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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结
2020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
署 2021 年经济工作。 李克强在讲话中对
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并作了总
结讲话。

会议部署了八项重点任务， 以下几
项与自然资源工作密切相关：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 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要牢牢守住 18亿亩耕地
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要建设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
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
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

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
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
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土
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
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
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
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

达到峰值， 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
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

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 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要继续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 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

会议指出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 、接
续奋斗，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要继续艰苦奋
斗。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
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 要做好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
分类调整优化，留足政策过渡期。

据新华社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先刚 ）12 月 16
日-18 日， 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刘星
辉带领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
抽查考核第三组 ，赴株洲 、湘潭、娄底市
开展年度考核抽查工作。 考核组一行先
后走进粮食企业、 土地复垦项目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座
谈、查看资料等方式，从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落实“两稳”目标、粮食储备安
全管理、 农业基础建设及组织保障等多
方面深入了解各市粮食安全责任制工作
落实情况。

刘星辉表示，今年以来，株洲、湘潭、
娄底市紧紧围绕落实 “六稳六保 ”和 “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目标任务，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对标对表粮食
安全考核目标任务，扎实做好耕地保护、
农业基础建设、 优化粮食市场环境等工
作，粮食产量稳定 、市场有序 、应急管理
不断完善， 满足了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
求，维护了经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但在
流通经营领域粮食质量安全、 地方储备
粮等政策性粮食购销轮换交易等方面需

要进一步加强。
据悉，为做好今年的考核抽查，省落

实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确定了 8 个被抽查的市州， 从省考核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3 个

抽查组，分别由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
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的分管厅领
导担任抽查组组长，12 月 11 日召开了抽
查培训会， 要求 12 月 25 日前完成实地
抽查工作。

耕地姓“农”
乱改违法！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 76起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典型案例。 小
马从今天起陆续刊发其中部分案例， 希望
社会各界能从这些案例中得到警示， 加强
耕地保护意识。

北京市通州区东豪易港（北京）仓储有
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物流仓储房屋案。
2020年 7月， 该公司违法占用通州区张家
湾镇小耕垡村 175.3 亩耕地建设物流仓储
房屋。 8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通州分局对其立案调查，并于 11月下达整
改意见书。目前，该项目已停工，问题线索已
移送至北京市纪委监委。

天津市武清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
设分公司违法占地建设工棚和加工区房屋
案。2020年 5月，该公司违法占用武清区梅
厂镇杨恒庄村 3.9亩耕地建设临时工棚、钢
筋加工区和堆放土方。 同月，武清区第五土
地和规划管理所发现该违法行为， 并两次
下达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目前，该违法建
筑物已拆除，土地已复耕。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太原旧机
动车交易市场违法占地建设二手车陈
列厅案。 2020 年 10 月，该市场违法占用
尖草坪区迎新街道下兰村 3.64 亩耕地
建设二手车陈列厅。 10 月，尖草坪区自
然资源局发现该违法行为，尖草坪区政
府组织迎新街道办事处对该二手车陈
列厅进行了拆除。 目前，土地已复耕。

小马说： 以上 3起案例都是擅自改变
用地性质， 将农业用耕地违法占为建设用
地，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定。 其中，第 25
条中明确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 第 30条中明
确了“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
耕地”。第 37条中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窑、
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
矿、取土等”。

如果乡镇政府需要盘活土地，发展
经济，确有建设用地需求，又只能占用
农业用地的，怎么办？ 《土地管理法》第
44 条中规定了“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
转用审批手续 ”“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
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按照湖南省
用地管理相关规定，还涉及“占补平衡”
的用地报批规定和程序 。 还要注意的
是，第 44 条中规定“永久基本农田转为
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

■督导进行时

省粮食安全考核抽查第三组赴株洲等地开展工作

考核抽查人员现场查看大米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杨力菲）12月 16日，省
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谢文带领省突出环境
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
调研督导鼎城区石板滩石煤矿遗留矿坑问
题整改工作。 副市长尹正锡参加督导。

石板滩石煤矿遗留矿坑问题是 2018
年交办的长江经济带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应于 2020 年底实现整改销号。 目前，
6 个矿坑中有 5 个已完成整改，但印山 4

号矿坑还有一定量淤泥短期内难以完全
处置到位，工程进度相对滞后。 督导组现
场察看了工程进度，并召开调研座谈会，
对该问题下一步整改提出指导意见。

在座谈会上，尹正锡表示，石板滩石
煤矿坑整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面对
当前问题，常德将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按
质按量完成石煤矿坑整改任务。

督导组一致肯定了石煤矿坑治理取

得的成效。 督导组指出，要坚持整改进度
服从整改质量的原则， 绝不能出现虚假整
改 、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 ；要严格按照原
定方案，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绝不能
为赶进度，降低工程质量；淤泥清理问题
要摸清底数， 积极争取上级相关部门技
术支持 ，坚持科学论证 ，确保切实可行 ；
对整改完的矿坑要加强监管、监测，进一步
完善后续工作，确保污染彻底治理到位。

本报讯（通讯员 刘泉子）12 月 16 日
至 17日， 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疑似问题整
改督导第二组下沉永兴县， 对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疑似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导。

督导组在永兴县承上村等 3 处图斑
现场进行检查， 未发现有新增的违法占
用耕地建房问题。 随后，督导组与永兴县
领导以及 16 个乡镇 （街道 ）负责人召开
座谈会。 县长刘朝晖代表县委县政府

汇报了永兴县开展新增农村乱占耕地
建 房 问 题 整 改 工 作 情 况 ， 并 表 态 发
言 。

省协调机制小组就整改工作提出 5
点要求：一要及时发现 、及时整治 、及时
处理 ，该拆的拆 ，该没收的没收 、该问责
的问责，该复耕的要限期复耕。 二要及时
处置违法行为。 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
门要依法履职到位，坚决做到“件件有着

落，个个有反馈”。 三要加强基层巡查力
度 ，对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 ，消除于萌
芽”。 四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障村
民合理建房需求， 完善村民建房审批机
制，从源头上减少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
五是各县市区要在 12 月 22 日前， 严格
按照下发图斑任务要求，及时完成核查
工作 ， 并按时将核实处置情况上报省
厅 。

省整改办到常德督导遗留矿坑问题整改

小马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