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神，高度重

视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工作，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坚持“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

的原则，强化规划管控引领作用，着力盘活存量土地，狠

抓资源利用质量效益提升，不断创新自然资源利用管理

制度和方式，全省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迈向新台阶。

完善政策体系

优化土地开发利用结构

近两年，我省一直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创新土地规划管控和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

与项目用地供应强度双控措施。一方面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调整完善，合理确定规划用地规模、布局、机构和时

序，确保规划控制和计划管理协调统一，严格按规划计

划落实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导各

市、县科学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根据土地市场

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按季度公布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处置情况，并与各市、县计划指标配置情况进行比对，对

超出当季计划测算量的，提示预警。另一方面严格执行

国家用地政策和行业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对省级预审、

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不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和不符合用

地标准的，不得办理土地审批、供应和用地手续。未颁

布土地使用标准或超标准的，从预审、专用审批和供地

三个环节严把节约用地关，开展项目节地评价，年均评

价20余个。

推进节地增效

开辟土地资源永久利用新途径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

针对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实，我省进一步提出

自然资源更集约、更高效、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利用战略，

把低效用地作为建设用地挖潜的重要对象，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合理确定开发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绩效。2018

年以来，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建设用地总量约束

共识已经达成，新增建设用地逐年减少，存量建设用地

盘活初显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将863.15公顷土地

纳入到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计划，其中659.16公顷已

进行再开发利用，再开发率达到76.36%，增收土地出让

价款65.69亿元。

坚持因地制宜

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我省始终把消化批而未供和处置闲置土地工作当

做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抓手。每年召开专题会议进行

督导调度，全力推动闲置土地处置，着力提高供地率和

土地利用效率。将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纳入到各地领导

干部绩效考核范畴，指导各地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对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情况进行通报，督促处置缓慢的

地区提高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针对性。2019年全省处

置批而未供土地3766公顷，处置闲置土地1317公顷，均

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2020年第一季度全省处

置批而未供土地417.44公顷，处置闲置土地2845.58公

顷，闲置土地处置率位列全国第1位。

完善制度机制

着力创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多年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节约集约用地制

度，发挥长效管理机制。增存挂钩机制。对土地处置

率低于15%且前5年平均供地率不足60%的地区，不予

安排批而未供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激励各地眼睛向内，

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考评机制。对未参

加节约集约评价的开发区，原则上不允许进行扩区、调

区或升级。各类开发区，评价结果未达到全省前20名

的，原则上不得扩区，未达到前10名的不得进行调区，

省级开发区未达到前3名的不得晋升为国家级开发

区，以完善机制促进开发区节约地耗和产业升级。土

地市场配置化机制。积极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

让、完善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工业用

地等供应方式。在全国率先研究制定完善土地二级市

场的实施意见，并经省政府印发实施。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不断完善和健全地价体系，在认真执行现有城

镇基准地价基础上，加快完善城乡各类土地基准地价、

标定的价的制定和发布，形成与市场挂钩的动态调整

机制。

强化供后监管

让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样样落地

我省从2009年起全面运行土地市场监测监管系

统，加强土地利用全程监管，建立并启用土地利用动态

核查监管系统，实时掌握市、县用地规模、结构、途径、时

效。对各市、县反应的问题，及时汇总分析、快速应对，

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政

策，对超规模供应商品房供地、住宅容积率小于1、擅自

突破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出让的公告行为及时予以纠

正，违反规定出让的，责令其立即终止出让行为，依法追

究有关人员责任。近年来，动态巡查率、违规违约预警

信息处置率逐年提升，其中2019年宗地坐标填报率达

到100%，位列全国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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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约 集 约 用 地 严 守 耕 地 红 线

本报讯 梅河口市始终把耕地保

护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全市耕地资源

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目前，全市

耕地保有量为183万亩，高于上级下

达指标10万亩，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省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优秀单位。

狠抓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由市政府、

乡镇街政府、村委会、土地承包者四级

层层签订了《耕地保护责任书》，共同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建立健全耕地保

护监督机制，在全市303个行政村每

村聘请了一名耕地保护志愿者，与各

中心国土所密切配合，共同开展耕地

保护工作。

扎实开展表土剥离工作。充分认

识表土剥离工作的重要意义，利用宣

传契机大力开展黑土地保护宣传，提

高全社会对黑土地的保护意识。对建

设用地占用耕地耕作层的，要求建设

单位必须制定《表土剥离方案》并严格

依照落实，近三年来共剥离表土面积

154公顷、46万立方米，用于全市土地

整治项目和城市绿化工程。

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开展“互联网+”巡查，投资16万元购

买了两台无人侦察机，投资2.4万元

配备了15个公安专用的执法记录仪，

投资6.5万元在重点区域安装了四台

360度高清监控摄像头，形成“天上

看、地上查、网上管”的巡查机制；在自

然资源局设立了公安派驻所，与公安

部门联合共同打击违法占地、非法采

矿等违法行为；为解决跨县违法作案

现象，主动与东丰县、柳河县及辽宁省

清原县国土部门召开“两省四县市打

击盗采泥炭行为联席会议”，制定了

《两省四县（市）严厉打击盗采泥炭行

为实施方案》，杜绝了盗采泥炭假道伐

虢现象，有效遏制了国土资源违法违

规行为。

着力破解占补平衡难题着力破解占补平衡难题。。为解决为解决

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供需供需””矛盾矛盾，，积积

极研究对策极研究对策，，在在““补补””上做文章上做文章。。实施实施

新增耕地整治工程项目新增耕地整治工程项目。。政府投资对政府投资对

全市农用地开展调查全市农用地开展调查，，通过相关论证通过相关论证，，

确定将符合条件的农用地改造为耕确定将符合条件的农用地改造为耕

地地，，目前已建设规模达目前已建设规模达11861186..02130213公公

顷顷，，全市新增耕地面积达全市新增耕地面积达10541054..50385038

公顷公顷。。为破解水田指标难题还实施了为破解水田指标难题还实施了

旱改水项目旱改水项目。。由政府出资将全市部分由政府出资将全市部分

旱田改造为水田旱田改造为水田，，目前目前，，全市通过结果全市通过结果

““旱改水旱改水””项目已新增水田项目已新增水田289289公顷公顷。。

““新增耕地新增耕地””和和““旱改水旱改水””两个项目的实两个项目的实

施施，，破解了耕地指标不足的难题破解了耕地指标不足的难题，，预计预计

新增耕地指标可满足当地未来新增耕地指标可满足当地未来1010年年

建设用地需求建设用地需求。。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是我们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

和新时代以后，一次极其重要的基础国情国力调查，是

查清我国自然资源底数，摸清家底的一次重要行动，具

有重要的工作意义。同时，该项工作也是自然资源部门

组建以后第一项全国性的重大工作，是整个自然资源系

统近年来最复杂、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以下简称三调）通过完成实

地调查土地地类、面积和权属，细化耕地调查，国土调查

数据库建设，全面细化和完善全国土地利用基础数据，

掌握翔实准确的全国国土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

况的目的，进一步完善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

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规划

编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等各项工作需求。

我省高度重视三调工作，以形成真实、准确、可靠的

调查成果为最终目标，在自然资源厅及省三调办的全力

推进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动员起全省自然资

源调查系统力量，最终克服了机构改革、财力、气候等客

观因素影响，较好地完成了三调阶段性工作任务。

我省始终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质量要求，为切实落实

“实事求是，质量第一”的工作方针，统筹全省各级三调

办，建立健全了8级质检体系，打造了一套完善的核查、

整改流程，做到了对质量负责，将所有发现的问题彻底

消灭清零。最终，我省三调初始调查成果以过硬的质量

顺利通过层层检验，在国家级内业核查中质量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在督察工作中以极高的合格率顺利通过，且

未出现任何违规行为，在国家在线核查工作中，实现了

近半数调查单元的零差错，凭借对质量的严格把控，我

省最终在三调初始调查成果生产中交出了优异答卷。

与此同时，我省三调工作始终立足于省情实际，以

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真实精准的数据，服务于全省自然资

源事业。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自查纠错工作，持

续提升三调数据准确性，确保图、数、实地一致，更好地

支撑后期“批、供、用”相协同的高效化管理应用；通过细

化研究省内部分典型地类特征，积极向国家争取调查政

策，为后期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通过会同相关部门机构

开展全覆盖政府督查、野外实地核查、省级集中检核等

工作，深入统一湿地调查口径，不断夯实湿地调查结果，

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支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吉林”贡献力量。

在近阶段工作中，为克服疫情影响，保障三调各项

工作顺利推进，我省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以疫情防控为

重，通过优化工作流程、简化数据交接方式、完善反馈交

流渠道、远程指导调度等灵活措施，确保了成果质量，提

升了工作效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接触，

保证了疫情期间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目前，我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已全面启动，各项工

作均在有条不紊推进过程中，相信在全体参与人员的努

力下，我省三调工作一定能在前期的扎实基础上持续提

升，再创辉煌。

创新管理机制 构建全新格局
—— 我 省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综 述

朱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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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梨树模式”提高耕地质量

←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黑土

地保护工作，多措并举保护黑土地。

（图为保护黑土层不受破坏）

↓省自然资源厅积极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不断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见成效。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打好“三调”攻坚战役。

““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是在玉米种植过程中秸秆全部还田并覆盖是在玉米种植过程中秸秆全部还田并覆盖

在地表在地表，，将耕作次数减少到最少将耕作次数减少到最少，，田间生产环节全部实现机田间生产环节全部实现机

械化械化；；包括收获与秸秆覆盖包括收获与秸秆覆盖、、土壤疏松土壤疏松、、免耕播种与施肥免耕播种与施肥、、病病

虫草害防治的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虫草害防治的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

““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是由中国科学院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

从从20072007年开始年开始，，经过十余年的科研攻关经过十余年的科研攻关，，研发并创建了适合研发并创建了适合

我国国情的玉米秸秆覆盖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我国国情的玉米秸秆覆盖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梨树模式梨树模式””

率先解决了东北黑土区玉米连作率先解决了东北黑土区玉米连作、、秸秆焚烧导致的土壤退化秸秆焚烧导致的土壤退化

以及衍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衍生的环境问题，，是对耕地质量保护最直接是对耕地质量保护最直接、、最简单最简单、、最最

经济经济、、最有效最有效、、最容易被农民接受的秸秆还田方式最容易被农民接受的秸秆还田方式，，对黑土地对黑土地

的保护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保护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实现粮食持续稳产高产为实现粮食持续稳产高产

提供了保障提供了保障，，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梨树方案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梨树方案。。十多年十多年

来来，，在东北四省区的不同土壤类型区域建立了在东北四省区的不同土壤类型区域建立了1010个工作站个工作站、、

100100个试验示范基地个试验示范基地，，““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技术示范推广面积达技术示范推广面积达15001500

万亩万亩。。

““梨树模式梨树模式””研究十年多来研究十年多来，，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据据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跟踪测定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跟踪测定，，实施梨树模式保实施梨树模式保

护性耕作技术护性耕作技术，，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显著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显著：：

秸秆腐烂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秸秆腐烂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秸秆全覆盖免耕秸秆全覆盖免耕55年后年后,,

土壤有机质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可增加2020%%左右左右，，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2020%%左右左右；；

有益生物增多有益生物增多，，土壤结构得到了改善土壤结构得到了改善，，在连续实施秸秆在连续实施秸秆

全部还田地块测定全部还田地块测定，，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6060--100100条条，，常规耕常规耕

作只有作只有77条条，，是常规耕作的是常规耕作的1010多倍多倍；；

秸秆覆盖在地表秸秆覆盖在地表，，减少了风对土壤的侵蚀减少了风对土壤的侵蚀，，平均可减少平均可减少

径流量径流量6060%%、、减少土壤流失减少土壤流失8080%%左右左右，，具有明显的防止水土流具有明显的防止水土流

失效果失效果；；

蓄水保水蓄水保水，，全部秸秆覆盖地块全部秸秆覆盖地块，，减少水份蒸发和升腾减少水份蒸发和升腾，，相相

当于增加当于增加4040--5050mmmm降水降水；；

秸秆覆盖的地块每年每公顷可减少风蚀量秸秆覆盖的地块每年每公顷可减少风蚀量800800多吨多吨，，抑抑

制了制了““沙尘暴沙尘暴””的形成的形成，，同时对防止焚烧秸秆同时对防止焚烧秸秆，，减缓减缓““雾霾雾霾””的的

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生产成本大大节约生产成本大大节约，，劳动强度也明显降低劳动强度也明显降低，，每公顷可节每公顷可节

约成本约成本10001000元－元－14001400元元；；

增加产量增加产量，，通过通过““梨树模式梨树模式””研发基地十年多的定位试验研发基地十年多的定位试验

中中，，一般平均产量比对照高出一般平均产量比对照高出55%%至至1010%%左右左右。。

经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经形成了玉已经形成了玉

米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和玉米秸秆条带旋耕还田技米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和玉米秸秆条带旋耕还田技

术两种技术模式术两种技术模式，，示范推广面积由示范推广面积由20072007年梨树镇高家村年梨树镇高家村

200200 多亩多亩““玉米秸秆覆盖玉米秸秆覆盖””试验田试验田，，发展到发展到 20202020 年推广面年推广面

积达积达 210210 万亩左右万亩左右。。20202020 年年，，按照梨树县地理位置和主按照梨树县地理位置和主

要土壤类型要土壤类型，，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梨树模式梨树模式””：：东南部的半东南部的半

山区包括孟家岭全镇和十家堡镇部分村山区包括孟家岭全镇和十家堡镇部分村，，山地和坡地居山地和坡地居

多多，，主要推广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模式主要推广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模式；；中部的平原黑土区中部的平原黑土区

包括郭家店镇包括郭家店镇、、蔡家镇等乡镇蔡家镇等乡镇（（街道街道），），主要推广玉米秸秆主要推广玉米秸秆

覆盖还田覆盖还田，，并辅以玉米秸秆条带旋耕还田模式并辅以玉米秸秆条带旋耕还田模式；；西北部的西北部的

风沙盐碱土地包括林海镇风沙盐碱土地包括林海镇、、刘家馆子镇等乡镇刘家馆子镇等乡镇，，由于气候由于气候

干旱干旱，，主要推广以保水为目的秸秆覆盖还田模式和条带主要推广以保水为目的秸秆覆盖还田模式和条带

旋耕还田模式旋耕还田模式。。20202020年年 55月月 1818起起，，梨树县农业农村局对梨树县农业农村局对

全县全县2121个乡镇个乡镇、、22个街道实地深入调查个街道实地深入调查，，调查结果为实施调查结果为实施

保护性耕作出苗情况面积约保护性耕作出苗情况面积约1414万亩万亩，，平均出苗率在平均出苗率在9090%%，，

而由于而由于，，20192019 年梨树县春旱年梨树县春旱，，第一场透雨在第一场透雨在 55 月月 1919 日至日至

2020 日日，，全县大田玉米出苗情况略差全县大田玉米出苗情况略差，，周边没有实施保护周边没有实施保护

性耕作的地块出苗率平均在性耕作的地块出苗率平均在8989..33%%，，比保护性耕作地出苗比保护性耕作地出苗

率率略低略低。。

梨树县县委梨树县县委、、县政府对黑土地保护县政府对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梨树模式””保护性保护性

耕作技术推广高度重视耕作技术推广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县长为组长的

梨树县梨树县““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广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广

措施措施：：印发了印发了《《20202020年梨树县年梨树县““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推广实施方案推广实施方案》；》；制制

定了严厉的秸秆禁烧政策和鼓励政策定了严厉的秸秆禁烧政策和鼓励政策，，为各乡镇拨付工作经为各乡镇拨付工作经

费费；；加大补贴力度加大补贴力度，，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开展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开展““梨树模式梨树模式””的的

积极性积极性；；组建技术服务团队组建技术服务团队，，使工作开展起来更切实有效使工作开展起来更切实有效；；开开

设科技大讲堂设科技大讲堂，，聘请中国农大聘请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等院校、、科研单位科研单位

的专家的专家、、教授网上授课教授网上授课，，集中进行学习和交流集中进行学习和交流；；加大宣传力加大宣传力

度度，，召开了现场会召开了现场会、、培训会培训会，，印发宣传资料印发宣传资料，，引导全县农户了引导全县农户了

解解、、学习学习、、掌握和运用掌握和运用““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建立核心示范区建立核心示范区，，在全县在全县

建立建立100100个个““梨树模式梨树模式””示范推广核心基地示范推广核心基地，，充分发挥带动作充分发挥带动作

用用，，进一步推动进一步推动““梨树模式梨树模式””的推广的推广；；实行领导干部负责制实行领导干部负责制，，将将

““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推广工作纳入了各乡镇推广工作纳入了各乡镇、、部门工作考核部门工作考核，，夯实责夯实责

任任、、督促落实督促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