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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地处江苏最西北四省七县

结合部，总面积 1449平方公里，人
口 116万，是全国著名的“红富士苹
果之乡”、“牛蒡之乡”、“木线之乡”。

全县煤炭储量 5亿吨，盐矿储量 220
亿吨，钾矿储量 20.7亿吨，占全国储
量的 1/5。

近年来，随着丰县的发展，土地

资源需求刚性上升和土地资源供给

刚性制约的“两难”局面和“双重”压

力更加突出。为破解两难命题，丰县

县委、县政府以争创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为目标，以加强土地管理制度

建设为保障，土地管理工作得到极

大的改善和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用

地需求得到有效保障，有力地促进

了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自

2008年以来，丰县连续五年被授予
“江苏省土地执法模范县”荣誉称

号。

构建共同责任机制方

土地管理思路在党委，责任在

政府，落实在部门。只有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部门通力协作、群众依法守

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执法“两

难”问题。为此，丰县在构建共同责

任机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

索。

明确各级党委领导责任。将各

级党委纳入土地管理领导责任范

畴，实行党政同责。出现问题，首先

问责党委或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党

政同责，有力促进了全县土地管理

组织领导能力的持续增强。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横向

上，明确县政府牵头，相关单位结合

各自职责，对土地管理工作齐抓共

管；纵向上，明确镇政府、村委会、社

区委员会为本行政区域土地管理的

责任主体；考核上，量化目标考核，

严格奖惩，土地管理实现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全面管理。

落实相关部门协同责任。将土

地管理任务、责任分解到国土、规

划、建设、发改、环保、供水、供电、工

商、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公检法

以及纪检、监察等机关，土地管理实

现了从“一家管、大家用”到“大家

管、大家用”的根本转变。

发挥国土部门牵头责任。丰县

国土资源部门充分发挥牵头责任，

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政策倾

斜和用地支持，全力做好资源保

障；另一方面，推行“四个一”执法

监察法，即苗头问题第一时间处

置、国土所长第一责任人、案件查

处一包到底、巡查过错一律问责，

最大限度地将苗头性违法违规用

地看住、管死。2012年,全县共发生
各类违法违规用地的 164 宗，其中
第一时间发现就达 149宗，第一时

间发现率 90%以上。

更新服务发展思路

面对“两难”命题，丰县着眼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人多地少的

土地县情出发，把保增长与调结

构、积极服务与严格管理有机结合

起来，努力构建科学发展新机制。

用足政策，争取增量。五年来，

累计争取用地指标 13000 余亩，有
效保障了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以及

重点项目、扩内需项目和民生项目

的用地需求。

节约集约，控制总量。县政府专

门发文，明确要求，除特殊生产工艺

外，新建厂房一律建两层或多层厂

房，对建设多层厂房或利用现有土

地改建、扩建的，从基础设施配套费

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性收费上

进行减免。

拓展载体，放大流量。大力开展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开发复垦、

万顷良田等工作，统筹城乡发展，置

换建设用地指标，缓解用地计划不

足压力。

创新举措，盘活存量。丰县相继

对近 20宗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
期限的项目下发了《限期开工建设

通知书》；依法收回闲置土地 580余
亩；盘活利用空闲和低效利用土地

40余宗 1210余亩。

转变执法监察举措

为有效破解土地执法难题，丰

县在持续保持土地执法监察高压态

势的同时，积极探索遏制违法用地

新机制，全县 119万亩耕地红线得
以有效坚守。

推行联合制止机制。对未取得

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项目，国土部

门及时发函到涉地相关职能部门，

建议不予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或停止

相关行政服务。仅 2012年，丰县国
土资源部门就发送《协作配合制止

违法用地函》20
余份，有效制止

各类违法违规

用地 137宗。
构建联合查

处机制。 2012
年，国土部门会

同各镇及公安、

规划等部门，联

合执法百余次，

动用挖掘机、铲

车等大型机械，

有效制止和拆

除违法用地 137
宗，退还土地近

200亩。
落实联合办

案机制。 2012
年，国土部门共

向纪检监察部

门提起党政纪处分建议 6人次，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20 余件次，向
财政部门移交有关将没收资产申请

30余宗，全部落实到位。
探索基层自治机制。近年来，丰

县相继公开聘任了 360名村级基本
农田管护员和土地执法协查员，进

一步健全完善了县镇村三级土地执

法动态巡查联动网络。

推行维权维稳战略

近年来，丰县坚持把维护社会

稳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化解涉地

信访矛盾，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涉

地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不断提升

创建工作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

转变涉地信访工作机制。推行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探索重大事项

领导包案、四套班子领导值班接访、

带案下访，县委县政府督察室跟踪

督办的方法，构建国土资源信访“大

格局”，充分发挥镇政府及基层民调

组织的作用，化解各类土地信访积

案。仅 2012年就化解积案 10余件，
全部实现停诉息访。

畅通涉地信访诉求渠道。不断

加强“12336”国土资源违法举报热
线基础建设、制度建设，确保 24 小
时畅通。所有“12336”电话，保证第
一时间接听后第一时间处理。

规范土地征收补偿行为。认真

排查土地征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

节，征地过程阳光操作，严格执行

“两公告一登记”和预存征地补偿

款制度，依法召开听证会，按照《丰

县征迁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实施方案》将被征地农民基

本生活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仅

2012年，丰县就实施集体土地征收
140 宗，面积达 3002.128 亩，涉及
58 个行政村、100 多个村民小组，
未出现一宗因征地补偿引发的矛

盾纠纷。

五年来，通过创建，丰县优化了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升了经济社

会运行质量，实现了保护资源和保

障发展的大丰收：“保红线”效果显

著，连续 5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有
余，全县耕地在 114万亩的基础上
持续攀升，至 2012年年统计年度，
全县耕地保有量已升至 119 万亩；
“保发展”成效斐然，徐济高速、丰沛

铁路、保障性住房、农民安居、公租

房、廉租房等一系列重要基础设施、

民生工程和锡丰产业园、电动车城、

丰城盐化工、建滔能源、高新产业园

等一大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顺利落

地，全县城镇化率逐年大幅提升；

“促转型”持续深化，节约集约用地

新机制基本形成，亩均建设用地

GDP 由 2009 年年统计年度的 2.87
万元攀升至 2012年的 5.81万元。

史良

丰县：把土地管理纳入“制度的笼子”

在江苏省丹阳市管山村，原来

一片被当地村民几十年来开矿采石

废弃的丘陵山地，如今却有一家当

地的农业发展公司，投资数亿元资

金，在那里打造了一个国家级生态

旅游度假区。

“靠山吃山”
导致生态与发展难题

丹阳市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

长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圈腹地，属苏

南经济板块。受上海都市圈和苏锡

常都市圈的辐射影响，处于南京都

市圈的城市发展辐射范围。以丹阳

为中心的 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等距
离分布着 40多个大中型城市，人口
密集，市场广阔，是长江中下游苏、

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交通结点，区

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物流顺畅，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管山村

是丹阳市后巷镇的一个行政村，这

个村地处丘陵地带，村级经济基础

较为薄弱的。行政村辖区内的 8个
自然村 4076口人耕种着 4200余亩
耕地，另外还有 4000余亩土地均属
荒芜的岗坡地、开采矿石留下的废

弃宕口和丘陵山体。这些荒芜的土

地大都集中在管山、九灵山、鸡笼

山、舟山等山体范围内，方圆数公里

内没有人烟和村庄，被当地人称之

为“一块被遗忘的处女地”。

改革开放初期，当地村民基本

靠开山采石维持生计，长期以来的

“靠山吃山”，让这一带的丘陵山区

因为过度开采变得满目疮痍。2008
年，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推进生态

市建设，丹阳市政府关闭了所有的

采石宕口。采石场关闭后，管山村的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与后巷镇其他行

政村相比，差距极大。且这处丘陵山

地多为废弃宕口，碎石满地，时有浮

石滚落，安全隐患治理与水库清淤

一度成为该村集体经济的沉重包

袱。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打破自然

条件限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化解

“修复环境、复绿家园”和村民发家

致富的双重难题，不仅成了困扰当

地镇村干部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成

为压在管山村一些有识之士心头沉

重的石头。

因地制宜
推进荒山复绿工程

在这些为家乡的未来深深忧虑

的人中，有一位姓管的青年人，他曾

经多年在这块土地上从事矿山开

采，是当地有名的“石老板”。有一

次，他到浙江安吉旅游，却无意中发

现当地同样是山区，但是旅游业却

做得非常成功。于是他萌生了利用

废弃宕口和荒山荒坡，大手笔推进

荒山复绿工程，使这里恢复青山绿

水，并逐步打造成生态休闲旅游度

假区的大胆想法。

他认为，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

今天，假日里有限的城市公园和风

景区拥挤的人群，已经不能满足人

们对休闲和旅游的心理要求，人们

迫切需要到郊外农村寻找新的旅游

空间，欣赏田园风光，享受乡村情

趣，实现回归大自然、陶冶情操、修

养健身的愿望。而旅游度假区的建

设符合了人们对慢下来、停下来的

需要。江苏目前省级度假区只有 7
家，其中包括国家级度假区 2家，丹
阳市乃至整个镇江地区目前还没有

旅游度假区。

管山山体有着独特景观功能，

它是丹阳“齐梁文化”风貌特征的构

成要素，也是一幅幅秀丽的画卷。丘

陵山体上曾经生长着无数高大的乡

土树种，其中几十个品种如今已成

为濒危树种和珍稀树种；抗日战争

时期，这片丘陵山区是新四军的红

色根据地，管文蔚同志率领的一支

抗日队伍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革命事迹；管氏家族也因这片

土地诞生了数十位革命英烈和历史

名人。这些由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

劳动力资源、珍稀树种资源和红色

旅游资源组成的管氏文化，为开发

打造具有丹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

提供了特有的土壤和基础条件。

经过对市场的考察和调研，村

民意识到，管山的旅游业要想发展，

就必须充分亮出自己的特色，只有

打造大项目和大品牌，才能发展管

山旅游，才能引导丹阳旅游业走向

辉煌。

就这样，江苏禾晟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勇挑时代重担，担当了投资

开发丹阳管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的重

任。要搞生态旅游度假区，首先就必

须为荒山披上“绿新装”。为了高标

准实施好荒山复绿和景区建设，禾

晟公司不惜花费巨资，邀请了东南

大学的专家团队帮助规划这一项

目。除此之外，他们还请来南京地质

勘探队对整个管山进行细致的勘

探。可喜的是，勘探过程中发现了温

矿泉，该温泉不仅富含对人体有益

的矿物质，而且出水量大，每天可提

供 2500 立方米温度达 48益的优质
水源。温矿泉的发现，对于苦苦寻找

旅游亮点的禾晟人来说，无疑是一

个巨大的惊喜，同时也更加增强了

他们打造生态旅游度假区的信心。

造福于民的善举必然会得到社

会各方面的支持和认可。管山生态

旅游度假区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

2011 年 1月 18 日该项目顺利通过
专家组的评审，同年 2月聘请专业
公司作出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3

月 5日由丹阳市环境保护局进行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3月下旬
由丹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用地报

告，3月 31日，经丹阳市规划局对项
目总体规划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

审核报告。2011年 4月，该项目获丹
阳市政府行政批复，同月通过了丹

阳市发改委和经信委的项目核准。

至此，管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如

同一个初生的婴儿般，带着管山人

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终于合法诞

生。

特色兴业
冲刺生态修复示范基地

管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

6385亩，计划总投资 8亿元人民币。
整个度假区主要分主入口服务区、

商务休闲区、高端度假区、民俗体验

区、产业配套区、生态修复示范区、

生态预留区等七大功能板块区。其

中包括：游客服务中心 2190 平方
米，岩壁酒店 11930平方米，温泉浴
场 4640平方米，舟山会所 4040平
方米，管山一号 3000 平方米，管氏
文化村 8415 平方米，美食一条街
6551平方米，演艺中心 532平方米，

乡村客栈 10894平方米，宕口水街
6483 平方米，新农村建设示范区
16875平方米以及管山旅游度假区
主干线。

度假区一期工程自 2011 年 8
月 17日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经投
入 1.5 亿元，原有的 3000 多亩荒
山、废弃的近千亩采石宕口山体上

已经披上了“绿装”。共栽种新品梨

树、桃树、杨梅、枇杷等应时鲜果

700多亩。樱桃、枫树、榉树、桂花、
观赏竹等良种苗木 1400多亩。与此
同时，项目区租赁的 120多亩舟山
水库经拓展后将扩大至 250 亩，水
库四周的山头壁上还将增设高山流

水瀑布……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

香、瓜果满园、生态宜人的旅游度假

区和生态修复科技综合示范基地的

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生态旅游度假区的

兴建，将可极大地促进当地农民转

化利用现有空间资源和绿色资源，

就地发展第三产业，拓宽了劳动力

转移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禾晟

公司负责人介绍，将来度假区至少

可以解决当地 450名村民的就业问
题，而且劳动环境优越、劳动强度较

低，并且人均年收入将会达到 4万

元以上。

在采访中，江苏禾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管山

生态旅游度假区有着很好的区位优

势，度假区以北紧邻 122省道，东靠
338省道，以南是胡高公路，交通十
分便捷。从镇江到丹阳可以通过沪

宁高速、312国道、338省道到达，也
可以通过沪宁高铁 12 分钟即可到
达。他希望全国的朋友有机会都能

来度假区做客，感受一下当地村民

的热情以及他们让荒地复绿、青山

换颜的豪情。

展望未来，江苏禾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满怀信心地告诉记

者，再过三年，到 2015年，管山生态
旅游度假区整体业态将基本成型，

观光度假、商务接待、运动休闲等功

能也将得到充分发挥。那时的度假

区将基本打造成为以生态修复为基

础，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以管氏文化

为内涵，以高端度假、乡村休闲为主

题，融山林观光、乡村体验、温泉度

假为一体的江苏省知名高端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和高端商务洽谈会议

基地，成为省级旅游度假区，最终成

为国家级生态修复科技综合示范基

地。

荒山造景铸新天

胡峻岭 本报记者 张进山

转变用地观念，创建管理制度，连续五年被授予“江苏省土地执法模范县”称号

江苏禾晟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

荨江苏省国土资源厅领导在丰县国土资源局负责
同志陪同下实地检查丰县模范县创建情况

管
山
自
然
风
光

▲丰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渠波走进政风行风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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