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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市国土资源局

多措并举固本强基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近年来，青州市国土资源局

在青州市委、市政府和潍坊市国
土资源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
定不移的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保
护耕地、挖潜存量、节约集约用
地和生态建设为主线，多措并举
固本强基，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一、主动服务，全员参与，

各项工作创先争优

(一)尽职尽责保发展。一是
调整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布局，在
空间保障上下功夫。完成济青高
铁、高速、中线、高铁北站及周边
五条连接线等 1 1 3 项道路、交
通、供电、水利公益项目，科教园
区、千人计划园、院士生物产业
园等 9 个重点园区，中化弘润、
齐鲁科技学院、生物质热电联、
中晨艺术小镇等 137 个重点项
目。今年共计完成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 7 万亩、土地利用规划调整
2 . 7 万亩。二是多措并举，在项目
报批上下功夫。充分利用全国低
丘缓坡试点、现代产业和单独选
址项目等土地政策，较好的保障
了全市重点项目报批土地。三是
土地供应在节约集约用地和供
给侧改革上下功夫。盘活城镇空
闲地 1466 亩，利用闲置厂房 46
个，低效用地二次开发 2550 亩，
2 0 1 2 年 - 2 0 1 6 年 供 地 率 达
75 . 07%，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式
创新入选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四个创新”100 例。推行工业
用地“先租后让、长期租赁、弹性
年期出让”供地方式，3 家企业
采取弹性年期方式供应土地，降
低企业土地取得成本 188 万元。
四是加大土地整治力度，在保障
占补平衡上下功夫。完成占补平
衡项目 16 个，整理土地 12488
亩，已经完成验收项目 4 个，新
增耕地指标 2536 亩。

(二)规范矿产管理秩序，提
升管理水平。提请市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强化矿产资源管理
工作的通告》，坚持“到期即关，
到储量即关”原则，关停到期石
灰石矿山 3 家，拆除 9 家已关停
矿山石子加工设备；印发《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开展防灾宣传，
发放资料2700份，通过省、市汛期
地质灾害检查；安全生产“大快
严”行动聘请专家12人次，检查
消除隐患点1 5个，顺利通过省
安委会巡查；青州市基于物联
网、云计算的科技管矿平台获
国家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二等
奖，获“省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先
进单位”称号。

(三)测绘地理信息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升。大力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改革，借助地理公
共服务平台信息，创建青州市
弱势群体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以“一张图+弱势群体精准管
理”为核心理念，整合民政、残
联、工会等部门的弱势群体信
息，为帮扶救助的精准管理和帮
扶村到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该平台涵盖 2 0 1 4 年以来
14249 户 32004 人贫困人口信
息，涉及 13 个镇街和开发区，在
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了战略地
图性的作用，它作为潍坊市唯一
天地图典型应用案例，被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收录到《天地
图典型应用案例汇编》。

(四)多措并举，推进卫片核
查和依法依规用地。针对国土资
源部、督察局、潍坊市分别下发
的卫片，组织摸底核查，分乡镇、
街道、开发区分别列表形成整改
方案，明确卫片整改要求、质量、
完成时间。汇报市主要领导后，
市政府三次召开专题会议，布置
和调度整改工作，下发四期整改
通报，督促整改完成。创新土地
监管长效机制建设，提请市委、
市政府研究出台《关于加强国土

资源执法监管建立共同责任机
制的实施意见》，落实土地执法
监管共同责任，切实提高土地执
法监管执行力。

二、建立机制，创新模式，

提速提效服务成效明显

(一)创新开展土地整理市场
化运作机制。土地整治资源日趋
紧张，特别是近期道路交通等公
益事业用地需求量增大，占补平
衡保障压力增加，目前土地整理
新增占补平衡指标不能满足报
地需求，调动乡镇挖潜整治、整
理耕地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抓土
地整理增加耕地、新增占补平衡
指标的重点工作。提请市政府出
台《关于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市场
化运作的实施意见》及其补充意
见，活化投融资渠道，落实乡镇
职责，制定分类打包收购激励标
准和要求，增强了乡镇、街道实
施土地整理的积极性。

(二 )建立土地征收激励机
制。针对乡镇、村土地征迁、出让
过程中，群众思想工作任务重、
时间紧、人员少，容易产生信访
矛盾的情况，在研讨政策、征求
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结

合我市实际，提请市政府出台
《青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土地征收管理工作的意
见》，明确乡镇、街道、开发区责
任分工，为解决矛盾推进工作
奠定了基础。

(三 )建立生态建设激励机
制。针对关停矿坑治理难题，创
新用活政策，研究制定《青州市
关于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改善生态环境的实施意见》，
建立统一规划，乡镇主导，城乡
一体化的多项优惠政策综合实
施，积极帮助乡镇申报矿山复绿
项目，符合土地整治要求的参照
市场化运作模式实施，加快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

(四 )不动产登记在创新机
制、提速提效、服务群众上下功
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畅通政
策渠道，针对群众反映强烈、数
量多的情况，及时归纳为 8 个方
面 20 个问题，向市政府常务会
议提交了《关于不动产登记发证
提速提效的意见》，通过后组织
实施，解决了 2200 户不动产登记
证发放问题，这种做法被省厅调
研时收集为典型案例并进行推

广；压减程序，建立快速通道，提
高规模以上企业服务水平。所有
企业抵押办件全部在 3 个工作
日内办结，急件当日办结或者立
等可取。协调银行、企业，分别设
立了 4 个银行自助办件窗口和 6
个企业自助办件窗口，减少中间
重复核验环节；率先开发建设县
级微信预约平台，实现网上预
约，改变了群众办事排队现象；
设立东夏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实
现不动产登记服务同城通办，方
便办事群众自主选择就近办理
各种不动产登记业务。

三、改进作风，廉洁勤政，
干部队伍和党风

廉政建设落实有力
(一)以作风建设年为抓手，

强党建转作风促提升。制定《关
于在全系统开展“作风建设年”
活动实施方案》，推进“八大行
动”，建立“七项机制”。抓学习培
训提素质。提高对十九大和“四
个城市”、“五强四宜”城市发展
的认识，提升对国土资源政策的
认识，奠定探索政策、了解利用
政策的基础。“服务先锋岗”活动
的开展激发了团队个人创先争
优、争当楷模的意识，全年共推
选45个先锋岗。《国土资源研究》
刊发2期，先进做法、先进事迹及
时刊登报道，环境氛围得到全面
提升。

(二)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完
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健全落实
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层层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压实压紧责任。印发《2017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
意见及任务分工》等17个文件，
全系统195名工作人员全部签订
廉政承诺书，开展例行谈话9 6
人，提醒谈话6人。完善公务接
待、公务用车、会议培训等26项
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关于落实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的实施办法》，建立市纪委派驻
组全程监督机制，邀请派驻组列
席党委会议并定期汇报情况。研
究制定《国土资源局行政问责实
施办法(暂行)》，促进依法行政、
廉洁自律。

青州市国土资源局下一步
将紧紧围绕青州市委、市政府和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部署要求，倾
心竭力保发展，严格规范保资
源，夯实基础保权益，大胆创新
促改革，全面推动国土资源管理
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世界地球日”宣传查看废弃矿坑治理现场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

南张楼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打造建设用地--峱山工业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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