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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建设用地存量，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切需
要，更是高质量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市通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
城市更新改造，发挥土地级差收益，在优
化土地结构布局同时，有效改善城镇生活
居住环境，修缮、兴建城市公益基础设施，
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和街区，从而提升城镇
化质量，使城市更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
老百姓更加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文化新地
标、新名片，陶溪川文创街区就是我市盘
活存量用地工作的一项成功范例。

陶溪川文创街区项目以原国营宇宙
瓷厂为核心启动区，通过结构改造、环境
塑造、活力再造，植入多元业态，凸显文
化内核，形成以双创孵化、艺术展览、文
化传播、国际交流、教育实训、创意设计、
研学旅行等主打品牌和服务平台，汇聚
了1.5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创客，
是“年轻人的造梦空间”。陶溪川文创街

区融传统+时尚+艺术+高科技于一体，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生产与
生活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工业遗产成功
转型、文创产业发展升级的样本。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认真贯彻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各
项制度，为盘活存量土地，切实提高使用
效率，从2013年以来就积极深入开展闲
置土地处置工作。

在闲置低效用地问题较为突出的昌
南新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闲置
土地处置办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处置
的前提下，针对园区不同情况，采取“割、
削、调、促、收”“五字诀”进行创新处置。

“割”，即根据企业用地中的闲置土地和
因确实无力继续投资的多余部分土地割
回来，现已割回的土地面积为 362.0638
亩；“削”，即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和投资强
度，对已签约但没供地的项目削减拟用
地面积，从而达到集约节约用地，提高项
目落地率；“调”，即根据规划影响土地不
能用，园区把它调到规划内；“促”，即通

过园区优质服务，促动、促进企业追加投
资，实现企业增资扩建；“收”，即根据不
投资、长期不用、没计划、没打算的企业，
收回原来供出的土地，2019年至今已收
回398.9256亩。

如果说，处置闲置低效用地是治标，
那么，如何预防土地闲置就是治本。据
了解，在预防土地闲置工作中，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通过提高入园门槛，从投资
强度等方面严格要求，有效杜绝圈地、占
地行为发生。入园项目在签约前，先付
足额保证金，再签约，有效促进企业按规
定要求建设生产，确保土地不闲置。

在这一工作方法的指导下，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加
大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从
2013年至2020年，土地供应率得到了大
大提高，总供应 5908.2338亩，收回 34宗
土 地 面 积 合 计 3122.1707 亩 ，其 中
2803.8207 亩已供应，收回供应率为
89.8%，其中闲置 391.458亩，闲置率为
6.6%，有效地盘活了土地资源，切实提高

了土地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

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工作
中，坚持以“亩产论英雄”，有力推进“亩
产效益”综合评价，倒逼企业高效用地。
同时，聚焦高新区主业，结合产业准入、
功能区划，结合行业企业实际，确定了固
定资产投资强度、容积率、亩均税收、单
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R&D
等控制性指标。认真梳理历年来批而未
供、供而未用土地情况，建立台账，制作
批而未用土地地块范围图，实行“挂图作
战”，分宗制定消化措施。此外，在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方面，认真梳理历年来
供地情况，根据企业用地建设情况，就企
业履行入园协议、亩均税收、投资强度、
约定开竣工时间、建设情况等汇总梳理，
逐一分析比对，梳理出闲置低效用地 28
宗，土地面积总计约1400亩，按照“一地
一策”、分类处置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协同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联动协
作，土地清理处置工作实现稳步推进。

编者按：近年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对加强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积极围绕节约集约用地、加强
耕地保护、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今年6月25日第30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本报围绕今年土地日主题，特推出“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全面提升我市国土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

耕地是最宝贵的资源，是国家粮食
安全的生命线，是全国人民赖以生存的
基本资源和条件。

一直以来，我市人均耕地少、耕地质
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加强耕
地保护尤为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耕
地保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
的定海神针，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
课题，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
稳得住；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
红线要严防死守；强调资源开发利用既
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
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近年来，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先后多次对“甘肃祁连山生
态环境破坏”、“西安秦岭北麓违建别
墅”、“大棚房”、“违建别墅清查”等问题
做出专题批示，并责成各地严肃查处，充
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从严从重打击
各类农地非农化行为及守牢耕地保护红
线的坚强决心。2019年 3月 8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
强调了加强耕地保护的重大意义，嘱托
我们要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土
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土地违
法行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

如何强化耕地资源保护，自 2019年
7月起，我市着手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将构建绿色永续的生态格局作
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最重要的目标之
一，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资源保护，
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

在推进林地生态修复中，我市利用

现有的资金和项目，对天然林范围内的
疏林地实施封山育林，促进植被恢复；对
低质低效天然林和中幼龄天然林进行人
工干预，采取人工促进和自然修复相结
合，抚育复壮、补植补造等技术措施，不
断提升天然林的质量和功能。对山区丢
弃荒地、村庄空闲地、废弃工矿区、暂难
利用地的整治，可规划发展部分土地用
于林业生产，坡度 25度以上的，按照宜
林则林的原则，优先用于植树造林，增加
林地资源。

在加强水土流失治理中，加强退化
森林和残次林修复，提高林地生态系统
稳定性，开展昌江、乐安河岸线违法建设
活动整治，开展昌江、乐安河流域岸线生
态修复。

在推进水环境治理中，加强生活污
水治理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
程，2035年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全部达到一级A排
放标准，污泥处理处置率 100%；开展工
业污染整治，强化重点企业排污监管，深
入推进化工污染整治。强化农业面源污
染整治，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加大生物
农药补贴和生态种养结合模式推广力
度，开展低毒生物农药补贴试点。恢复
岸线自然生态系统，河道清淤，清理河湖
岸线违章建筑残留、滩涂碎石等；岸线植
被恢复，在岸线开展绿化工作，重视植被
类型配比，强化水土保持和景观功能，近
岸湿地栽种芦苇等水生物种，协助恢复
岸线自然生态系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进一步严
守耕地红线，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
保护。2019年省政府下达我市的耕地
保有量目标任务为 129.445万亩，2018

年末我市耕地面积 138.5876 万亩，较
2017年末耕地面积净增加1143亩，实现
了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耕地数量有增加
工作目标。全面完成了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划定数的确定、上报和数据的建立；
完成26个项目验收报备，新增耕地8101
亩。稳步推进 5个土地整理项目，涉及
面积16254亩。立项批复增减挂项目18
个，面积 4148.14亩,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3805.7亩。

据统计，2018年以来，我市通过土
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13601亩，
改善了耕作条件，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
善了农业生态条件，农业生产成本得到
了降低，既提高了农村村集体和农户的
经济效益，也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为我市经济建设，重大项目用地提供有
力保障。

土地开发项目的实施让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大幅提高，加快推进了传统农业
向现化化农业的转变。有利于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耕地
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
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达到了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效果。

以乐平市为例，该市 2019年实施的
临港镇古田村等 3个镇 7个村土地开发
项目，新增耕地面积686.4亩。该市丰茂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承
包了该项目的新增耕地，686.4亩新增耕
地全部用于油茶产业、中草药产业的种
植，目前已投入资金770万元，解决当地
村民就业 70 余人，人均增加年收入
15000元，预计三年后每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 280万元，完成利税 15.8万元。依
托农业产业形成的基地，带动了周边油
茶产业及中草药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当
地政府依托土地开发带业的红利，探索
持续增收机制，多途径促使农民增收。

2019年 8月 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
正案，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土管法由原8章
86条调整为 8章 87条。其中，保留了 38条，修改 42
条，删除6条，增加了7条。

近年来，为认真贯彻实施《土地管理法》，尤其是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及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合理利用、节约集
约、严格管理，既有效保护了耕地资源，又保障了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合理需求。同时，依托法
律顾问团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通“便民最
后一公里”，精简优化审批环节，提升审批效能，特别
是在用地用矿审批、不动产登记、“多测合一、多审合
一、多规合一”等改革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压缩审批
时间，切实提升行政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

在强化“资源保障”意识方面，全力服务国家试
验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重点项目建设，2019年
组织报批 40个批次 16071亩项目新增建设用地，充
分保障了全市重点项目及重大线性工程、学校公益
用地需求。同时完成了 6个批次 240.138亩农村村
民宅基地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审核报批，破解了农
民建房用地难问题；积极开展“节地增效”专项行动，
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同时制定了企业“亩产
论英雄”、工业“标准地”、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等 4个专项工作方案，并选定我市高
新区为“亩产论英雄”试点单位。加大了消化批而未
用土地力度。截至 2019年底，全市批而未用 27218
亩，批而未用率 28.37%。已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7713.95亩，消化周期从5.2年降为4.0年。同时2018
年用地报批 9702.68亩，已完成供地 6695亩，已使用
5234亩。目前，各县（市、区）正在加快批而未用土地
消化工作；2019年成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70
宗，出让总面积 4508.34亩，出让金 97.78亿（其中经
营性土地使用权 38宗，出让总面积 2547亩，出让金
93.53 亿元；工业土地使用权 32 宗，出让总面积
1961.34亩，出让金 4.25亿元）。完成市本级土地征
收69宗，面积3407亩。

在强化“亮剑执法”意识方面，建立了政府主导，
市、县（区）、乡（镇）、村四级耕地保护机制，层层签订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制定出台了《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政府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顺利通过了省级
对我市各县（市、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履行情况
检查，其中乐平市获得了全省 10个县（市、区）优秀
考评县市之一，获取120亩用地指标奖励。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部门以开展土
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为契机，严厉打击各
类国土资源违法用地行为，重拳遏制乱占、滥占耕地
之风。同时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加强日常监管，强化
源头预防，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成效明显，为我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两年来，共
立案查处案件146宗，面积1045.36亩，其中耕地面积
288.64亩，罚没款695.33万元，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责任追究，实现了既查人又查事，为全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管理秩序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张贝）

地生万物，贵比黄金。如何扎实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直都考验着各级自然资源管理者的能力和智
慧。

近年来，在破解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两难中，我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保护资源、维护权益，变难题为课题，积极探
索和总结节约集约用地和耕地保护新经验，提升土地资源的“含金量”，
走活走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这盘大棋，严防严守耕地红线这根底线，为
高质量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
强化“资源保障”“亮剑执法”意
识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守牢国家粮食安全生命线

节约集约用地

扎实做到节约集约用地 全面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率

保障耕地资源高效利用

土地复垦

基本农田保护牌

打击非法占用耕地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