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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人民政府文件

夏政 萃2015菸121号

夏邑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夏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城关镇萁曹集乡人民政府喹县政府有关部门嗷

菅夏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菀已经县政府同意喹现印发给你们喹请认真遵

照执行菥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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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实施方案

为扎实做好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喋2010 2020年嗒调整完善工作喹确保全县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

基本稳定萁质量不下降萁土地节约集约水平明显提高喹切实维护

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喹根据国土资源部萁农业部萁省人民政

府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统一

部署要求喹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喹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 菟底盘萏喹

以基本农田保护为重点喹推进 菟三线萏划定和 菟多规合一萏喹促

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喹特制定本方案菥

一萁重要意义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是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萁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的重大举措喹对

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布局喹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萁新型城镇化萁新

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菥做好这两项工作喹确保全

县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喹基本农田得到永久保护喹更好地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菥正确处理好保红线和保发展的关系喹重点保

障中心城区萁产业集聚区及新农村建设等建设用地空间喹妥善处

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城市开发边界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关系喹

做好相关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工作喹优化国土开

发空间布局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菥此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规划

调整完善编制是否科学合理喹直接影响全县耕地是否能得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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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喹县域萁产业集聚区及各乡镇今后5年各类项目建设萁招

商引资等工作所需用地能否得到落实喹进而对全县在规划期内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菥

二萁工作任务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主要任务嗷

喋一嗒将城镇周边国家萁省确定的重点地方萁重点部位的优

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喹将不符合划定要求的耕地调出永久基

本农田菥

喋二嗒将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和农户并上图入

库喹建立保护档案及数据库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主要任务嗷

喋一嗒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估菥

以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及其连续变更到2013年的土地利

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喹进一步摸清状况萁分析趋势萁找准问题萁查

明原因喹针对评估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喹按照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的

新要求喹有针对性地提出规划调整完善的建议喹为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菥

喋二嗒合理调整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菥

1喁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调整嗷耕地保有量暂按

照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执行喹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暂

结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任务和异地代保实际情况确

定菥待国家将调整后指标下发后再做相应调整菥

2喁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调整嗷暂按照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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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中心城区及各乡镇建设用地规模执行喹待国家将调整后指

标下发再做相应调整菥

喋三嗒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菥

1喁基本农田的调整嗷依据2013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和耕地质

量等别评定成果喹遵循耕地保护优先萁数量质量并重的原则喹按

照布局基本稳定萁数量不减少萁质量有提高的要求喹对现有基本

农田的空间布局作适当调整菥特别是梳理城镇周边萁道路沿线未

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现有耕地数量萁质量及分布状况喹开展实

地核查喹结合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喹重点将城镇周

边萁道路沿线应当划入而尚未划入的优质耕地划为基本农田喹实

行永久保护嗉把质量不高萁布局不合理的耕地从基本农田中调出喹

实现耕地保护萁城乡发展萁生态建设在用地布局上统筹协调菥

2喁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嗷应当体现区域协调发展萁新型城镇

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要求喹结合城乡规划等规划布局喹遵循国

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菥一是加强与新型城镇化萁生态环境等相

关规划的协调衔接喹合理安排生产萁生活萁生态用地空间喹避让

优质耕地喹最大限度保护河流萁湖泊等自然生态用地喹促进形成

规模适度萁布局合理萁功能互补的城镇空间体系菥二是适应城乡

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喹结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喹因地制宜萁

量力而行喹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土地整

治萁产权置换喹促进农村农民住宅向集镇萁中心村集中菥三是合

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喹保障水利萁交通萁能源萁电力等重点基础

设施用地喹优先安排社会民生萁扶贫开发萁战略性新兴产业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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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家扶持的健康和养老服务业萁文化产业萁旅游业萁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用地等喹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提供用

地菥

喋四嗒推进 菟三线萏 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萁生态保护红

线和城市发展边界嗒划定和 菟多规合一萏菥

根据调整后的规划主要指标和用地布局喹优先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喹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菥以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为 菟底盘萏喹推进 菟多规合一萏喹为完善土地用途

和国土空间管制打下基础菥

三萁方法步骤

喋一嗒工作原则菥

按照耕地保护优先的要求喹强化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喹严格

保护林地萁草地萁湖泊萁湿地等生态用地喹合理安排生态退耕喹

保障重要生态屏障用地菥按照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萁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萁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各项指标喹严格划定城市开发边

界萁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喹引导形成合理的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菥

喋二嗒工作方法菥

县政府主导喹国土局萁农业局牵头喹各乡镇政府萁县直相关

部门和配合喹技术服务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工作喹进行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喹规划中期评估萁规划调整完善和数据库建设菥

喋三嗒工作步骤菥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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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都是保护耕地喹两项工作要协同推进喹互相配合菥大体

工作步骤如下嗷

1喁基础资料收集嗷包括各行业规划萁近年来国民经济萁社会

发展及土地利用的相关基础数据等菥

2喁用地需求情况收集嗷中心城区萁产业集聚区用地需求喹结

合最新县城总体规划萁产业集聚区萁商务中心区规划喹合理确定

发展边界及用地需求嗉乡镇政府驻地及其他集镇萁村庄用地需求喹

由各乡镇政府结合乡镇总体规划萁新农村建设规划喹合理确定发

展边界及用地需求喹在现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上标注修改

建议方案嗉不在中心城区萁集镇萁村庄规划范围的建设项目 喋单

独选址项目嗒用地需求的收集喹由县直相关单位负责喹具体分工嗷

发改委萁工信局负责全县各行业基本建设项目喹电业萁交通萁水

利萁旅游萁住建等基础设施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建设项目喹

县直各系统牵头单位负责本系统各部门萁各联系企业的用地需

求菥

3喁基本农田情况调查摸底嗷由国土局萁农业局牵头喹联合发

改委萁住建部等部门依据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萁最新的土

地变更调查成果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萁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和

地力评价成果萁高标准基本农田和高标准粮田建设情况喹开展城

市周边萁道路沿线现有耕地调查摸底喹全面查清耕地质量等级萁

地力等级萁集中连片程度萁规划为建设用地情况萁耕地污染情况

等详细信息菥

4喁举证核定嗷对城区周边和交通干线认为不能划为永久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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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的地块喹要呈报书面报告喹说明具体原因喹附具相关证明材

料菥

以下四种情况可以不划定为基本农田嗷

喋1嗒属于批而未用的喹提供相应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批复

文件嗉

喋2嗒属于受严重污染难以治理的喹由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监测和评价认定喹并经省级人

民政府核实确认的相关证明嗉

喋3嗒属于生态建设需要的喹依据经国务院批准的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喹提供由县市级发改萁林业萁国土共同出具

的退耕证明嗉

喋4嗒其他证明菥由省级政府 喋或省级授权的市级政府嗒或

同级有关部门提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证明菥

5喁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嗷各乡镇政府暂按照现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指标喹根据城区周边及交通干线一

般耕地核实举证结果喹对不合理的规划区域进行调整优化菥

基本农田的调整要在现有划定成果的基础上喹按照布局基本

稳定萁数量不减少萁质量有提高的要求喹对现有基本农田空间布

局做适当调整喹综合考虑建设用地萁设施农用地用地需求菥重点

将集镇周边萁道路沿线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菥中心

城区萁产业集聚区及各乡镇的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喹县

国土局和技术服务单位要在深入各乡镇萁相关单位逐个对接的基

础上确定嗉单独选址项目涉及的基本农田萁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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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系统牵头单位和基础设施项目主管单位报送的用地需求情

况喹结合上级分配的指标综合平衡喹确保我县发展战略萁政策措

施落到实处喹切实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菥

6喁论证萁评审和报批嗷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规划调整完善成

果在征求乡镇政府萁相关部门意见后上报喹上级部门将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菥评审后喹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喹确保成果质量

合格菥评审通过后喹按照法定程序逐级报省政府审批菥

7喁数据库建设和备案嗷本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规划调整完

善成果经依法批准后喹将同步更新基本农田数据库和规划数据库喹

并报国家萁省萁市国土部门及济南督察局备案菥

8喁签订保护责任萁建立档案嗷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地

块及户喹并签订保护责任喹归档保存菥

喋四嗒时间安排菥

2015年12月上旬喹全面启动县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工作喹完成基础资料收集萁调查摸底工作喹完成规划中期评

估工作菥

2015年12月底前喹完成城区周边萁交通干线一般耕地核实举

证工作菥

2016年1月底前喹基本完成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布局的调

整菥

2016年2月底前喹进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和规划成果上

报审批阶段菥

2016年4月底前喹完成基本农田数据库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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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更新工作菥

2016年6月底前喹签订基本农田保护并归档菥

具体时间安排以上级要求为准菥

四萁组织领导

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顺

利有序进行喹按时高质量完成喹县政府成立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领导小组喹负责对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和规划调整完善的调整工作方案萁技术方案萁调整成果等

进行审定喹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喹

办公室设在县国土资源局菥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喹联系各有

关部门喹组织专家咨询评审论证喹督促指导各乡镇 喋街道嗒开展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菥

附件嗷夏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领导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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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夏邑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领导组成员名单

组 长嗷刘海鹰 喋县长嗒

副组长嗷朱长军 喋副县长嗒

成 员嗷王文涛 喋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嗒

张作良 喋县国土局局长嗒

李前程 喋县发改委主任嗒

贾心壮 喋县财政局局长嗒

韩民良 喋县住建局局长嗒

王全涛 喋县农业局局长嗒

秦明华 喋县交通局局长嗒

王全华 喋县水利局局长嗒

刁常在 喋县规划中心主任嗒

李 伟 喋县环保局局长嗒

刘 歆 喋县旅游局局长嗒

祁巍华 喋县林业局局长嗒

张剑英 喋县国土局党组书记嗒

李七龙 喋城关镇镇长嗒

董天成 喋曹集乡党委书记嗒

毛志磊 喋胡桥乡乡长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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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光 喋歧河乡乡长嗒

岳德熙 喋郭店乡乡长嗒

王金安 喋业庙乡乡长嗒

经文涛 喋马头镇党委书记嗒

李玉英 喋中峰乡党委书记嗒

刘淑华 喋罗庄镇镇长嗒

杨成义 喋济阳镇镇长嗒

戚萧雨 喋桑堌乡乡长嗒

杨艳群 喋何营乡乡长嗒

赵铁军 喋李集镇镇长嗒

蒋东奇 喋车站镇党委书记嗒

王 楠 喋杨集镇镇长嗒

曹自然 喋王集乡乡长嗒

吴秀琴 喋刘店集乡乡长嗒

刘 杰 喋骆集乡乡长嗒

宿子建 喋太平镇镇长嗒

张武剑 喋孔庄乡乡长嗒

刘东峰 喋韩道口镇镇长嗒

郭长杰 喋火店镇镇长嗒

骆松枫 喋北岭镇镇长嗒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喹办公室设在县国土局喹张作良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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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嗷县委各部门喹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喹县政协办公室喹人武部喹

县法院喹县检察院菥

夏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2月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