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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用地全程一体化管理体系

˙¿»fl33¯œ•3˛æ：˝˘‰ł`“33‚，‚3，3，33
33̄ œ—§́ ，̊3333̊ ˙̊ ¡̊ —̌ 3̋ ‹3»˘‰3¤̀ “˝ł33

¯œ，3˚`ˇ¨«†¿˝ł3ˇ`33“，3ˆ3333¯œ¨3…¶3»
‚3̆ ‰3¤。

¨¡ˇß3‚˚3ˇ33˘，˚3——¿3–¤3¡–¤，†¢·3
˝ ‰̆ł̄ œ¶ł̨ ·„'̋ 3̀3”˝̌ —3ˆ̋ 3̀3·ƒ3 ，̂˝‡3»
„333‡•¯œ33˝¸3ˆ333‚–Œ3¨3¨•‰ˆ3‰ł——˚¡

…¶̋ ‡‡3… »̆fi； ˝ —̆— “333“3 3̂3”“–Œ3…33”
“„⁄333 3̂33fl—3‡3̈ ”̂–£3 3̌3̇ ł•¢3„3ˆ33；
˝˘‰ł“¶3„3”ˇ3»”†¢3˚—333„3¶3˘3，333•¤
—3‚，„3»fi；3ˇ‚æ¯œ„3‰，”ˇ，ˆ¿3333`3¨¡3ˆ
3333¯œ3¥˙3–3—º33¸ø3333¨¸ˆæ33‚fi3，„'

“„'33‡—̄ 3̊ Ø”˝‹̊ –̋ Œ‡33ª̌ æ̋ •3†33、ˇ3„3
„3•333‰33 „̈⁄33。

…3̇ ¿„'3ƒ„333： ´3˚3̄ 3”¯„3333˘¶ ，̈
˙¿»fl˚¡…¶33”¸，333ª33”¸¯œ、„'3ˆ˝33，3»
3 —́3、 ˚—̌ 3„'33333º̊ ¡…¶–‚3‚3，3»3´—3、
˚ •̇æ•ß” 3̌»33–Œ3…、˚ •̇æ3ı33”ˇ˝‹3 。̈ ¨«

ˆ3̊ 3——“‡—̄ 3”„'33；´3̊ 3“3»33”„'3ƒ。
3ˇ‚æ3˙…˙33„3： 33„„†»¶fl†œ3˙…˙ˇ3

˝‡，ˇ3‰3¶ ，̨ˇ¨̊ 3̌ 3‚3̊ —̌ 3̌ 3̋ ‡—¯ˇ¢̀ “˝¤，
˚3̌ 3̋ ‡3»̊ 333、…fl3—†Ø3fl、¯3”¯…3„3，33·¸
»ø·¡3 ，̌‰«̈ «̊ ¡̧ ø3—†»¶fl†œ3˙…˙˝ł3ª，3¨º

˚¡…¶—¯̌ ¢»fl̆ ‰3¤，†¢¶33œ̊ •333‚˚333»fl3ß

33，˚3̌ 3̈ «̊ ¡3 …̇˙̋ ‡3»̆ ‰3¤、˝‡3»˚333¿3、
˝‡3»̈ ¥、˝‡3»•¢3⁄̌ 3̋ ‡。 3ˇ‚ǣ 3”¯„3`“…3

„3，ˆ»3—̄ 3” 3̄，̋ 3̀33»́ 3†»̈ •̈ ¤3 …̇ 。̇

打造自然资源监测保护体系

‰¤̀ ¢̊ ¡…¶̈ «̂ 3…3†333ˇ3：¿“3„‡£„3…3
†3（¨«˚¡˝`333ß3ˆˇ33·¨«‚†‚˙…3†3）…33¤
33…3†3（‚ø33„⁄33333ª，¿“3„3，¨3˛¥•¤3ˆ
33、¯'̂ æ‰¤•¿、˛33⁄¿“†3、3œ3‹”3̌ 33¨3 ）̈，
‰¤`¢“3´•¢ˇ3、…3—¡‰，、，Œ33‰，”…3†3„⁄33
»œ3˘333‰–3»fl˙Ø¿3¨«•¢ˇ3； ˚3˚'˚¡…¶”¸

†Ø，…3˚–‰«“–3»fl˝…33”3“–3˛““˛˚33˙3
3¥”。

‰¤̀ ¢̈ «̊ ¡̋ 3̀3„3333´33¶¨»œ3 ：̆33˚¡
33»ª33‚3ˇ3„3·ƒ˚3333，“¨˛˛æ˙33¥”˝‡3»
ˇ3̊ —3333‚fi‰ł——‰»33，˚—33333Ø3flˇ‰˙ł‚ø
33̇ 33¥•333·ƒ3 ”̂333…¶3 –̌¤，33333333„«
˚3»ª33¨˛˛æ´3˚3˙Ø¿3•333•·3¡3`33ˇ3„3

·ƒ̊ 3，˚3̌ 3̨ 3̊3–3»•·ƒ3 。̂
3——§„333，´3˚33ß‚，3‰˛»：ˆ¿3´333Ø

，3̌ œ”¯̇ 33¥，333‰“3´̇ 33´‰，”。 ˝ ‰̆ł—¯ˇ¢

»fl̆ ‰3¤…3„3，33̌ 3‚œ33。
˚3̊ '“`‰‚3‚ß333…†„̆ ‰”3”：´3˚33ˆ33

–¤̄ œ‚ß333…†„̆ ‰”3、˚3̊ '¶fl3‹…3†3‚ß333…

†„̆ ‰”3。

打造自然资源执法保障体系

3¯̀ ƒ„„‰¤“1+6”33̈ »3 3̊·3·•¤–£3 3̌3

ˇ3，…，33̨ ‹»⁄33̈ »3 3̊·¿“•¢3ß3ˆ”˝–£»⁄3，

`…” 3̂ —̈3。
“1”˚ 3̇‚33“3´̇ 3¨333”„⁄33»œ3˘˛“33

3“3¥˚33，33¨»3˚3·†¿ˆ¯3·•¤…3„3，“6”˚˙
3‚„„‰¤3º… …̋3、…3†3、…3†3、•¤3”、„«3†、33
… 、̆33»，‡ —̌¯6 †¿̂ 3̄，„⁄33̀ “¶fl»œ3 。̆

3333˛“： 3ß˙º…˝…3…3†3»œ„33，˙3‰Ø

¨º、¨«‡3†˛3º，˛¥…˝˛¥„3˛˚33…3˚–3˘¸˝·ƒ
33；‰¤̀ ¢‰¡̈ «33̈ »3 3̊·̀ 333„«33¸3̧ ˇ·Ł33

»œ3 ”̆ …̋3†3—›33̄ 3” »̌œ3 ；̆‰¤`¢33¨»3˚3·
——333·•¤…3¶‰3º̧ 3•¤…3¶‰̌ ‰̨3˘‰3¤，‰¡̈ «

`“̌ fl»，3Ø3 ¶̆ ”̈˝̀ “” ¶̌‰333 ¶̆ ；̈3º˚¡„«3†
33‰¤̀ ¢—¯̌ ¢„†̌ 3” 3̋·•¤—›33»œ3 ，̆‚33„·3
»3•‚33——̨ “；33̈ »3 3̊·„333”˝˛¥•¤˛˚33˝‹

†‰3 ‰̆»33… †̆¿̂ ，̄33̨ “33•‰3‡33333“`33…

3›…ˆ33¨˛33…˘”˝33¨»3˚3·3˚†œ3º¨˛33…˘

3，333“，3̈ 3；‰¤̀ ¢33̈ »3 3̊·„333——̨ “”˝˛¥

•¤333333— 3̄ ¶̆ ，̈‰«̨ ¥•¤——˛“，3̈ º•¢3„‚，

‚3†¿̂ ¯̇ £̋ •‰¤̀ ¢3，̋ ‡3»3，33»，—¯3ˆ33̌ 3，
¶3̨ ¥•¤—33 ¶̊æ̀ 3、33‡33 3̌3”3„ß3，3¥̨ »»3

‚3̈ ，̧`—̈ º“”3̂ ß3¥”˚3——̀ “” ‡̌ ‰̋3。

湖南打造自然资源治理“三大体系”
„3…3·˚

´33…‚ß33 ˇ3̧ 33 ‰̆» …˝̨ fl…3̨ fl

‰3̈ 3，”3，ˇ˚¡33¨»3˚3·33、
3—„†”3，ˇ˚¡…˝˛fl»œ„3`“”ˇ3¡•¢

《”3，ˇ˚¡¯'·3´33…‚ß33‰¤•¿˛˚
333¤̌ 33ß3˛ˇ3„3˛˚33ˇ3¸33˘¸˝

… …̋3…3†3»œ„333——33•¤》，ˆ3¨•
`¸̌ 3„3˛˚33ˇ3¸33˘¸˝…˝…3…3†3

»œ„33，`3‡3， 3“˙333¨»3˚3·†¿

ˆ¯‰¤`¢ˇ3„3„⁄33»œ3˘， ˆ3¨•33

¨˛¨¸3 。̈ ‚ˆ33•¤3，‡33¤‰ł3»†‰

…3·3¨«˚¡̄ '·3´33…‚ß33‰¤•¿˛˚

333¤̌ 33ß3˛̀ ƒ¶ 。̈
（˝¤3¶3– ˝3†¤）

„3…3·˚

‡⁄‰›3›… ·̂ł 3œ3‹»•3‡ 33†Ø3ß‚，

˛“„，‡„´3˚3˚¡˛fl、 ˚¡33‚fi

„333¨«̀ ƒ˝˘‰ł‡⁄‰›3›…ˆ·ł3œ3‹

»•3‡̋ »‡3˛˚333ß‚，„⁄333—„33“

˙3，1 3´14 ¨3，˚¡33̈ »3 3̊·33»，

˝‹˚¡3œ3‹»•3‡33、 ˚¡3ƒ…–„333

33、 ˚¡¸fi3ß333Ø3flˇ3„33¤…3¶3

3333、‡£3 、́´ƒ33˚—¨¸ˆæ33‚fi3ˇ
–¤3， 《2020 ，Œ‡⁄‰›3›… ·̂ł3œ3‹

»•3‡3fl˚3˘‹》 †¿•3¯ß´¶˛˚333ß

‚，•‰3‚‰ł——33†Ø。 ˚¡33¨»3˚3·

33¶3…¶3†˚33–、 3œ3‹˛，ˆ3`33…

—¡3Ø33„«˚333¨˛˝333˙3‡3ˇfl»，

3Ø†¢‰†»3。
»，3Ø3“˙3•‰3‚–33˘3¥˛»3·

33¶‰3…3¥˛»”˝˘3333¤…33，‡33，

‰¤3Ø，3‚¸3˝Œ3˘3ß‚，•‰3‚，†¢33
1 3´17 ¨3̇ 3–¤3ˇ̊ ¡33； ‚3…¶33

‚fi`¢…·̆ 3¶fl3ß‚，， 33ˇ3˝˘‰ł3ß

‚，„⁄‡3； ˇ3„3†¿ˆ¯3“…3˙¿…3„3

33¶ ，̈ ˆ¿3´ˇ3˙£˝•¶‰3…3¥˛»–¤

¸˝3ß‚，‰ł3„；˝‹˚–，333ª¶‰3…3–
333‡˛fl33‚fi´，333¡33、 3ß‚，·º

˚'́ 3̊ 3” 3̋ß‚，，¿–Œ̋ Œ‡3̇ Ø¿3。
（˝¤3¶3– ˇ，33）

„3…3·˚

3333 33̈ »3 3̊· ¶‰†3

1 3´12 ¨3， 3333˚—̈ ¸ˆæ33

‚fi33„«˚33¡•¢ 《„333‰¤`¢33¨»
3˚3·„333¶‰†3„⁄33»œ3˘3，˝¤

3“》 ˆ3¨•‡3`¢˚—¨¸ˆæ33‚fi33¨»

3˚3·„3333¤ˇ3„⁄33¶‰†33Ø，¶‰
†33¤3–33˚—¨¸ˆæ33‚fi¨˛ˆ3，·3
¨«̊ —˚3ˇ⁄33¨»3˚3·”˝„3»fi„333

•¤„3、33†3”˝333˛¸33˚‚3、33˛æ
……，33«、33̈ ˛—，˙¿、„333—›33„⁄
333›3Ø•，‚»3，˝‹333—3¡¨˛。 ¶‰

†3¶3ˇ3˛“‚3˙łˇ3（˚—）¨¸ˆæ33‚fi
（„3˛fl»，）， –33“˚–¿333333`ˇ3

33（‰333）。 ¶‰†3•‰˚‰333¤¨3‡£

¶‰†3、3¤ˇ3¶‰†3、3¤3‚¶‰†3、33
3ª¶‰†3”˝¯3”ˇ¶‰†33¨， 333“¶‰

†3‚3˙ł̌ 3（˚—）33¨»3˚3·”˝„3»fi
„⁄333·——̇ Ø¿3。

¶‰†3‰，„ß‰«3·‡3—3，3¨º‚3

˙łˇ3（˚—）…¤—§˘3„33‚–Œ“33¨»
3˚3·–£»⁄”¨3‡£¿…”¸…˘•3、3›…ˆ
33˙ł“‚33˚`¿•¢3„”¨3‡£¿…”¸…˘
•3。 3º¶3¶‰†33—•¢̌ 33，̨ 3̊3，3›
˚—̈ ¸ˆæ33‚fi33¨»3˚3·„3333¤ˇ3

„⁄33¶‰†33Ø¯œ3…， ¿3†3¨¡„«¿“

˝¤–¤、33`33ß‚，、33˝£33¯œ、3fl
˚33…3‚、 3˘¸˝3•333¨·º˚'‰ł——

‡ ‰̋3。
（˝¤3¶3– 333¿）

–3–¤3¶ （•¤3˘33–¤·—´”3，ˇ…˙33

˘º„ß ˝¤3¶3– ¯3—¡3˘ `ı3 ）́1 3´7 ¨3，
333—„œ¸fi¨¤‰»33¸ø¨•̈ ˇ3，¨«„œ̊ 333‡˙

˚—3Œ¸fi¸fi¨¤‰»33…ł3⁄̊ Ø33”3， ‡̌⁄3‡33

•¢。 3333̨ ¶3 ，̄…fl—333‡˙̊ —33̌ ”́£̂ 33—

3，3Œ̧ fi，¿333“…•”‡33·33̨ “3 3̊·‰»33。
‡⁄3‡˚—‰3，Œ3··3`ƒ¿“3„”£ˆ3‡˙˚—

‰¤3Ł， 3“̇ 3‡˙˙ł，3—´‰¤3，3¡3‹—¡˙ł–3

—º̄ 3333Œ̧ fi33ˇ´˚3…fl„⁄‡3， 33–ª3333

33–'3Œ˚–，3ˇæ”£ˆ33»3ø˛3˚3†¿•33Œ

¸fi，…ı33‡˙̊ —，3333 3̈3”ƒ。 3·33‡⁄3‡̊ —

”£̂ 3‡˙˚—†œ33`“ˆ¸3，—¯ˇ¢ˇ3˚3， ，¿˙3

‡⁄3‡333—3Œ¸fi33ˇ´˚3…fl„⁄‡3 500 ¶3

·ƒ， 3«ˇ3„3•‰ˆ3ˆ»3—‰«˚3…fl3，3Œ¸fi33

˛“3 3̊·3ß3ˆ˘33·，¶ł˚˙¨˛˘3ˇ—3ˆ，3…3´
‡˙˚—33ˇ´”£ˆ3‡⁄˘3·ƒ33–¥”˝3·3‹，˛·
，3‡3•3•¢»3333ˆ， 3—3，3ı3`–3˛“—´3，

”3‡3̧ fi33。

· ·̧ ‰̨»333，̨ “…fl—333 “…33‰3¡̌ 3”
„«33•¿33̌ ”́£̂ 33—3，3Œ̧ fi，3Œ̧ fi–»“…•”
‡33·3 3̂333̀ 3́ 3»fl、»•̨ 3̇ 33¤。 … ¿̈3‰3

3…·3̀ ¿–ƒ„33，333·̧ fi，33¿3̊ „33̌ ”́£̂ 3

¸3̊ ––£‡3̨ 3̧ fi„ƒ，3。 33̀ ‰̧3，‡⁄3‡‚3—´
˙ł，¿˙33— 27 ·ƒ33¨3»3˛“ 7700 `¢•‰ˆ3

3，3Œ̧ fi33̌ ´̊ 3…fl„⁄‡3，¨3„ß•·‚·3ß3ˆ̂ ¿

，Œ¿3̊ 3…fl3Œ̧ fi21 ˝3̀ ¢•‰̂ 33333， ˚—‡¡

˙333• ‡̇£¿3„3。

•¤3 3̆3–¤·— ”́3， …̌ 3̇3 ˘º„ß ˝¤3¶3– `ı̈ “33

2020 ，Œ333·，”3，ˇ̊ ¡333，3333̈ »3 3̊·3 3̨3，3̀ ƒ•‰̂ 333‡3»3…«3‰̧ 3，333，33̋ 3̀3„333，3̀ ƒ•‰̂ 3̈ ¡3ˆ̀ ‡̧3—§。 ，¿̇ 3，”3，ˇ̊ ¡33̈ »3 3̊·

333333̄ ‹̀ ƒ33̋ 3̀3„3333—„33›3Ø̋ 33„33333‰33̈ »3 3̊·„333̧ ø3—̀ 333，3¯̀ ƒ·333“¨3·333̌ 3”，¨«̂ 33，3333̈ »3 3̊·3 3̨3，3̀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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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3¨¸—，3—¶…3—3»‚3“·33‹ˆ¯”3，ˆ˛
ˇº，¯'·33—33，33˚˙‚333“·33‹ˆ¯”˘˘˝`¶ł
‡3，33‰333̈ »3˚3·†¿„«¿“•¢†…3，´33…‚ß33

3，˛¥•¤3‚333—3˝3—”ˆ…‚˘3˚˙´33…‚ß33‡‹

–Œ‰¤•¿3，3‚…3， —¡́ 3‚ł·3…3¿fl•¢̆ 33—̀ ‰̆ 3，
˝ß33»，‚3‰3，3·333—'3‚333—3 3̂‰3fl̊ 3， …3̇ ¿

‚ß33–£»⁄33̊ ¶。
˙3”£˚¡»˘，ˇ†333333˛33˝‹¨˚˚—ˇ，，‡

˛¥•¤3…33‰¤3Ł3¡3‹3‚：2020 ，Œ9 3 ，́ ˇ，，‡

˛¥•¤3…3ˆ˝‹¨˚˚—´¡˛æ33…3†Øˆ··3 866.67
˘‰•‰̂ 3‚ß33‰¤3Ł3‹»ø3333»ø。 ˝‹3 ，́–»†Ø
·ƒ。 ，¿̇ 3，3–̊ ´̈ 3̧333——†3‡3̨ ¥•¤‰¤33̨ 3，
˝ 3̀333‚·‚ß。

‚˚¸3˚¡˘‰`„˚—3fl3¸ˇ33¯，‡˛¥•¤3…33

‰¤3Ł3¡3‹3‚：2020 ，Œ6 3 ，́ 3 ，̄‡̨ ¥•¤3…3ˆ

3fl3¸ˇ3，ˇ˘”33`ı‰ø·3 533.33 ˘‰•‰ˆ3‚ß33
‰¤3Ł3¡3‹。 ˝‹3 ，́3fl3¸ˇ3‡˙˚—„3333·•¤33
33‡3——33·ƒ•£， 3«3¯，‡ 7 3´”3¨3‡3—ł‰¤

3Ł。 11 3 ，́„œ…333̈ »3 3̊·¶‰†3̨ 33†33•¢̌ 3

‚ˆ̨ 3̊3。 ˝‹3 ，́ˇ3„3†¿ˆ ¶̄3‚ˆ·3ˆæ‰ł——`¸

¸3•3‰333， †¢33̀ 33–˚´̈ ¸˝£3„˛¥•¤——˛“。
，¿̇ 3， 3–̊ ´̈ 3̧333——†3‡3˛¥•¤‰¤33˛3，˝`
3333‚·‚ß。

■新闻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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