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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 2018 年国土资源工作综述

荔浦市自
然资源局将开展
地灾群测群防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
民生工程来抓，
积极开展地灾科
普知识的宣传和
培训、地灾抢险
救灾演练，让群
众掌握防灾避险
知识。

（陈帆 摄）

荔浦市自
然资源局把实施
土地整治融入到
乡村振兴战略计
划中，近年来，
先后投资 1 . 5
亿元用于土地整
治，不断提升土
地综合能力，引
导农民发展特色
种植。图为该市
万亩橘海一角。

(陈帆 摄)

▲荔浦市自然资源局积极实施土地开垦项目，解决贫困
村无田可耕种的尴尬局面，助力贫困村早日脱贫。

（陈帆 摄）

灵川县三
街镇西嵅上村地
质灾害演练场景
(陶婉玲 摄)

灵川县不动产登记自助查询机

▲旅游改革产业试点项目——— 大圩漓水人家项目园内得月楼。

土地是民生之本，是发展

之基。在过去的一年里，桂林市

国土资源部门紧紧围绕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建设“一本蓝图绘

到底”，不断优化提升自然资源

保障供给效率，谱写了一段“高

效、生态、和谐”的国土“三重

奏”。

□本报记者苏展 通讯员文青云

“高效国土”——— 为国际旅游胜建

设做好用地保障

土地的使用效率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进程。面对快速
增长的用地需求。 2018 年，市自然资源局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主动作为，规范管理，优化项
目用地布局。据介绍， 2018 年，桂林市有用地需求的
重大项目 215 个。全部保障用地项目 106 个，保障新
增建设用地 3380 多公顷。其中涉及桂林市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签约项目 13 个，保障用地超过 100 公
顷，重大项目用地实现了应保尽保。在重大项目用地得
到保障的同时，我市全力开展土地收储与供应工作，为
后续项目发展做好“刚需”保障。

“市自然资源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土地储备与标
准厂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建立了三级联席会议制度和
‘红黑榜’通报制度，通过每月分析推进、每月考核通
报等措施，督促土地报批、征收、收储、供应一体化推
进。”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 年，全市
完成了青莲地块、大河民俗文化旅游村地块、大河乡蔡
家渡片区改造项目地块、七星区朝阳乡葛家村片区 DK
-4 等 18 个地块及国营华侨农场等地块的收储工作。截
至当年 11 月底，全市已累计完成土地报批 710 多公
顷，完成土地收储超过 1000 公顷，完成招拍挂出让
540 多公顷，划拨供地 1300 公顷。全年盘活存量用地
2160 公顷，盘活率达 186 .35% ；落实工业用地指标达
到市可用指标的 30% 以上；全市近五年平均供地率由
51 .14% 提高至 66 .11% 。

与此同时，我市继续完善旅游产业用地改革配套政
策，为我市旅游业再创辉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据了
解， 2018 年我市重点制定和完善了《桂林市旅游产业
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桂林市农村集体土地用于旅
游开发的补充规定》《小型旅游设施用地审批办法》
《桂林市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管理实施办法》《桂
林旅游产业用地管理办法》《桂林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工作专项规划（ 2017-2021 年）》等相关配套政
策，报市人民政府审议和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桂林市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实施细则（暂行）》已经桂林
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对多个项目进行了地价评估，低
效用地再开发利用工作全面铺开。

“生态国土”——— 履行职责保红线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近年来，我市坚持
源头保护、节约集约利用、有效修复原则，将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国土资源调查、规划管理、保护
与合理利用等各个工作环节，发挥自然资源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进“生态国土”建设。

整治采石挖砂。这是近两年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
点之一——— 2015 年，关停 69 家采石场； 2016 年 5
月， 18 家位于漓江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采石场被关
停； 2017 年，漓江沿岸 20 多家采石场按照“一场一
策”，投入资金约 2 . 58 亿元，共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
136 万平方米……

去年，我市继续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市县两级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发布实施，矿产规划备案材料及数据
库成果汇交圆满完成。据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全市第一批 9 家试点采石场相继完工验收，

其中 8 家先后在桂林市公共交易中心开标；统筹兼
顾抓好采矿权投放计划，全市 2018-2020 年采矿权
投放计划批复实施；牵头对全市 2018 年拟出让矿权
进行实地核验，纳入年度出让计划的 80 宗采矿权，
经核验审查同意出让 59 宗，暂缓出让 19 宗，不同
意出让 2 宗；制定《桂林市加快建设绿色矿山工作
方案》，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调、三级联创的绿色
矿山创建工作体制，力争 2020 年底全市 30% 大中
型矿山企业和 20% 小型矿山企业达到绿色矿山建设
目标任务。

与此同时，我市扎实开展 2018 年全天候遥感监
测执法、生态保护区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和 2018 年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等工作，对违法用地问题严重的 2
个县、 9 个乡镇开展警示约谈。通过采取强有力措
施，全市年度卫片执法检查顺利通过自治区验收，连
续三年实现了零约谈、零问责目标。

此外，过去的一年，我市研究制定《关于明确县
级财政、民间资本投资土地开垦项目有关事项的通
知》《桂林市补充耕地指标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政
策文件，开展土地整治和占补平衡攻坚战，全力做好
新时代耕地保护工作。据悉，土地开垦方面，全市当
年立项项目 7 个，预计新增耕地 4380 亩，其中水田
1905 亩。完成竣工验收或确认项目 4 个，新增水田
148 . 5 亩、旱地 1830 亩。“旱改水”方面，兑现历
年承诺重点推进耕地提质改造项目 47 个，预计新增
水田 25270 亩。其中完工项目 25 个，面积 10948
亩，完成确认 3030 亩。表土剥离方面，实施完成
2995 . 65 亩，剥离土方量 44 . 29 万立方米，利用土
方量 27 . 96 万立方米。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全市
已上图入库 181 .53 万亩，上图入库率达 62 .63% 。

“和谐国土”——— 强化服务惠民生

“原来办理二手房转移，要跑五个部门十来
个窗口，现在只要在一个窗口， 30 分钟就办理
好了。”去年 7 月，市民黄小姐到桂林市不动
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感受到“最多跑一
次”改革带来的实惠。

据了解，原来在办理不动产业务时，需要
跑交易、档案、税务、权籍、不动产五个部
门，来回十几个窗口，往返七八次，现在只需
到政务服务中心的不动产一窗受理窗口，填一次
表，取一次号，交一套资料，30 多分钟就能办理完
交易、缴税、权籍调查、登记等业务，感觉十分方便。
现在还可以选择邮政速递，在家坐等不动产证。这样
的例子在我市不动产登记工作中不胜枚举。自实施不
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以来，我市本着“为民、便民、利

民”的服务宗旨，不断拓宽服务方式，深化服务内
涵，为群众和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2018 年，我市继续大力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改
革。完成了包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产交易所等在
内的多部门整合，实现了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一体
化运行新格局。出台《桂林市不动登记交易业务一体
化服务指南》，构建了不动产登记业务“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最多跑一次和“互联网+金融信贷+不动
产抵押登记”一事通办等新模式，实现了业务办理速
度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的目标。

民之所望，政之所往。在推进信访维稳工作方
面，我市深入开展信访积案清理排查化解、重点信访
案件督察及信访人员专业化培训，完成新增建设项目
社会风险评估全覆盖。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助
力脱贫攻坚方面。 2009 年以来，全市共获自治区立
项批增减挂钩项目 12 个，其中 6 个项目已完成验收
备案，确认验收耕地面积 1912 . 5 亩，其余 6 个项目
正在实施，拟复垦耕地 2410 .35 亩。 2018 年，全市
共立项批复增减挂钩项目 32 个，申报示范工程 2
个，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

此外，在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全面落实
防灾避险各项措施，推动各县（市、区）申报全国地
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十七县（市、区）均
已获批；力争实现全覆盖，重点加快推进中央特大型
治理项目，桂林市城区 26 座山体危岩崩塌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有序实施。 2018 年汛期，全市地质灾害防
治扎实有效，实现了零伤亡的目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自然资源局提供）

▲桂林旅游产业用地改革为一大批旅游项目落地提供了土地保
障。图为全州利用该政策建起的天湖滑雪场。 （王滋创 摄）

创新不动
产登记新模式，
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升。图为工作
人员为群众提供
咨询服务。

（唐广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