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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25 日是第 32 个全国“土
地日”，宣传主题为“节约集约用地，严
守耕地红线”，旨在引导全社会关心和
珍惜土地资源、增强节约用地和耕地保
护意识，进一步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
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守护好耕地这一生存发展的根基。

当前，我市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阶段，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
红线是我市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土地利
用的必然之举。对此，全市各级政府
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充分挖掘土地
潜力，严格保护耕地，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为全市重点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提供可靠的用地保障，推进四平高质
量发展。

要加快推进“三区三线”划定工
作。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按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
定落实，合理预留发展空间。永久基
本农田要按照国家确定的指标，在纳
入耕地保护目标的稳定耕地中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要保持总体稳定；城镇
开发边界要围绕推动城镇紧凑发展和
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科学划定。同
时，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要在现有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细化，把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确保规划高起点谋划、高效能推
进、高质量完成。

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作为农业大市，我们必须严守耕地保护

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认真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坚持先补后占、占优补
优。要全域推行“田长制”，建立市县乡
村四级田长制组织体系，完善相关配套
制度，推进工作任务。要重点整治新建
项目占用耕地未做表土剥离、不按规定
剥离行为或剥离后未按要求储存、利用
的情形，保护好、储存好、利用好我市优
质土壤，做到“应剥尽剥”“应用尽用”

“应罚必罚”，确保我市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数量不减少，质量
不降低。

要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土地
资源是有限的，节约利用的潜能是无限
的。全市各地各部门在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的同时，要本着“严控总量、盘活存
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原则，科学

合理安排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先保障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用地。
同时，要继续做好土地一级市场整治工
作，全面开展建设用地全程监管及动态
巡查，通过清理整顿闲置土地、盘活未
利用地和低效用地、加大批而未供土地
处置力度、优先供应存量土地，实现土
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

珍惜节约每一寸土地，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倍加珍惜
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
底线，为推进新时代四平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作出应有贡献！以优异
的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共同守护好四平的每一寸土地

——纪念第32个全国“土地日”
四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善斌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提出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
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
责，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全
面推行“田长制”是落实中央关
于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战略部
署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耕地保
护主体完整、责任下沉，使“长牙
齿”的耕保硬措施落到实处的重
要一环。

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去年年底，四平市全面推行“田
长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组
织架构体系。聚焦优化农田布
局、强化农田防护、推进农田建
设、改进农田利用、严格农田监
管五项工作重点，明确各级田长
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修改完善
巡田制度、工作督查督办制度、
会议制度、信息通报等制度，建
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
盖、无缝隙”的网格化耕保监管
机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
粮食安全底线。

在“管好田”上出实招。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
盖、责任到人”的原则，建立耕地
保护监管“一张网”，将田长制工
作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目标
任务明确化、清晰化、精准化，确
保责任全覆盖，管理无真空，工
作无死角，实现地有人种、田有
人管、责有人担的耕地保护网格
化工作格局。

在“建好田”上下功夫。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占
补平衡攻坚上下功夫，优先在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
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
设高标准农田，强化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土地综合整治，统
筹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工作，切实
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

在“护好田”上求突破。建
立完善耕地执法监督机制，以

“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为重
要抓手，实现“人防+技防”，借
助科技手段提升执法水平，确保
第一时间把违规违法占用耕地
问题化解在初始、消灭在萌芽状
态。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查处非
法占用、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做
到调查、巡查、监督全覆盖。

自然资源部和农
业农村部联合下发了

《关 于 农 村 乱 占 耕 地
建 房“ 八 不 准 ”的 通
知》和《关于保障农村
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
地的通知》，在切实保
障农民住宅用地需求
的 同 时 ，坚 决 遏 制 乱
占耕地建房。对通知
下发后新发生的违法
违规行为，实行“七个
坚决”。即：违法占用
耕地建房，坚决查处；
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建房，坚决拆除；非
法 征 占 涉 嫌 犯 罪 ，坚
决 移 送 ；问 题 发 现 不
及时，坚决约谈；造成
恶劣影响，坚决问责；
瞒 报 压 案 查 处 不 到
位，坚决追责；涉嫌违
纪违法，坚决处理。

农村建房行为“八不准”
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七个坚决”

用规划绘制美丽四平和谐共享新画卷
——我市加快推进“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助力高质量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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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行“田长制”
守护耕地“生命线”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利用好耕地耕作层土壤。

坚决制止违法占地，强制拆除违法构筑物。

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破坏耕地行为。

手牵手同保生命线，心连心共护黑土地。近年来，四平市坚决扛起保护耕地的政治责
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规划引领，力推高效用地，狠抓要素保障，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促
进了四平市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轮”齐驱，协调并进。

高位推动统筹调度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编 制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是 党 中 央 、

国务院部署的重大工作，也是理顺
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一”的基础
性工作。而“三区三线”的划定及管
控更是发挥国土空间规划战略性、
引领性、约束性、载体性作用的重要
基础，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
事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事关地
方城镇建设空间布局和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区三线”

划定工作，把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
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
逾越的红线,夯实永续发展的空间基
础。全省“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视频会
议后，市政府随即召开会议，对进一步
调整完善我市“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提
出了明确的意见。随后，市政府专题调
度了两区、两开发区及市直相关部门，
排查梳理“十四五”期间的项目用地需
求后，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为调整完
善“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奠定基础。

精准规划拓展空间 优化布局“三区三线”
“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是指划定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科学
布局农业、生态、城镇三种类型功能
空间。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方面。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格落实耕地“应
保尽保”的要求，划定划实耕地保有
量。我市要坚决抗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按照国家和省的任务要求,以长期
稳定利用耕地数量的一定比例确定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规模，做好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工作。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保护优

先，我市已基本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
调整工作，生态保护红线调整成果总体
保持稳定。《四平市本级生态保护红线
评估划定方案》已通过市政府常务会审
议，全市生态保护红线调整成果经吉林
省自然资源厅审核后，已报自然资源部
备案。

严控城镇开发边界。按照《吉林
省“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方案》的最新
要求，要严控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我
市坚持紧凑发展与节约集约相结合，
优先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
红线，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科学确定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充分
尊重自然地理格局，做到控增量、提质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有序编制村庄规划

村庄规划是统筹安排乡村空间布
局，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
然资源，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依据。为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乡村振兴战
略的决策部署，我市正在有序推进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务求实效。充分听
取村民诉求，引导村民参与规划。加强
驻村调研、入户访谈，深入了解村民的
真实想法和诉求，找准规划重点，确保规
划符合村民意愿。规划成果形成后，通
过“上墙、上网”等多种方式及时公布并
长期公开，采取符合农村特点、农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农民宣讲，方便村民
了解和查询村庄规划及管控要求。

加强产业指引，推动发展。用足用
好政策，充分挖掘村庄自身产业发展条
件，基于村庄区位优势及发展资源要
素，依托项目引擎，支撑“秸杆变肉”、

“千万头肉牛”和“生猪倍增”等现代农
业产业建设工程，推动村庄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与提升，焕发乡村活力，推动乡
村振兴。

努力提升环境，美丽宜居。以建立
美丽宜居村庄为核心，紧紧围绕人居环
境提升，通过调研走访，了解村民对房
屋改建、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方面的需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补齐交通、市政等设施短板，管控村
庄特色风貌，指引农村房屋建设、生活
环境整治和公共空间节点设计，充分结
合地域文化特色，全力打造“一村一品”
特色村。

强化规划引领，完成好“三区三线”
划定工作任务，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
制，形成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
局体系，努力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效，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合理安排
城镇用地布局，有效发挥城镇开发边界
约束作用。

优化“三区”空间功能。生态空
间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
体 功 能 ，包 括 森 林、湿 地、河 流、湖
泊、滩涂等各类重要生态功能区，要
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统筹
一般生态空间保护和利用。农业空

间以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为主
体功能，要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空间
布局，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
制和引导。城镇空间以城镇居民生
产、生活为主体功能，要按照大城市
核心区的建设要求，确定城镇空间发
展策略，引导老城区、新城区和重点
镇区的协调发展。

本报通讯员 刘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