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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刚刚过去的一年，山东莒南县国

土资源局在该县县委、县政府和临沂

市国土资源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切实

保护国土资源为重点，以增强经济发

展保障能力为目标，以服务当地企业

经济发展为中心，努力提高国土资源

管理能力和水平，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明显进展，受到了企业的认可和肯定。

土地综合整治成效明显

为确保顺利完成上级批复全县的

增减挂钩工作任务，2013年上半年，对
全县上报的工矿废弃地项目进行汇总

并逐一测绘、筛选，统计各乡镇上报项

目 2250亩。
2013年，莒南县土地增减挂和农

村社区建设专线办公室对各乡镇（街

道）增减挂钩工作进行全面督导和考

核，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2013年，
莒南县共有 8个增减挂钩和工矿复垦
项目通过省厅验收，为全县争取了 340
亩增减挂钩和工矿用地指标。

此外，全县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成

效也十分显著，县大店镇 5万亩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农用地整治部分顺利通

过市级验收，建设总规模 3万亩的基
本农田二期土地整理项目完成并通过

验收，相沟乡、石莲子镇两乡镇市级土

地整治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此外，

2012年县级土地整治项目顺利通过验
收，新增耕地 1948.1亩；相沟乡基本烟
田土地整理项目完成验收，新增耕地

87.75亩；2013年，相沟乡张家石河等
九个村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完成初步规

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完成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初步规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工

作。

2013年土地征收和集约利用同样
成绩喜人。2013年以来，共组织上报农
转征土地 7个批次和 4个单独选址项
目共 1685.75亩；招拍挂出让土地 72
宗 2144亩，土地总价款 8.82亿元，实
现政府收益 5.60亿元。2013年 6月份
以来，按照上级要求开展了批而未供

和闲置低效利用土地清理工作，先后

组织召开全县土地执法共同监管联席

会议以及全县高规格的土地执法监管

和批而未供、闲置土地清理工作专题

会议，安排部署批而未供清理工作。目

前，莒南县 1489亩批而未供土地已全
部供地到位，供地率达 100%，圆满完
成专项清理任务。

强化执法监察
规范矿产资源管理

为强化执法检查工作，莒南国土

资源局采取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是加大了执法监察工作力度，召

开土地执法监管工作专题会议，认真

部署开展 2012 年度新增违法违规用
地整改和执法检查工作，从纪委监察

局、县政府督查室、财政局、人社局、

城管执法局等单位抽调精干人员组

成 2 个督导组，分别由县级领导带
队，对各乡镇（街道）违法违规用地整

改情况进行了 5 次督导；其次是完善
了执法监察网络。结合实际情况，调

整和健全了县、镇、村三级国土资源

执法监察网络，真正做到了违法违规

用地行为及早发现，立即制止；三是

落实共同监管责任，针对春、秋季农

村违法建房高发的现状，要求各乡镇

（街道）建立土地执法监察共同责任

机制，进一步加大动态巡查力度。通

过这些举措，有效地震慑了土地、矿

产违法行为，维护了国土资源管理秩

序。

为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管理工

作，局内加快矿业权整合和矿业权审

批发证工作。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发展

年活动，同时认真开展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地灾防治工作。为全面推进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起草编制了《莒

南县 2013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莒南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莒南县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实

施办法》，启动了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无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和地质

灾害发生。

此外，探矿权管理工作也是重中

之重。莒南县甄家沟地区多金属矿普

查项目、有方地区多金属普查项目、马

家峪地区金银矿普查项目顺利开工，

目前槽探都已结束。2013年 8月份，大
店镇地热井钻探成井项目通过市级验

收，该单井钻探深度为 1800m，水量约
150m3/d，孔口水温 45益左右。该地热井
钻探成功，结束了莒南县无地热的历

史，对于下一步开发利用全县休闲旅

游资源，提高整体品牌效应，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特别是温泉旅游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开展集体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局里利用新型无人机对全县建

设用地进行全覆盖航拍，采用高分辨

率的航摄影像通过外业加密像控点，

制作 1:1000正射影像图，再放大打印
1:500 的村庄影像图作为工作底图，
同时采用手持测距仪进行实地调查

和勘测定界，确保了外业测绘工作的

严谨、细致。

莒南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发证成果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7 日、8月 18 日顺利通过市级和省级
检查验收；2013年，全县辖区共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 123 宗，登
记面积 1979681.6 平方米（2969.51
亩）; 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 110
宗 ，登记 面积 206775.80 平方 米
（310.16亩）；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
记 224 宗，抵押面积 3789751.13 平方
米（5684.60亩），抵押金额 91632.40
万元。

2013年，莒南县不断加强作风建
设，制定下发了《莒南县国土资源局

廉洁从政规定》、《廉政谈话制度》等

规章制度，召开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和开展治理“庸懒散”专项

活动动员大会，积极开展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同时开展服务企

业“四比四看”、“政策措施落实年”活

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积

极开展深化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

众活动，使得国土部门的形象得到了

进一步提升。

涂久红 尤洪宝 魏育泓

莒南国土资源局 2013亮点频闪
提升国土部门形象，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盘活存量土地 推动莒南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开展节约集约用地，既是当

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近年来，莒南

县始终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节约集约

用地作为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环节，

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

与依法管地、保护耕地的关系，促进土

地集约高效利用。

严控建设用地增量
提高利用效率

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莒南

把土地供应的市场化运作，作为实现

土地优化配置、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

根本途径。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大

力实施国有土地储备，全面推行以招

拍挂方式向社会供应土地，提高土地

拍卖比率。对改造腾出、收回及收购的

土地，及时重新确定用地性质，公开进

行出让，有效地防止了暗箱操作和违

规问题的发生，全县招拍挂出让率达

100%。
按照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莒南

县加强新增工业项目用地准入监管，

促进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同

时要求工业用地容积率不低于 1.0，建
筑系数不低于 40%。建立节约集约用
地与土地使用税收挂钩制度，将节约

集约用地指标纳入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考核。为规范土地开发利用秩序，莒南

县加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力度，从严

执法。坚持“预防为主，事前防范和事

后查处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严格执行

巡回检查制度，搞好土地利用和管理

的全程监督。

盘活存量用地
拓宽经济发展用地空间

多年来，莒南县在盘活建设用地

存量上不断推出新的举措。一是对

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

满 1 年未动工开发的闲置土地，征
收土地闲置费；满 2 年未动工开发
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二是对低

效利用土地一方面督促企业加大资

金投入，对大面积未利用的土地采

取等价置换、协商回购、二次开发、

收购储备等方式，重新收回安排使

用；三是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将低效

利用土地的企业纳入黑名单；四是

鼓励新引进的项目使用闲置厂房或

存量建设用地，由县政府协调有关

部门从轻收费、从快办理手续，并从

地方税收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以

鼓励企业挖掘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节约集约用地。

莒南县把土地增减挂钩工作作为

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县领导安

排部署，并进行现场督导。各部门协调

配合，共同推进。近年来，全县已有 51
个增减挂钩项目、3批土地复垦置换项
目和 2012 年工矿废弃地复垦调整利
用项目中 28个项目的 27个项目全部
通过省级验收，完成拆旧面积 4989.29
亩，节余建新指标 4163.39亩。

低丘缓坡土地
综合开发利用一举多赢

2012 年 6 月 28 日，莒南县低丘
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专项规划顺

利通过国土资源部审查，莒南县被确

定为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国

家级试点单位之一。经过考察调研，

省政府批复莒南县试点开发规模为

1484.89 公顷，此后，山东省国土资源
厅批复了试点实施方案，确定莒南县

的开发规模为 135.01公顷。通过有序
开发利用低丘缓坡，每年新增耕地可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约 503.80 万元，对
莒南县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莒南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再推进

随着城镇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农

村人口进一步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

住，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发展

用地成为大势所趋。山东莒南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土地增减挂钩和农村社

区建设工作，多措并举全力推进新农

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一是健全机构，实施常态化监督

检查。该县土地增减挂和农村社区建

设专线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

一季一小结的督导推进机制，保证项

目按节点、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加

大考核奖惩力度，将增减挂钩工作纳

入县科学发展考核。

二是明确目标，抓好项目分类实

施。全力完成每个乡镇（街道）实现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 200亩以上、确保全
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3000 亩目标的
同时，加大空心村、自然村的实施改造

力度，重点对工矿废弃地项目排查、筛

选、报批、复垦，争取获取更大的指标

突破。

三是多方融资，化解资金瓶颈制

约。莒南县一方面加大政府融资力

度，以土地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或通

过专门的融资公司融资，或通过招拍

挂出让土地，确保政府对增减挂钩资

金投入及时；另一方面，以镇村为主

筹集资金，引导群众缴纳楼房预付

款，探索农户贷款模式，推进整体搬

迁村工程建设。同时，加强挂钩指标

的使用管理，抓好企业用地规模、投

资强度和容积率，在实现节约集约用

地的同时，大幅度提高政府收益，形

成资金良性循环。

四是为民谋利，切实维护群众权

益。莒南县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杜绝

借挂钩之名，谋取个人利益，损害农民

权益的行为，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运行

机制，实行“阳光操作”。同时，充分考虑

农民的长久之计，为农民提供免费的职

业技能培训，搞好新型高效环保养殖、

种植，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程丽

2014年再发力
破解国土执法监察难题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是国土资源保护的重要

一环。一直以来，山东莒南县国土资源局深刻分析形

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

千方百计破解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面临的难题和

矛盾，使得土地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对当地经济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杜绝违法占用耕地及“两高一资”项目用地

为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莒南县国土资源局

不断采取新的监管策略。首先是健全保护机制，创新

管理方式。包括建立土地违法预防发现机制，将土地

执法的关口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同时建立健全土地

动态巡查报告制度，加强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完善土
地违法行为举报、受理、纠正、处理办法，对违法行为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及时将土地违法行为

遏制在初始阶段。同时完善建设用地全程监管制度，

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其次是坚持开源节

流，实现占补平衡。认真贯彻保护土地的基本国策，

大力实施土地开发整理、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增减挂

钩项目，增加耕地面积，要将这些项目作为可持续发

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各地政府把

保护耕地作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切实保护耕地，莒南县国土资源局更是加强执法

力度，强化耕地保护。

而在项目用地方面，莒南县国土资源局也采取

了更加切实有效的举措，如提高点供项目准入门槛，

对企业类型和投资强度等进行严格筛选界定，在选

好项目上下功夫，同时严格落实“一张图管地”工作

方针，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统筹和管控作用，以

集中布局促进集约发展。

此外，莒南县国土资源局还实行差异化的供地

政策，围绕调结构转方式发展要求，重点保障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项目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集约节约水平。在土地利用方面同样

加强监管。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环保利用土地始终是

莒南县国土资源局常抓不懈的重点。

水土流失、沙化、土地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对人类的生态和发
展构成了威胁。莒南县国土资源局强化土地利用环

保预审制度，完善土地利用环评审核机制 ,使生态系
统循着良性方向发展 , 使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在土
地利用上得到统一和协调。

以人为本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

土地管理工作必须尊重群众意愿，多年来，莒南

县国土资源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充分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新农

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莒南县国土资源局把维

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尊重群

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严格依法依规征地，确保被征

地农民生活质量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同时，加

快推进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严格征地程序，维护被征地农民

合法权益。

为全力做好群众安居工程，莒南县国土资源局

将加快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明确目标任务，倒排工

期，加快新农村社区工程建设实施进度，要统筹谋

划、注重方法，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要扎实做好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等基础性工作，妥善解决好先拆后建、

困难户、老年户的安置问题，以及水、电、暖、气上楼

和养殖区、农具存放区等配套设施的问题，要确保工

作过程中公开、公正、透明，要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

加大考核奖惩力度，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叫停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

无证勘查矿产资源的行为危害极大，为严厉非

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国土资源局对每一宗违法违

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都严格按照“既处理事，

又处理人”的原则，根据违法情况，依法追究当事人

的相关法律责任，确保违法违规勘查开采行为的查

处整改落实到位。同时，对超层越界的开采行为责令

退回采矿许可证，依法进行处罚。拒不进行整改的，

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

对无证采矿、超层越界开采和以采代探造成矿

产资源破坏，以及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采矿造成矿

产资源破坏的，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莒南县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 年将
积极主动加大土地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强化责任

落实，积极研究落实土地执法监管责任机制，充分调

动县、乡镇、工作区及村居等四级负责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提高国土资源执法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严厉打击国土资源领域各类违法行为，在全社会形

成对国土资源管理的高压态势，促进国土资源管理

秩序实现明显好转。

涂久红 尤洪宝 魏育泓

涂久红 尤洪宝 魏育泓

莒南县矿产开采后，矿区得到及时复垦，农业气象展现一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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