 平方米的内部绿地，其中部分面积结合街
坊内东西向公共轴线布置；xh241B-01 地块设置不小于 2000 平方米的公共开放空间，其中部分
为结合街坊内东西向公共轴线布置的内部广场，其余为内部绿地；xh241C-01 地块内部设置不
小于 800 平方米的内部绿地，可结合避难场所综合设置。
公共开放空间不得设置围墙，保障 24 小时对外开放。应结合公共通道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进行设计（可部分底层架空，不得设置停车位），短边不小于 12 米且需沿道路或公共通道布局，
具体位置和形式可以结合后续方案优化。
公共开放空间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在地块开发时与地块同步规划、先行建设、同步交付
使用，建成后产权归土地受让人，由土地受让人负责管理。
（3）保障房配建要求：xh241A-01、xh241B-01、xh241C-01 地块范围内配建保障性住房建
筑面积应占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5％以上，计 5276 平方米以上，集中配置，并按规定无偿移交给
徐汇区住房保障机构。
（4）社会租赁住宅配建要求：受让人应当按出让年限自持建筑面积不低于 30%（计 30073.
，
1 平方米）住宅物业（除按照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移交政府有关部门的保障房等物业外）
以上自持面积须用于租赁。可在 xh241A-01、xh241B-01、xh241C-01 地块内统筹平衡,配建社
会租赁住宅套数不小于 550 套,且需满足以下要求：
①该租赁住房物业严格按照“只租不售”模式管理，仅用于出租,不得出售。受让人应在出
让年限内整体持有租赁住房物业并持续出租运营。
②由受让人建立统一的管理及服务平台，对租赁住房进行租赁管理，禁止改变用途使用、
转租、群租、闲置及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租约原则不超过 6 年。受让人应参照政府相关
规定，在具体运营细则中明确相关管理要求。
③房屋租金应在租赁管理要求中明确，并按照上海市租赁市场管理有关规定实施，租金水
平应不高于市场同类房源租金水平，租金价格可根据市场租金水平情况适时调整。配套设施的
租金价格参照市场执行。租赁管理未明确部分,应按政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5）中小套型配建要求：xh241A-01、xh241B-01、xh241C-01 地块内住宅部分中小套型住
宅建筑面积不得低于住宅总建筑面积的 80％，计 84416 平方米以上，可在含商品住宅地块内平
衡。其中配建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建筑面积比例为配建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的 100％。中小套
型住宅定义以《沪府办[2016]10 号》文为准。
（6）全装修住宅要求：xh241A-01、xh241B-01、xh241C-01 地块全装修住宅建筑面积应占
住宅建筑面积的 100％以上（含保障性住房）
，计 105519 平方米。
（7）商办建筑物不超过 50 米高度的平屋顶，应实施屋顶绿化面积不得低于建筑占地面积
的 30%。
（8）装配式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100％，建筑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40％，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60％，应按以下规定建设及管理：沪建建材【2016】601 号。
（9）绿色建筑标准：本地块应根据《上海市绿色建筑十三五专项规划（沪建建材【2016】
》，新建民用建筑原则上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其中，单体建筑面
776 号）
积 2 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

（10）根据《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要求，徐汇单个地块控制的目标取值：年径
流总量按 70%，年径流污染控制率按 50%（以 SS 计）
。总投资 1 亿元以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2 万
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应当应用 BIM 技术。工地围墙应按照徐汇区建设主管部门意见设置并安
装喷淋除尘装置。在建设方案报批过程中，须按照徐汇区科委意见落实室外无线通信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事宜。
（11）xh241C-01 地块规划有一处公共停车场（库）需在满足标准配建数量上，再增加 100
个公共停车泊位。
（12）xh240A-02、xh240A-04 地块地下有一处南北走向的箱涵，用于市政防汛，建议与地
块景观设计统筹考虑，受让人建设上述两个地块时，应予以避让。
（13）公共通道：xh240A-02 地块：西部和南部各设置一条 12 米宽的固定公共通道；北部
设置一条 9 米宽的东西向可变公共通道，长度不大于 100 米。xh241A-01 地块：中部靠南设置
一条 12 米宽的东西向固定公共通道；中部靠北设置一条 9 米宽的东西向可变公共通道，长度不
大于 120 米。xh241B-01 地块：中部设置一条 12 米宽的东西向固定公共通道；地块内设置一条
9 米宽的环形可变公共通道，长度不大于 450 米。以上所有公共通道的走向不得改变，与建筑
结合设置的公共通道净空高度一般不低于 4.5 米；可变公共通道线型可结合方案微调、端口可
变，相邻地块的可变通道端口位置应保持相对，固定公共通道端口位置向两侧调整需按控详规
定程序执行。公共通道两侧建筑可不退界，建筑界面应重点设计。
公共通道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在地块开发时与地块同步规划、先行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公共通道保证 24 小时开放畅通，通道两端不得设置围墙，通道内不得设置绿化构筑物、停车场
等；公共通道与周边道路地坪标高一致，并满足机动车应急救助通行要求。
（14）地块建设项目如遇公共利益需要，受让人应予配合。后续方案设计应整体设计，保
持统一，地块间可根据区建交委提供的相关意见设置连廊或地下连通道等方式进行联通。各地
块方案要求不得设置围墙，底层架空用于公共开放空间的，使用权及经营管理权归政府所有的，
可不计入容积率，但需经专家论证。
（15）xh241C-01 地块内设置 1 处三类应急避难场所，用地面积不小于 2000 平方米，可结
合公共开放空间设置。
6、运营要求
（1）其他功能要求：本项目着力打造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服务功能强、适宜创新创业的科
技创新社区。引入生产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商业业态，打造以智慧城市为主题，
垂直“产研展商”闭环生态链为支撑的商业办公住宅综合体。
（2）物业自持要求：
①受让人应当自持 100%地上建筑面积（计 40000 平方米）商业物业不小于 20 年，具体建
筑面积以审定方案为准。
②受让人应当自持 100%地下建筑面积（计 40000 平方米）商业物业不小于 20 年，具体建
筑面积以审定方案为准
③受让人应当自持建筑面积不低于 50%（计 105707 平方米以上）办公物业不小于 20 年，
具体建筑面积以审定方案为准。
④受让人应当按出让年限自持建筑面积不低于 30%（计 30073.1 平方米）住宅物业（除按

照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移交政府有关部门的保障房等物业外）
，以上自持面积须用于租赁。
可在 xh241A-01、xh241B-01、xh241C-01 地块内统筹平衡。
⑤受让人应当按出让年限整体持有社区配套商业物业、商品住宅用地配套商业（除按照相
关规定应当移交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物业外）。
（3）商业部分最小登记基本单元为幢，最小销售基本单元为幢。办公部分最小登记基本单
元为层，最小销售基本单元为层。
（4）公共服务设施：该地块内应增加设置建筑面积不少于总建筑面积 9.8%（计 35000 平
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应统筹用于社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原则上优先用于文化、养老等服务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应设置在建筑物三层以下，临街布置，相关建设内容应在建筑规划设计方案
中明确。公共服务设施产权无偿交予政府相关部门，需考虑体育、文化、邻里中心等服务功能，
功能配置布局应在方案审批之前深化落实，与周边地块整体设计，整体施工。在控详要求配建
6000 平方米体育设施、2000 平方米文化设施和 2000 平方米养老设施等的基础上，另外需建设
不少于 3.5 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新增部分不计算在原地块容积率之内）
，总计不少于 4.5 万
平方米。其中：
①体育功能建筑面积不少于 1.5 万平方米，需设置于 xh124B-01 地块内，集中配置，相对
独立，占地不小于 3000 平方米。设置漕河泾综合体育中心，室内具体体育功能包括标准游泳池、
篮球场、屋顶足球场、羽毛球场、壁球、健身中心、乒乓球、台球房、形体训练区等。
②文化功能建筑面积不少于 1.5 万平方米，建议沿公共轴线布置，相对独立，结合具体方
案进行设计。设置漕河泾综合文化中心，具体文化功能包括会展区、小剧场、图书馆、特色书
店、画廊、多功能厅、社区级文化设施等。
③公共服务功能建筑面积不少于 1.5 万平方米，建议沿公共轴线布置，相对独立，结合具
体方案进行设计。设置漕河泾综合服务中心，具体功能包括生活服务中心、养育托管中心、养
老设施、卫生服务中心、教育及管理配套、园区管理服务中心等。
上述共计 4.5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造价应不低于 8000 元/平方米。除卫生服务中心、
教育及管理配套应当在整体建成并装修完毕后交由区政府相关部门运营管理外，其余设施在保
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可由受让人统一运营管理，并与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签订运营管理协议，
落实相关管理标准要求。
（5）须引入至少一家经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等部委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并须向区商务委备案。
（6）须在地块内引入两家及以上具有资质的众创空间运营机构，推进“品牌化、专业化、
国际化”众创空间建设，以签订协议或获得企业授权的方式合作，须经区科委备案。
（7）为确保科创商务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受让方未能完成上述运营要求 5-6 条中任意
一条的情况下，本次出让地块内所有可售住宅、可售办公、持有年期届满后商业不允许出售，
受让方也不可通过变更股权的方式转让住宅、商业、办公等物业。
招拍挂办公室
徐汇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挂牌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