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齐果） 小马认真地看了自然资源部
公开通报的 76 起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专项整治行动典型案例， 其中有
不少奇葩案子， 今天我们继续刊发
其中部分案例， 望社会各界能从这
些案例中得到警示， 加强耕地保护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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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法占地建设公
路项目部房屋案：

2020 年 11 月 ， 同仁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违法占用同仁市吾屯下
庄村 133.33 平方米耕地建设霍尔
加北路延伸段项目部房屋。同月，同
仁市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发现该
违法行为并予以制止。目前，违法建
筑物已拆除，土地已复耕。

小马说：上面两起案例，有一个
共同的特性，都是临时用地，天津武
清的案例中， 电力公司占用耕地当

做临时堆场、加工场 ；同仁案例中，
住建部门占了耕地当临时的项目部
用房， 这两家可能觉得临时占用一
下无所谓，等项目完工了，还回去就
OK 啦。 孰不知，人类 95%的食物源
自土壤， 但并非任何土壤都可以发
育成为耕地。 我国对耕地的质量是
有严格要求的， 土层厚度、 土壤质
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值等
都是影响土壤肥力的具体指标。 把
耕地当工地用， 且不说各种重金属
污染， 就光上面提到的各项土壤指
标都会受到破坏。 那些“临时占用”
的倒真是 “占地一时爽”啦 ，可是耕
地受损受伤， 恢复起来可不是那么
“爽”的。

本报讯 （通讯员 戴利 ) 近日 ，
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监察业务培
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
市执法支队 、 各县区执法骨干共
130 余人参训并做专题测试。 此次

培训以《卫片执法实务 》 《行政执
法 证 据 规 则 与 应 诉 策 略 》 《规 划
执法 相 关 知 识 》 《提升本领 依法
履职 做新时代土地的坚定守护者》
《矿产资源案件查处实务》为主题 ，
理论联系实际 ，以大量案例阐释自

然资源和规划执法工作的现状与未
来、行政执法工作的程序与要求、工
作中遇到的难题如何破解， 对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执法工作，具有推动、指导和借鉴意
义。

三湘小喇叭

湖南自然资源“谁执法谁普法”
期待您的声音

2020 年度湖南省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公众
满意度调查活动正式启动。 请您对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满意度进行评判。 您的评
价将是对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在
“谁执法谁普法”这项工作上取得
成绩的最大认可， 也是激励大家
继续做好普法工作的动力。 感谢
您的参与！

参与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
对问卷调查进行填写， 点击提交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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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发布，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可申请将户口迁回农村

这个《办法》与农村宅基地有关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齐果）2020 年 12 月 29 日， 省自然
资源厅执法局 （以下简称省厅执法
局）局长李建国带队，检查长沙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局）
执法信息化建设工作。

2020 年，长沙局率先在全省范
围内建成首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

政执法指挥中心，打造成为集数据处
理和任务管理为一体的“智慧大脑”，自
2020年 9月 1日上线运行以来， 指挥
中心已导入卫片图班 14493宗， 违法
线索 970 条， 动态巡查 1934 条，专
项行动数据 234820 宗，并完成了市
本级、区县局、乡镇所全覆盖。 全市
各地依托指挥中心开展检查、执法、

督导等工作实现了数据自动分析 、
任务远程调度、 流程全程监控的集
成管理， 极大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
和执法处理效能。

指挥中心长沙局自然资源监管
执法信息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为省
内其它市州提供了重要样板， 受到
省厅执法局的高度肯定。

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局检查指导长沙自然资源执法信息化工作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
者 齐果）日前，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法
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办理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公民 ，可以申请
将户口迁入农村宅基地的所在
地 。

同时， 根据 2020 年 9 月自然
资源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第 3226 号建议中提到的” 关于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问题”作出
答复：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
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

不动产登记。《办法》第二十三条还
规定 ，2016 年 2 月 3 日后将户口
由乡村迁往城镇的公民，要求返回
办理乡迁城时的迁出地落户的，可
以申请将户口迁回迁出地。

《办法 》的第二章有关 “立户 、
分户”的规定中，明确“家庭户户内
成年人因分家或者达到适婚年龄
后发生婚姻变化，且农村宅基地上
的合法建造房屋，不能进行房产分
割，但村、居委会证明分户公民确
实在此居住且已与原户主分家生
活的，可办理分户手续。 ”

上述几条规定都与农村宅基
地分配有关。

永州市开展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监察业务培训

耕地不是工地 临时占用？ NO！小马
说法

“智慧大脑”提升执法效能获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