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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湘潭、株洲 摸排 乱占耕地

10 月 6 日-7 日，厅党组成员、省自然资源副总督察李全胜深入湘潭、株洲，
调研督导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排工作。

李全胜一行到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和平村、湘潭县杨家桥镇金笔村、株洲市
天元区雷打石镇先锋村等地督导， 要求既要开展好 7 月 3 日之前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的摸排工作，又要落实“八不准”文件精神，严控 7 月 3 日之后的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问题；既要宣传严格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又要宣传保障农村
合理用地需求；在摸排的同时，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对处置工作的意见建议，保障
农民合理建房需求、保护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

（通讯员 陈浩）

关键词：援疆 吐鲁番市 干部培训

10 月 10 日，“2020 年吐鲁番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基层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
综合研修班”在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班。 16 名吐鲁番市自然资源系统干
部和 47 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基层干部围绕土地管理、生态修复、国土空间规划、
基础测绘、不动产统一登记等方面内容开展为期 1 个月的集中培训。

集中培训后，根据实际岗位需要，16 名吐鲁番市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还将被安
排到岳阳、衡阳、郴州等三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跟班锻炼。

厅党组高度重视援疆工作。 “十三五”期间，全省系 300 余名干部职工先后到
吐鲁番市参与援建工作，带去了大量该市急需的软硬件设备，形成了大批高质量
的基础测绘成果，帮助该市打造了满足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先进软件平台，有
力地促进了吐鲁番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厅党组深入贯彻中央对口援疆工作的最新部署，突出
培养人才强化智力支持的具体体现。 通过人才交流，将进一步提升两地自然资源
干部队伍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通讯员 刘泉子）
关键词：娄底 铁腕拆违 柔情执法

2020 年 10 月 10 日， 娄底市规划执法支队组织力量依法拆除花山街道花果
山安置基地内一处 49 平方米违建车库。 该违建车库占用了花果山安置基地公用
绿地，且紧邻安置基地进出道路，不利于小区环境美化，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一
直是当地居民心头的一颗“毒瘤”。 通过拆除行动，不仅成功摘除了“毒瘤”，更体
现了政府控违拆违的坚强决心，形成了“拆除一处、震慑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行政执法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控违拆违工作中，既要坚持严格依法，铁
腕打击，对违法建设‘零容忍’；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柔情执法，切实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规划执法二大队负责人周江浩介绍说。 据了解，此次拆除行动的
成果来之不易，违建当事人一开始并不配合，执法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
十多次到现场走访调查，主动与其“交朋友”，反复劝导教育，耐心倾听诉求，积极
帮助解决困难，以热情服务获得群众支持，以柔情执法温暖民心。 拆除当日，执法
人员进一步兑现承诺，提前到达现场帮助当事人搬离物品，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
利益，获得了当事人的理解信任。

（通讯员 曾建胜 贺集冬）

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饭碗。 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要求“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
为加强耕地保护，我国除颁布《土地管理
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等多部法律法
规外， 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
护的政策措施 ，但耕地“非农化 ”现象在
不少地区仍然突出。今年七月份以来，国
务院、 自然资源部及农业农村部陆续下
发《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的
通知》（以下简称 “八不准通知”）、《关于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要
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坚决制
止耕地“非农化”行为。 在严格遏制乱占
耕地建房的高压线下， 如何保障农民合
理的建房用地需求？

记者了解到，7 月 29 日在两部下发
“八不准通知”的同时，下发了一份《关于
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

知》（以下简称《保障通知》）。
《保障通知 》明确 ，农民建房用地计

划指标单列。 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每年要以县域
为单位， 提出需要保障的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需求， 经省级政府审
核后报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征求农
业农村部意见后， 在年度全国土地利用
计划中单列安排， 原则上不低于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5%，专项保障农村村
民住宅建设用地，年底实报实销。 当年保
障不足的，下一年度优先保障。

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占用农用地
的，在下达指标范围内，各省级政府可将
《土地管理法》规定权限内的农用地转用
审批事项，委托县级政府批准。

在县、 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
划中， 要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预留
空间。 已有村庄规划的，要严格落实。 没

有村庄规划的， 要统筹考虑宅基地规模
和布局，与未来规划做好衔接。要优先利
用村内空闲地，尽量少占耕地。

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占用耕地的 ，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通过储备补充
耕地指标、 实施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多
种途径统一落实占补平衡， 不得收取耕
地开垦费。 县域范围确实无法落实占补
平衡的， 可按规定在市域或省域范围内
落实。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要依法落实 “一
户一宅”要求 ，人均土地少 、不能保障一
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可以按照《土
地管理法》采取措施，保障户有所居。 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提倡、不鼓励在城市
和集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 建设大规模
农民集中居住区， 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
上楼居住。

农村乱占耕地建村民住宅现象 ，其

中有不少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情形。 既
有地方政府的原因， 也有政策设计方面
的原因， 归纳起来主要是农民建房缺规
划和计划、计划指标管理不明确、审批流
程复杂、占补平衡难落实、相关政策打架
等等五个方面，《保障通知》的出台，解决
了这些问题。 7 月 31 日，自然资源部党
组成员、 国家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陈
尘肇在两部联合召开的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专项整治有关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
用地的通知》立足于“疏”，既给农民建房
合理的出路，又严格加强耕地保护。下发
这两个通知，就是要从堵和疏两个方面，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以“零容忍 ”态度 ，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问题，同时也切实保
障农村村民建住宅的合理用地需求。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本报记
者齐果整理报道）

保障农民合理建房用地
疏堵并举守住耕地红线

案例： 县政府违法批准项
目占用基本农田， 相关领导均
被追责

贵州省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
治县政府违法批地建设大沙河仡佬文
化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案 ：2014
年 8 月以来，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政
府陆续违法批准使用大磏镇文家坝村
土地 230.75 公顷（3461.28 亩）建设大沙
河仡佬文化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
其中耕地 122.52 公顷（1837.8 亩）、永久
基本农田 0.0746 公顷 （1.12 亩）。 2019
年 12 月， 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遵
义市自然资源局联合调查 。 2020 年 3
月，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 《关于道真县
人民政府非法批准使用土地案件的处
理决定 》（遵府发 〔2020〕4 号 ），道真县
人民政府废止《道真县大沙河仡佬文化

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及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方案的通知》（道府办发〔2014〕123
号）。 2020 年 4 月，道真县人民政府收
回违法批准使用的土地，退还给相关村
委会。 2020 年 2 月，时任县长、时任县
政协主席、时任副县长、时任大磏镇党
委书记、时任大磏镇党委副书记、时任
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长等 12 名
责任人移送遵义市纪委监委追究党政
纪责任。 （案件来源：自然资源部官网）

小马说： 个别政府部门为了政绩，
乱占耕地， 甚至基本农田搞大开发，至
耕地“非农化”日趋严重。 “洪范八政，食
为政首”， 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百姓的
粮袋子、命根子为前提 ，搞活经济的同
时，更要端好我们的饭碗 ，政府要为长
久永继续的发展做好空间规划，严守耕
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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