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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打造实施乡村振兴建设“ ”的新引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一篇刚起笔的大文章。省

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
要指示精神，提出了“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谋得深一层来谋
划推进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群众满
意导向，部署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对乡
村生态、农业、建设空间进行全域优化布局，对农田进行连片提质
建设，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集中盘活挂钩利用，对新农村建设和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进行集约精准配置，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统一
治理修复，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

2018年以来，我市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耕地
得保护、生态得改善、发展得空间、百姓得实惠”目标，加快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着力实施村庄整治、农村存量
建设用地盘活和矿山环境生态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目前，全市已
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15个，涉及建制村75个，
区域总面积45.3万亩，预计工程完成后，可垦造耕地3980亩、旱
改水 2226亩、建设用地复垦 1565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31026亩，
矿山整治1680亩。

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按照“生态优
先、保护优先、节约优先”原则，一个
规划引领、一个方案统筹、一个平台
实施，对各类土地资源开展全要素、
多手段、高效益整治和修复。

坚持“一个规划”引领。以多规

融合为理念，根据乡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衔接
城镇区域规划、村庄布点规划、生态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规划，并按照

“可以操作、可以落地、可以承受”的
原则，整合不同规划目标和农民发
展诉求，编制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作

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实
施依据。全市共完成 12个村的土地
利用规划编制，其中北仑、鄞州已完
成工程所涉及村的土地利用规划编
制，镇海、奉化、宁海已完成部分村
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其余区县

（市）正在编制。
坚持“一个方案”统筹。各区县

（市）以村土地利用规划为基础，因
地制宜编制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
案，合理确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目
标、整治模式、整治工程。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突出“全”和“整”，紧密结
合当前我市开展的一系列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点工作，做到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与耕地保护、产业发展、美丽
乡村建设、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有
机融合，全域整治、全面提升。全市
15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均已
完成了实施方案的编制，江北、北
仑、慈溪、象山已由县级政府行文上
报省全域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其
他实施方案已报省审查，进一步修

改完善再正式上报。
坚持“一个平台”实施。全着力

搭建一个全要素投入保障的全域土
地整治平台。组织保障方面：市级层
面，正在积极构建由党政领导挂帅、
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
市国土资源局成立了工作班子，建
立局领导联系项目制度。县级层面，
也正在建立相应工作协调机构。政
策保障方面：市级层面正在制定指
导意见，将在计划指标奖励、农村
产业用地保障、指标调剂收益分
配、示范项目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
扶持。区县 （市） 层面，也在逐一
研究各领域项目扶持、资金整合、
金融支持、土地利用和改革创新等
相关政策，将资金、项目、政策和
改革举措整合到整治平台上，制定
相应配套政策，做到精准施策。技
术支撑方面：区县 （市） 在具体编
制实施方案，咨询规划建设、文化
旅游、生态环境、乡村治理等相关
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并组织相关部
门和专家的论证，做到土地整治与
相关领域的跨界融合。同时，区县

（市） 之间利用工作平台经常性开
展交流，相互取经，组织到杭州、
嘉兴、衢州等地进行学习考察，边
摸索边推进全域整治工程。

高站位谋划高站位谋划 优化乡村用地空间布局

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体要求，先行选择部分工作基础好、
代表性强的地区开展示范建设，尊
重自然、尊重差异、尊重实际，对接
后续土地利用诉求，因地制宜创新

“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存量盘
活、产业融合、乡村旅游、现代农业、
特色业态综合体、矿地综合利用”模
式，多种模式组合在一起实施推进。

以“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的梳理改造型整治为主打。如，象山
县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治理修复，
加大对村庄内“一户一宅”“应拆未
拆”、违法建筑的拆除力度，促进村
庄面貌更新和群众居住环境改善，
同时积极推进建设用地复垦，复垦

产生的用地指标优先落实农民建房
需要，有节余的有偿调剂到其他地
区，既增加当地村集体经济收入，又
拓展异地发展空间。象山县已梳理
村庄 400 个，清理“一户一宅”2.17
万户，腾出宅基地 4300 亩，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 5030 亩，一揽子解决

“村庄规划、危旧房治理、农民建房”
等历史遗留问题，每年减少建设占
用耕地500亩。

以“土地整治+存量盘活”的宅
基地换房型整治为主打。选择城镇
规划区内的条件相对成熟的村庄或
城郊村庄，开展“宅基地换房”试点，
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运作
增减挂钩政策，将指标调剂到城镇
使用，或者节约的建设用地实行土

地储备，进行再开发使用，为下步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
如海曙区集士港镇四明山村、鄞州
区姜山镇井亭村、慈溪市横河镇大
山村、宁海县山头应村、象山西周镇
上张村等整治工程，将拆除了自然
村，集中建设了新村，一增一减，可
节约大量土地，原自然村的建设用
地复垦成水田，使周边耕地集中连
片。

以“土地整治+产业融合、乡村
旅游、现代农业”等发展特色业态综
合体为主打。如，余姚市梁弄镇利用
横坎头历史文化和四明山自然资
源，打造红色旅游景区以及会务、影
视、培训、农业实践、民宿等一批产
业。奉化区西坞街道开展以金峨村

为龙头，结合当地的花木、农业为主
线，配套旅游观光为主要特色的整
治。象山县晓塘乡开展实施雁鹅塘
地块“咸改淡”项目工程，将原先的
咸碱地生态修复为水田，形成 3200
亩连片的耕地，发展以生态为主导
的精品农业，扩大生态农业观光园。

以“土地整治+矿地综合利用”
的生态修复型整治为主打。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
环境修复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一项重点内容，加强田、水、路、林、
村、矿的系统治理，实施一批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程，提升生态宜居水平。
省级矿地利用试点项目——东钱湖
金童山矿区，区域内原有 6家矿山，
分属东钱湖和鄞州区管辖，我市协
调东钱湖管委会和鄞州区政府，将
这 6个矿山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矿
地项目，投入1.2亿资金进行政策处
理，可开采石料 4300 万吨，采矿权
出让即可获利5亿元以上，6年后可
得到1760亩建设用地。

多模式创新多模式创新 探索“土地整治+”路径 东海之滨——象山，三面环海、两港相拥，是国家首批生态文明
示范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今年以来，象山县国土资源部
门以增存挂钩为抓手，以节约集约用地为主线，做好土地文章，盘活
沉睡资源，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率先进行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取得积极成效，得到了中央农业农村部、省
市有关领导充分肯定。

梁弄镇花海里的波斯菊点亮新农村

宁海县长街镇九江村多彩农业项目工程宁海县长街镇九江村多彩农业项目工程

鹤浦镇小百丈村有老石屋、
水库、百亩茶园、千亩柑橘园和
张苍水兵工厂遗迹等资源，但许
多宅基地和农房一直闲置,村集体
经济较薄弱。今年 4 月 24 日该村
颁发了全省首本宅基地“三权分
置”不动产权证，成功引入安可

公司通过租赁村内闲置宅基地和
农房，投资 2000万元开发精品民
宿，村集体每年享受公司项目利
润的3%分成，预计村集体经济每
年增加收入 10万元。该团队将投
资约 7000万元建设精品民宿和一
所环保主题的自然营地。

■旧农房变度假乡墅

象山：
以“三权分置”

撬动“全域整治+”

晓塘乡西边塘村全村域面积
9066 亩。针对耕地利用碎片化、非
农化、抛荒等问题突出，该乡率先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预计
可新增耕地面积 910亩，新增水田
面积 772 亩，复垦 57 亩，最终可形

成 3200 亩连片的耕地。整治工程
重点推行“土地整治+精品农业”，
组建雁鹅塘开发公司统一整治、统
一流转、统一开发，全力打造规模
精品农业。目前已流转 300余亩水
田，产生经济效益40多万元。

■荒坡地变绿洲良田

儒雅洋村是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结合文化保护与土地综合利用，
以“土地整治+三权分置+坡地村
镇”为抓手，引进乡伴文旅团队
和浙旅投古村落保护基金联合开
发。西周镇上张村村庄建设总面
积 105 亩，建设用地可生态复垦
耕地 70亩，产生的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用于保障剩余居民

安置用地6.5亩，及西周镇重点项
目儒雅洋新村和乡伴旅游配套用
地 20 亩，余下的县里统筹使用，
解决了用地问题。同时通过宅基
地“三权分置”，流转取得宅基地
使用权和房屋使用权 11处，涉及
用地面积1144.17平方米，建筑面
积 1148.1 平方米，合同约定、登
记颁证让农户和投资方吃了一颗
定心丸。

■古遗址变田园山居

土地综合整治让田成片土地综合整治让田成片、、路成网路成网、、树成林树成林

北仑区春晓爬山岗废弃矿地华丽转身国际赛道

美丽宁波美丽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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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建立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镇村实施、群
众参与”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把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打造成实实在在的
民生工程。

加强资金统筹。深入开展土地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公路建
设、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危旧房
改造、平原绿化、电力、通信、燃气等
相关涉农资金整合，并安排一定比例

的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强化资金保
障。鼓励以奖代补、委托代建、先建后
补等方式，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根据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实
施方案，规范有序参与单体工程实
施。各级政府在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各项要求的前提下，与金融机
构合作，取得融资支持。

突出村级主体。在全域整治过程

中，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村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实施主体，由乡镇政府去组织
引导、主导，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和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收
益权，让农民共享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成果。对整治产生的土地
指标，采取政府回购等方式给予村集
体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用于当地村
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改善，促

进村庄整治、村民增收。
强化宣传督导。邀请市级主要

媒体走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广泛宣传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工程的重要意义，及时总结宣
传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为实施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将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纳入区
县（市）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考
核。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检查、通
报各区县（市）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充分利用各类平台系统等监管手
段，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全程监管，确
保综合整治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全方位统筹全方位统筹 凝聚攻坚破难工作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