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马
说法

“小马说法”继续刊发自然
资源部公开通报的、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的部分典
型案例。这回小马要说的是农村
建住宅的事。

祁东县李某违法占地建设
宅基地案 ：今年 7 月 ，李某违法
占 用 马 杜 桥 乡 延 塘 村 11 组
153.33 平方米永久基本农田建
设宅基地。 同月，马杜桥乡自然
资源和村镇建设所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 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11 月， 马杜桥乡政府组织人员
对违法建筑物进行了拆除 。 目
前，土地已恢复原状，正在复耕。

永州市新田县彭某违法占
地建设住宅案：今年 9 月 ，彭某
违 法 占 用 龙 泉 镇 石 古 湾 村
146.67 平方米耕地建设住宅。同
月，新田县自然资源局发现该违
法行为，龙泉镇政府对违法用地
上的建筑物进行了拆除。 目前，
土地已复耕。

小马说 ：祁东案中 ，李某首
先违反了 《土地管理法 》中有关

基本农田保护的相关法规 ，如
33 条、35 条等 ，也违返 《土地管
理法》第 62 条规定：农村村民一
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
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 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湖南相关规
定是 使 用 荒山 荒 地 的不 超 过
210 平方米，使用耕地的不超过
130 平方米，使用村内空闲地和
其他土地的不超过 180 平方米。
新田案中，彭某既没有到村乡县
三级部门办理用地手续，另一方
面也违返了《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规定和湖南相关规定，超标占
地。 从上述案件可看出，在农村
还是有很多人不清楚相关法律
法规 ，天大地大不如我大 ，耕地
的集体属性基本从他们心中淡
化， 只要自己在这片地上耕种、
生活，那这地就是自家的，想干
嘛就干嘛。小马在此除了要喊醒
一下这些不懂法的村民，还要呼
吁一下：政府要加大基层普法力
度， 有些百姓不是不遵守法律，
有时候是不知道有这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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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从严从实抓整改 严格问责强机制
通讯员 刘泉子

截至今年 11 月底 ，湖南省
耕地保护督察限期整改问题整
改到位率达 98.64%，邵阳市、永
州市整改到位率 100%，所有市
州整改率均达 96%以上， 高质
量完成了限期整改工作任务。

今年 1 月 ， 武汉督察局向
湖南省下达了 《国家自然资源
督察督察意见书 》 （以下简称
《督察意见书》）， 湖南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 《国家耕地保护
督察反馈问题和往年土地例行
督察 “挂账” 问题整改工作方
案 》，强化整改措施 ，层层狠抓
落实。

对症下药 较真碰硬
收到 《督察意见书 》后 ，湖

南立即排查梳理反馈的问题 ，
制定整改方案， 省自然资源厅
分 4 个片区对全省 14 个市州
整改情况进行调度， 研究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湖南采取整改举证随报随
审的方式，高速高效运转，及时
将审核结果反馈市县， 并逐宗
指导市县确定整改方向和具体
措施，随时解答疑难、随时沟通
问题、积极协调困难。 对整改进
度滞后、 难度大的问题， 采取
“容缺审批”、 查处整改审批同
步推进等特别措施， 一一破解
整改难题。

东安县建设北路项目违法
用地整改一度阻力大、进度慢，

省、永州市和东安县三级联动，
在 “容缺审批 ”的同时 ，开展缴
费等后续工作，实现整改、审批
同步办结。 11 月中旬， 永州市
191 个限期整改问题全部完成
整改。

邵阳市是另一个整改到位
率达 100%的市州。 该市将督察
反馈的 491 个问题梳理为 13
大类。 对市城区内的闲置土地
清理，除明确责任单位外，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还明确了班子
成员包案负责， 在整改攻坚期
间，坚持“一天一调度”，每天下
午汇总各县市区整改情况并举
行联审会审核县市区上报的疑
难问题并及时回复。

省自然资 源厅 各 处 室 联
动 ，分线作战 ，分类推进整改 ：
政务服务处密集加班处理组卷

报批资料； 耕地保护监督处严
格审核 872 宗基本农田补划方
案； 空间规划局积极组织开展
20 多个市县的规划修改……全
省系统上下一心， 把整改工作
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来
抓 ，敢于 “硬碰硬 ”，务求 “实打
实”。

刮骨疗毒 层层落实
湖南坚持从严从实， 以查

处重大典型案件为突破口 ，以
“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 ”的勇气
和决心推进整改工作 。 今年 4
月、6 月 、10 月 ， 省自然资源厅
联合省纪委省监委， 对全省 14
个市州整改工作进行了 3 轮现
场督导， 省纪委省监委对衡阳
珠晖区、 雁峰区相关线索进行
了立案调查处理。

督察问责的责任在湖南层
层传达，全省 14 个市州政府都
召开了专题调度会议。 邵阳市
13 位市领导分别对口联点现场
督察督办；衡阳市组成 12 个督
察组开展专项督察； 娄底市向
整改进度滞后的各县市区党政
一把手致信； 郴州市人民检察
院、 郴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强自然资
源公益诉讼等领域协作配合的
意见》。

永州市在整改工作中立案
查处 134 起 ， 市本级直接查处
耕保督察反馈违法用地 5 起 。
全市各级各部门向纪检监察机
构移送线索 24 件，移送司法机
关 16 人。 新邵县对冶炼项目用
地报批过程中提供虚假报批资
料的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
责， 并召开全县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

标本兼治 源头管控
查处整改是手段 ， 规范管

理是目的。 湖南省高度重视源
头管控，要求建立长效机制，进
一步强化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
保护耕地的责任意识， 加强执
法监察工作力量， 提升执法监
察权威， 完善土地管理共同责
任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 、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 、上下
联动的自然资源管理新格局。

省自然资源厅成立用地报
批审批、土地批后管理、违法用
地整治专门工作组， 建立省市
县三级土地管理情况月调度机

制，每月定期调度工作进展，进
行专题研究 。 在土地批后监
管 方 面 ，实 行 “全 程 监 管 、省
交任务 、月清 ‘三地 ’ （即撤批
土地 、闲置土地 、违法用地实
行月清月结 、动态清零 ）”；在
耕地保护方面 ， 坚决落实用地
报批和动态监测两个 “耕地占
补平衡 ”，实行 “月发现 、季小
结 、年总结 ”，确保实现耕地保
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目标。

湖南推进的一系列土地管
理方面的创新性举措， 在部分
地区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
月清 “三地 ”制度实施后 ，省厅
交办邵阳市的违法用地查处任
务数， 从第一批的 173 宗大幅
减少至第二批的 84 宗，第三批
仅 3 宗。 省自然资源厅土地批
后监管系统统计数据显示 ，隆
回县出让土地闲置为零， 且已
连续 3 年保持零闲置纪录。

在大幅减少违法用地的同
时， 湖南按照土地要素跟着项
目走 ，全面实行 “可报尽报 、应
审尽审 、省配指标 、限期供地 ”
的工作模式， 积极保障各地合
理用地需求。 今年以来，全省已
供应建设用地面积 44.36 万亩，
同比增长 93.9%；实现土地价款
2512.7 亿元，同比增长 31.5%。

跳出土地违法问题 “年年
改 、年年有 ”怪圈 ，调和经济社
会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土地违法
案件之间的矛盾， 破解制约经
济发展的用地问题， 湖南在不
断探索前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汪岚婷）
12 月 23 日 ， 省人大法制委
主任委员王刚率调研 组 ，到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开展 “河
道 采 砂 管 理 条 例 ” 立 法 调
研 。

调研组此行目的在于听 取

省厅对条例草案修改稿的意
见 ， 并考察卫星 遥 感 监测 、
河湖遥感监测作为技术手段
对立法 、执法的支撑作用 。

调研组听取了省厅关于
卫星遥感监测及应用情况的
介绍后表示 ，地理信息数据发

挥的作用既给立法、 执法、决
策提供重要支撑 ，又能有效评
估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调
研组将充分吸收相关意见和
建议， 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 ，
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增强法规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45 座矿山复绿 湖
南全面完成长江经济带废弃
露天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截
至 12 月 24 日， 湖南已全面
完成长江干流及湘江两岸 10
公里范围 545 座废弃露天矿
山、1911 公顷修复任务。

2019 年 5 月， 自然资源
部部署开展长江经济带废弃
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以
来，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一
矿一策”实施方案；明确目标
任务、基本原则、进度安排和
具体要求。 持续强化“一单四
制”（任务清单、交办制、台账

制 、通报制 、销号制 ）动态监
管，严格落实半月调度、每月
通报、适时督导制度，结合遥感
监测、 实地核查等手段狠抓推
进落实； 指导有关市县合理利
用废弃土石料推进矿山生态修
复，受到自然资源部通报推广。

通讯员 董振亚

◆益阳石煤矿和涉锑污
染生态环境问题完成整改
2020 年 12 月 21 日-22 日 ，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生
态环境厅（省整改办）对益阳
市石煤矿和涉锑污染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整改销号开展现
场核查。

核查组通过实地核查 、
听取汇报、查阅台账、质疑询
问等方式对益阳市石煤矿和
涉锑污染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目标完成情况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一致
认为益阳市石煤矿和涉锑污
染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任务全
面完成，具备销号条件。 下步
省厅将在完善后续工作的基
础上及时启动申报销号 程
序。

通讯员 夏乐

汨罗市川山坪镇玉池山村。 胡泽汇 摄

湖南开展“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立法调研 一户一宅 多占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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