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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陈芳） 今 天 是 第 28 个 全 国 土 地
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宣传主题
为“珍惜土地资源 建设美丽家
园”。

近年来，宁波市国土资源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批
示指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
工作新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引导社会公众牢固树立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土地的理念，切实提高全
民共同关注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

地、节约集约用地、建设生态文明
的意识。

每年的 6 月 25 日是全国土地
日。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我国第一部专门
调整土地关系的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为纪念这一天，1991年5月24
日国务院第 83 次常务会议决定，
从 1991 年 起 ， 把 每 年 的 6 月 25
日，即 《土地管理法》 颁布的日
期确定为全国土地日。“土地日”
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念
宣传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
保护土地而设立专门纪念日的国
家。

珍惜土地资源珍惜土地资源 建设美丽家园建设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陈芳 石黄磊） 从市国土部门获
悉 ， 截 至 目 前 ， 我 市 国 土 部 门
2018年重大项目已保障 148个、落
实项目用地5.1万亩。

今年以来，市国土资源局以
“改革推进年”“质量提升年”活动
为重要抓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专项行动
任务要求，牢牢把握在大局下行动
的向心力，在急难险重挑战下的执
行力，坚持“聚焦聚力聚智”的

“三聚”举措，上下联动、整体推
进，为我省加快大湾区大花园大通
道大都市区建设和宁波市“名城名
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用地保障。

聚焦中心，接好狠抓
落实的“接力棒”

建立三级联动保障机制。根据
市委部署要求，建立了以局党委

“一把手”任组长，班子成员为副
组长、处室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的助推“六争攻坚”行动领导小组
和重大项目用地服务保障领导小
组。重大项目用地服务保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三位
局领导担任，办公室下设 6个工作
小组。同时，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建
立了市局、区县市分局 （局）、乡
镇国土所三级联动联保的服务保障
格局，市县两级局领导分头领衔、
逐项推进，市局班子成员联系 136
个项目，通过建立高效快速的专项
行动协调机制，对疑难复杂问题实
施集中会商、会诊、会办。

列出应保尽保“三张清单”。
把摸清项目用地需求作为抓落实的
基础性工作来抓，局班子成员均带
队深入一线、深入项目、深入基
层，开展调研，并主动与市发改、
经信等市级有关部门和项目建设单

位对接，召开局长座谈会、用地形
势分析会等各类会议，对市级 440
个重大项目进行分类排摸、分类施
策，列出了服务保障重点项目需
求、问题、对策“三张清单”，并
按“一项目一对策”的要求拟订了
破解方案，确保所有涉土项目应保
尽保。截至目前，291 个项目提出
用地需求，涉及土地13.9万亩，其
中已保障 148 个 5.1 万亩，已报批
待征拆或供地 71 个 2.83 万亩，新
增用地需求 72 个、涉及新增用地
5.04万亩。

积极向上争取各类指标。在国
家实施新增建设用地减量化战略的
大趋势下，为破解中央环保督察和
海洋督察后对我市用地空间和占补
平衡指标双重挤压带来的用地保障
压力，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干部抱着
争抢的精神，利用一切有利时机，
主动争抢发展空间和用地指标。局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赴自然资
源部、省国土资源厅，积极争取各
类指标，第一时间派员参加跨省调
剂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培训，深入了
解政策要求，为争取指标做好准
备。专程赴省争取到 2018 年度扩
展边界内规划新增指标 3.17 万亩，
创近年新高、列全省第一。

聚力破难，按下有效
供给的“快进键”

千方百计破解规划调整难题。
严格落实中央“两个绝不能”（已
经确定的耕地红线绝不能突破，已
经划定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绝
不能占用），在全面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并实施特殊保护的同时,优化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全面完成市、
县、乡三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
善，为新材料科技城、临空经济示
范区、奥体周边区块、望江片区、

姚江二通道、环城南路西延等等重
点区块 （项目） 顺利落地创造了条
件。

千方百计破解占补平衡难题。
耕地占补平衡是当前项目报批的最
大硬制约。市领导多次赴衢州、丽
水等地对接，争取耕地指标、平衡
指标调剂，加快建立与湖州、嘉兴
等地的战略合作；市国土部门一个
月内北上、南下、西进，先后赴贵
州黔西南、吉利延边、新疆库车等
地对接，争取国家统筹补充耕地指
标和跨省域调剂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积极发挥市级指标调剂监管平
台作用，解决了部分区项目报批急
需。按照市本级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保障原则，市本级已为葛岙水库、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甬金铁
路、象山湾疏港等项目落实占补平
衡指标7000余亩。

千方百计破解项目供地难题。
在积极向上向外争取各类指标的同
时，立足自身，启动开展存量建设
用地盘活三年行动计划，用好存量
土 地 资 源 ，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 到
2020 年，全市将消化利用“批而
未供”土地 12 万亩，实施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5万亩，2017年年底
前形成的“供而未用”土地全部处
置完成，标志着我市土地要素保障
从主要依靠新增用地向先存量后增
量的用地保障模式转变。

聚智创新，跑出审批
效率的“加速度”

内外联动强化对接。深入余姚
梁弄镇横坎头村，学习总书记回信
精神，争取省批复同意开展“坡地
村镇”试点，该试点是今年全省唯
一一个。深入交通、水利、轨道等
重点用地单位，在国家政策要求调
整的情况下，指导、谋划项目用地

报批工作，为提高用地报批效率提
出意见建议。深入基层了解用地需
求，经与省相关部门沟通，创新性
突破规划实施方案一年一次的规
定，允许上下半年各报一次，以
加快项目报批速度；优化计划指
标使用方式，在国家年度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尚未下达前，预安排
计划指标 1.425 万亩，保障环城南
路西延、东延工程等急需项目用地
需求。

多 管 齐 下 提 质 增 效 。 依 托
“6+1”“9+X”会商会审平台，建
立健全重点项目“预研判”、进度
管控、定期会商、绿色通道、预审
前置等制度，形成市、县、乡三级
审批的“大提速”。杭州湾新区吉
利 PMA 项目 1950 亩土地提出计划
指标需求后，通过部门会商、开通
绿色通道、创新计划安排方式，使
项目从选址确定到项目用地获批仅
用了 30 天，为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争 取 了 时 间 。 江 北 区 银 亿 邦 奇
CVT 变速箱项目通过建立用地保
障专项小分队、启动快速绿色通
道、实行“专人负责、动态跟踪、
无缝对接”工作新模式，加速了项
目落地。

全力攻坚不动产登记“最多跑
一次”。依法依规对不动产登记进
行了“全业务、全流程”的整合，
实施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
革，将原先 3个部门分别办理整合
为一窗受理。以群众“早领证”为
出发点，在推进预约、查档、缴费
等自助式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按业
务类别重设职能部门、改变审核方
式等举措，不断压缩登记办结时
限。今年已实施两次提速，提前实
现市三区不动产登记一站式办理点
全业务两个工作日、部分事项 60
分钟办结，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
誉。

聚焦中心 聚力破难 聚智创新

加大用地保障力度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陈芳 石黄磊）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宁波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的
指示，立足耕地保护“种粮本质”

“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和“生态
优先”四大主题，积极打造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耕地保护成效显
著，耕地总量、质量总体平衡，新
增建设用地耕占比从 77%下降到
72%。

回归耕地“种粮本
质”，多方式推进耕地数量
质量保护

全面实施新增耕地垦造。逐步
形成市委托与区县 （市） 自行造地
为主的垦造耕地模式，利用自身优
势，围涂的45%用于垦造耕地，鼓
励优先垦造“水田”。2011 年至
2017 年，全市累计完成垦造耕地
17.25 万亩，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复垦土地0.56万亩，建成高标准
农田162.68万亩，实施旱地改水田
质量提升面积3.29万亩。

鼓励实施现有耕地提质改造。
为提升耕地质量，提倡机械耕作标
准化，结合粮食生产功能区、中低产
田改造、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等农
田整治项目，农业、国土、水利部门
共同合作，“十二五”以来累计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 162.68 万亩，打造
了以慈溪—杭州湾 10 万亩现代生
态农业区为主的多个集中连片、高
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建成区。

大力推进农业两区建设。建成
粮食生产功能区 80 万亩，制定宁
波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方
案，以都市农业示范区、主导产业
集聚区和粮食蔬菜生产功能区为平
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落实耕地保护“主体
责任”，构建耕地共同保护
机制

释放耕地保护主体功能。加大
现代农业支持力度，发挥资金引导
作用，倡导家庭农场建设，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搭建土地流转平
台，倡导适度流转、规模经营。

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每年
签订市、县、乡耕地保护责任书，
以耕地目标考核和奖惩机制为手
段，将耕地保护纳入审计、干部绩
效考核等，形成“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
联动”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

激励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全面
推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重点激励
参与耕地保护的村集体、种粮大户
和农户，2017 年度累计发放耕地
补偿 （含地力补贴和以奖代补） 资
金2.62亿元；实行耕地保护转移支
付，耕地保护专项资金向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重、高标准农田开展

好、耕地保护成效足的地区倾斜，
2018 年已经发放耕地保护专项资
金1.15亿元；探索耕地保护先进单
位激励，加大耕地保护优秀乡镇表
彰力度。

建立差别化的补充耕地指标价
格。对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耕地
设置 8个价格，引导用地项目避让
优质耕地。

促进耕地保护“管理
规范”，突出国土管理本质
职能

从严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

“十二五”以来单位建设用地 GDP
上升48%，实现年度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与存量盘活相挂钩。

从严查处违法建设用地。通过
“绿剑”“亮剑”行动，利用全天候
遥感监测、全时段土地巡查等，坚
决查处违法用地，特别是耕地上的
违法行为，目前，全市卫片违法比
例已经降至1.61%。

规范设施农用地、临时用地管
理。针对设施农用地、临时用地与耕
地保护的关联性，专门开展调研和专
项行动，指导规范做好审批管理。

推进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
利用供地前置手段，剥离可利用的
耕作层表土，推行“移土培肥”，
提高垦造新增耕地质量，2006年试
点以来，全市共计完成耕作层剥离
4万余亩，剥土厚度30厘米至50厘
米，剥离优质耕地耕作层 800多万
立方米。经测算，通过表土覆盖的
工程新增耕地质量等别一般集中在8
等至9等，高于常规性工程1个至2
个等别。

强化耕地保护“生态功
能”，提升耕地多功能价值

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全市
累计划定 276.65 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除确保粮食安全外，更加突出
永久基本农田的生态缓冲和都市农
业功能，促进城市周边形成生态边
界，引导城镇组团式发展。

引导发展都市农业、立体农
业。发挥耕地景观功能，积极探索

“种养结合”“稻蟹共生”等模式，
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
现种植户效益的有效提升。

合理安排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
发展空间。助力农村新业态发展，
探索农旅结合、乡村旅游，发挥耕
地多样性功能，鼓励都市周边休闲
农业发展，真正把乡愁留在农村。

鼓励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以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为抓手，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带动农村地区生态、农业、建
设空间布局优化，实现“山水林田
湖草路村”全要素整治，凸显耕地
生态价值。

严守耕地红线 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耕地保护的“宁波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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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陈芳)近日，市财政局和市国土资
源局下拨 3080 万元地质矿产专项
资金，对省、市重点工程和威胁
人数多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予以
重点支持，助推有关区县 （市）
按期保质完成我市废弃矿山治理
和地质灾害“除险安居”年度任
务。

我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以
山地丘陵为主，地质环境条件较为
复杂。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每年都
要受到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侵
袭，再加上山区不合理工程活动等

影响，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地质
灾害易发区面积 5400 平方公里，
占陆域面积的55%，主要分布在奉
化、宁海、象山、余姚、慈溪、海
曙、鄞州等山区。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去年
3 月，省政府召开会议，部署地
质灾害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我市
主动拉高标杆，制定出台“一年
攻坚、两年完成”的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和工
程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减
少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提前一
年 完 成 省 政 府 的 任 务 。 根 据 计

划，我市全面启动现有 140 处威
胁常住人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
治理，2017 年共完成地质灾害隐
患点综合治理 83 处 880 户，其中
威胁 30 人以上的重大隐患点完成
25 处 671 户，超额完成省下达任
务。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慢不得、等
不起。面对今年剩余的地质灾害综
合治理任务，我市在强化政策支
持、资金保障的同时，积极督促各
有关区县 （市） 按照省要求全力以
赴，实行挂图作战、对账销号，保
质保量完成年度治理任务，有关区

县 （市） 财政配套资金预计投入超
过3亿元。

同时，坚持“以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方针，开展以“防治地质
灾害，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进农村文化礼堂宣
传月活动，充分依靠群测群防，严
格落实防灾责任，编织好全市地质
灾害防治“安全网”，有效预防和
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力争年底完
成地质灾害“除险安居”存量清零
工作；届时，地质灾害危险区内
718户 1940余人将摆脱地质灾害威
胁。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为民安

我市全力打好“除险安居”收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