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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T年度依法行政
工ft.懵况报告

⒛17年 ,我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和省国土资源厅的工作部署,坚持
“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
”
的发展理念,以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积极服务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千方百计保障经济发展、

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在新常态下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依法行政工作成效

2017年 ,我局把依法行政作为落实国土资源管理职能,

推动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的重要措施,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

(一 )加强土地管理制庋建设,规范权力阳光运行

一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拟订出台 《珠海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已于 9月 5日 颁布实施。开展全

市地价政策研究,制定出台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地价计收规

则》,首次统一规范全市地价计收工作。印发 《关于统一规

范出让变更合同签订事宜的通知》,加强全市项目用地合同

履约管理;开展村民建房政策研究,跟进历史村民建房政策

协调衔接,出 台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村民房屋确权有

关政策的通知》 (珠府函 匚⒛17〕 77号 );已研究拟订 《关

于完善珠海市工业用地供应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经营

性用地出让工作的通知 (修订稿)》 、 《珠海市土地一级开发

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待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是及时开展地价更新。组织开展香洲主城区地价动态

监测成果更新并已上报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全市评估市场

价格成果更新,并于 2017年 1月 1日 和 7月 1日 在门户网

站上发布,同 时稳步推进国有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

新工作。

三是加强储备土地和空闲地管理。根据 《珠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 (珠府 〔⒛15〕 12

号 )规定,加强对储备用地和纳入出让计划的经营性用地管

理,将西湖城区s272省道西侧、鹤洲南项目、珠海北站 TOD

及后环片区储备土地和珠海大桥东、十字门游艇码头项目、

洪湾商贸物流中心等拟出让用地委托属地政府或市属国企

进行管理.同 时,对尚未委托管理的储备土地进一步明确责

任,加大监察力度。

(二 )全力做好用地保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积极做好征地拆迁工作。通过开展征地拆迁体制改

革,启 动属地政府总包干机制试点,积极解决项目征地拆迁

工作难题。会同各区和项目单位共同推进香海大桥、洪鹤大

桥等省市重点项目的征收补偿工作。⒛17年共完成重点项目

征拆补偿面积 (含用地清理整合 )约 2585999亩 ,补偿金

额达 3955307万元,其中签订总包干协议书两份,涉及补

偿面积 343423亩 ,涉及补偿金额 51866,76万元。



二是有序开展建设用地报批。积极做好洪鹤大桥、长隆

二期用地等 20个省重点项目用地和 88个市重点项目用地报

批工作。zO17年共组织全市完成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及民生

工程用地报批项目 59个批次 (含横琴 ),涉及用地规模

575.5979公 顷,其 中新增建设用地 567.1184公 顷。

三是有效实施差别化供地政策。坚持有保有压有控和
“
有限指标保重点

”
原则,优先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

民生工程用地需求。zO17年共供地 361宗 、面积 17767911

公顷,其 中出让宗地 198宗 、面积 734,5961公顷;戈刂拨宗

地 163宗 、面积 1042.195公顷,确保洪湾中心渔港、洪鹤

大桥、UIC新校区三期、斗门区第三中学、兰埔路市政道路

工程等项目及时动工建设。

四是积极做好经营性用地出让工作。根据 《珠海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采用
“
限地价、竞配建

”
方式挂牌出让商品住房

用地,⒛ 17年共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 78宗 (含横琴新区 15

宗〉,出 让{总 面积共约282,36公顷,出 让J总价款共计约40628

亿元,其中,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 (含 已收及应收)约 126

亿元。

(三 )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化耕地保护

一是积极推进土规调整完善工作。积极会同各区推进土

规调整完善工作。有关成果已于⒛17年 9月 24日 获省政府

批复。经积极协调,设法争取省的支持,至 2020年 ,全市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58240公 顷,其中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1235公 顷,增加了1867公 顷;耕地保有量不少亍 22754公

顷 (3413万亩 ),减少了 6163公顷 (9.24万亩 ),确保

重点交通设施用地、民生工程等项目用地规模。同时,积极

组织开展金湾区红旗镇有条件建设区、香海大桥建设项目涉

及基本农田规划调整等工作。

二是严格做好用地预审工作。严格按照土地规划开展土

地预审。zO17年办理洪鹤大桥、香海大桥等建设项目的用地

预审 52宗 ,涉及用地面积 62168公顷。

三是积极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积极组织各区按

照
“
落地块、明责任、设标志、建表册、入图库

”
要求,共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9.25万亩,签订各级保护责任书共 137

份,设立标志牌 68块。有关成果已通过国土资源部审核。

此外,为 了调动村集体保护基本农田积极性,会同市财政部

门和市农业部门做好基本农田经济补偿工作,按每亩每年

150元的补偿标准,共计拨付 57,666,840元 补偿资金。

四是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会同财政、农业等

部门组织西部各区开展 ⒛15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 ,

截至目前,已完成 2015年度建设任务 20700亩 ,共投入资

金 4850万元 (省补助 3105万元,市级补助 1745万元),

并已完成市级验收工作。

(四 )加强用地批后监管,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一是积极盘活批而未供土地。通过制定印发 《关于加快

办理批而未供土地范围内以划拨方式供应的项目用地手续

的通知》 《关于落实批而未供土地
“
去库存

”
专项工作方案



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抓紧落实批而未供土地
“
去库存

”

专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政策指引和工作责任 ,

同时加大督导协调力度,积极推进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工作 .

截至目前,我 市⒛12年至⒛16年我市获批建设用地 3372,89

公顷,已供应 226324公 顷,供地率为 67.10%。

二是进一步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依托土地市场动态

监测与监管系统,对全市用地报批、征地实施、土地利用计

划指标使用、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开发利用、批而未供(征 )、

闲置土地处置、开竣工违约等情况进行定期协调督导,⒛ 17

年共清理闲置土地 9宗 ,面积 14.8314公 顷; 已完成处置 7

宗,面积 10,95公 顷。同时,积极完成 2017年土地例行督

察清单中的疑似闲置土地 151宗 (面积 485.30公顷)的整

改工作。

三是有序开展开发区节约集约评价。已完成高新、富山

等六个开发区 2016年度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更新工作 ,

并已通过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审核确认,已 完成 ⒛17

年度评价成果,并 已上报至省国土资源厅审核。其中,⒛ 16

年度实现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8.98%,远

超珠三角规划纲要考核中省下达我市的 5.78%目 标任务。

(五 )规范土地执法,管地用地秩序 良好

一是加强国土资源在线巡查。⒛17年我市在线巡查平均

上线率 95.51%,上报土地事件 553件 (面积 142633亩 ,其

中耕地 1593亩 ),办结 498件 ,办结率 90,05%;上报矿产

事件 2宗 ,已 办结。二是抓好违法案件查处。⒛17年我局立



案查处违法案件 50宗 ,其中土地案件 44宗 ,涉及土地面积

81.76亩 ;矿产案件 6宗 ,罚款共 15.5万元。三是积极开展

卫片执法检查。2016年 ,土地卫片违法用地 105宗 ,面积

4l1.78亩 (耕地 11.5亩 ),已全部整治到位。⒛16年违法

用地宗数比上一年度下降 23.9%,面积下降 51,5%,在全省

处于领先水平。

二、2018年改进国土依法行政的工作思路

zO18年 ,我局将继续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省国土资源

厅的中心工作和
“
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

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
的责任定位,坚持改革创新 ,

坚持依法行政,推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着重做

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

(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采取多形式、分

层次、全覆盖的方式学习研究,全面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

大精神。并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国

土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国土资源供给精准高效投向

创新经济、实体经济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进,进一步加

大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工作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扎实做好国土资源保障民生、维护权益各项工作。同时,

全面加强党建工作,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为 我市国土资源

事业改革发展提高坚强政治保证;不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 ,

进一步提高干部精气神,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国土资源

干部队伍,积极推动国土资源事业踏上新征程。

(二 )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枸性改革。一是报请市政府出



台 《关于完善珠海市工业用地供应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做好宣传贯彻落实工

作。二是完善全市经营性用地出让计划 (⒛179019年 ),

密切关注土地市场变化,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确保土地市场

健康平稳。

(三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

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水田垦造和土地整治工作,确

保我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同时,保护山体,加快裸露山体整治复绿,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与自然资源保护水平 .

(四 )积极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一是启动 《珠海市

征收 (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修订工作。

二是积极推进 《珠海市土地征收补偿工作细则》制定工作。

三是修改完善 《珠海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五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打造阳光法治国土

吸取过去的深刻教训,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严格落实八项规定,深入

推进作风建设,继续倡导反
“四风

”、树新风,切实筑牢拒

腐防变的廉政底线,采取有力措施规范自由裁量权,防止干

部犯错误,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保护好干部。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加强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加大干

部队伍教育培训力度,做到依法管地批地用地,着力打造
“
法

治国土、规范国土、廉洁国土、阳光国土
”,为 推进备项国

土资源管理工作提供纪律保障和组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