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人员宣传土地知识

共和县北靠青海湖， 南临 “母亲河”
———黄河 ，是青海省进入六州牧区的第一
县，因此素有“草原门户”之称，是海南藏
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是全州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共和县国土资源局在人员少、
经费紧张、地域面积大、多民族聚居等情况
下，从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群众利益，维护
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一方面注
重发挥行政执法职能，依法打击破坏土地、
矿产资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宣传， 把对土地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作为 “五五”“六五” 普法的重要内
容， 利用 “4 月 22 日” 地球日、“6 月 25
日”土地日、“8 月 29 日”测绘日、“12 月
4 日” 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采取举办培训
班、召开座谈会、发放宣传材料、举办土地
管理知识竞赛、进村驻村宣讲等形式，对土
地法律法规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宣传。 2009
年以来举办培训班 30 多期，培训 1.5 万余
人次，召开座谈会 20 多次，发放宣传材料
7.6 万余份。 通过宣传，各级领导、用地单
位和广大群众对土地法的认识不断提高，
资源忧患意识、依法用地意识明显增强，为
共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2011
年荣获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青海省电力公
司 “青海电网工程建设征地工作先进集
体” 称号;2008 年、2011 年、2012 年荣获海
南州国土资源局“海南州国土资源系统工
作目标责任考核先进单位”称号； 2011 年
荣获“海南州国土资源系统信息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2008 年、2011 年、2013 年荣获
共和县委县政府“共和县目标责任考核实
绩突出班子” 称号；2012 年、2014 年荣获
县综治办“共和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暨平
安建设优秀单位”称号。

土地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
增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控
能力不断加强。

为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解决耕
地保护、 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
盾，努力促进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的根本
转变，2012 年 11 月 3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 《共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将县属所在地恰卜恰镇
建设用地由原来的 9.7 平方公里调整至
49 平方公里（含绿化用地），规划范围北
至 109 国道；南至次汗素、上塔迈村口；东
至东山坡；西至西香卡村，新增了城北新
区、工业园区、德吉塘及绿化区。 《规划》
确定恰卜恰镇允许建设区为 10 平方公

里、有条件建设区为 10.6 平方公里，这对
促进恰卜恰城镇未来可持续发展，扩大城
镇骨架，形成“一廊两山三区”城镇发展
格局提供了充足的用地保障。共和县国土
资源局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供地政
策，优先保障了共茶公路、倒共公路、西久
公路海南段、共玉公路、城北新区、工业园
区、光伏园区、各乡镇城镇化建设、保障性
住房、游牧民定居点、教育卫生、青海湖、
龙羊峡旅游等重点建设和民生项目的建
设用地，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耕地保护机制不断健全，耕
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一是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明确各级
政府耕地保护的目标和责任。特别是在基
本农田保护方面，县、乡镇、村、农户逐级
签订了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确保责
任落实到人，措施落实到位。 共和县耕地
保有量 2.0813 万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 1.55 万公顷，保护率达到 74%以上。 二
是建立健全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新增建
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
等制度，实现了耕地保护工作的制度化和
规范化。 三是大力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牧民收入，
2009 年至 2014 年， 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 7�个，总投资 1.45 亿元，整理土地面积
5517.21�公顷，新增耕地 421.28 公顷。

土地市场不断规范，土地资
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不断提高。

一是建立土地储备制度。 2011 年 2 月
24日，成立了共和县土地储备中心，通过
收回、收购等方式储备土地，并制订土地
供应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推向市场，
起到宏观调控土地市场的作用。二是建立
地价管理制度，制定了相应级别不同用途
的基准地价，保证了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
和增值。三是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转
让交易制度。 除城镇居民住房、法院判决
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外，对其他国有土
地使用权转让实行挂牌交易，培育和规范
了土地二级市场。 2009 年至 2014 年供应
建设用地 416 宗，面积 1793.17 公顷，新增
建设用地 1328.16 公顷。其中：划拨 90 宗，
面积 1680.45 公顷，新增 1293.52 公顷；出

让 326 宗， 面积 112.72 公顷， 新增 34.64
公顷，成交价款 1.34 亿元。

征地管理不断加强，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从 2009 年开始， 随着国家重点项目
的实施和牧区政策的落实，县域内较大规
模的征地补偿工作开始，共和县国土资源
局 2009 年至 2014 年发放征地补偿款
5.42 亿元。 征地标准执行《青海省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
综合地价通知》（青政 【2010】26 号）、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倒淌河至
格尔木一级公路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
标准的通知》（青国土资土【2009】32
号）精神，在被征地所在村严格进行征用
土地两公告一登记工作。 征用土地的丈
量，地上附着物登记等具体工作，由共和
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涉及乡镇工作人
员、涉及村村民代表共同监督进行。 按照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土地征收
时缴纳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通
知》(青政办【2013】23 号)精神，认真做好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收缴工作，从
根本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凡在共和县境内批准
征收土地的，一律按《青海省人民政府关
于公布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青政【2010】26 号）为基
数缴纳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在年
产值标准的基础上缴纳 50%被征地农民
社会养老保险金，截至目前，以土地审批
为抓手，项目用地单位缴纳社会养老保险
金 4858.97 万元，全部上缴县财政。

执法监察机制不断健全，土
地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针对近年来共和县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环湖旅游、生态畜牧业发展和新能
源开发项目违法用地问题日益突出的现
状，建立健全了县、（乡）镇、村、社四级土
地动态巡查网络，与公检法建立了联合执
法机制， 对土地违法案件做到早发现、早
制止、早处理。 2009 年以来，扎实开展了
城市房地产开发建设用地清理整顿、土地
卫片执法检查、土地市场秩序等集中治理
整顿工作， 开展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206

次，共制止土地违法行为 500 多起，卫片
执法监察和动态巡查中违法用地立案率
达 100%，结案率在 90%以上，对涉嫌倒卖
土地使用权的 4 宗地，依法向公安机关移
送，刑事拘留 7 人。 县政府先后开展 9 次
统一行动，组织公安、国土、住建、司法等
13 个部门和相关乡镇 600 余人次，依法对
恰卜恰镇、倒淌河镇、江西沟乡、石乃亥乡
等地违法用地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拆除共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国土资源局在
省、州国土资源部门 ，共和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 以推进依法行政为主线、以
提高全民国土资源法律意识为基础、以加
强土地法律法规宣传为手段，大力推进法
制宣传教育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共
和县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6 月 25 日， 共和县国土资源局紧紧围绕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推动土地利用方式
根本转变”这一主题，精心组织，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第 25 个“土地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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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阅读宣传日材料

村民关注土地知识的宣传

计 29 宗、面积 1.52 万平方米。
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强化窗口办理工作，提高服务效率。建

立了窗口办理制度，把土地审批事项纳入
窗口管理，实行“受理”与“办理”分开。
对审批、签字、盖章、发证、收费等环节进
行分离，对外公开服务内容、公开办事程
序、公开办事依据、公开需要提供的申报
资料、公开办理时限和公开收费政策。 收
取的预算外收入和出让金收入, 一律到县
财政局指定银行进行缴纳。 其次是不断加
强业务会审工作力度, 制定了一套严密的
业务操作程序，对资金运作、出让方案、申
请办理、底价的确定等每一环节都进行了
具体规定，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提高
了单位工作的透明度，有效地防止了以权
谋私和腐败问题的发生，五年来，先后有
两名正值壮年的同志病逝在自已的工作
岗位上，但从未发生过一起干部职工违法
违纪案件。

6.25 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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