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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1978年，全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三湘巨变

省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总 规 模 606.55 平 方 千

—庆祝改革开放
——
40年

米，2017年达到 2187.82 平方千米，增加
了1581.27平方千米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11月5日，湖南省庆祝改革开
放40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
举行，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改革
开放40年全省自然资源事业改
革发展情况。

40年来， 省自然资源系统
忠诚履行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管理测绘地理
信息、防治地质灾害和不动产统
一登记职责， 满怀大地深情，担
当作为，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贡献。

1. 捍卫土地开发底线，多措并举保护耕地和基本
农田
土地是民生之本， 是发展
之基，是最宝贵的资源。 改革开
放40年来， 湖南逐步建立了适
合我省省情的土地 管 理 制 度 ，
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产
出率， 释放出了更多的土地红
利。
严格划定和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 根据国务院要求，到2020
年， 我省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
5956万亩，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得低于4945万亩。 多措并举
之 下 ，2017年 ， 我 省现 有 耕 地
6226.52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4949.9万亩。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 自2000年国家实行占补平
衡制度以来， 我省连续18年实
现了占补平衡， 保证了全省各
类建设用地顺利落地。

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
十二五”以来，我省建成高标准农
田2242万亩； 其中通过农村土地
整治建成高标准农田1274万亩，
占全省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的56.8%。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全
国领先。 2010年至2013年，我省
先后启动实施环洞庭湖基本农
田建设重大工程、娄邵盆地基本
农田建设重大工程和连片推进
土地整治示范县项目，3个土地
整治重大工程建设总规模为
864万亩， 总 投 资为 186亿 元 。
2014年，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
了一批“旱地改水田”项目，为全
国占补平衡工作理念更新、制度
创新提供了经验。 2018年，湖南
成功入围全国第三批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2. 严格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推进矿业发展绿色
转型
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享有
“有色金属之乡” 和“非金属之
乡”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湖南
矿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基础性支撑作用。 40年来，我
省累计投入地勘资金107亿元，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48个 ，探
获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达3.6万亿
元。
以前，我省矿产资源多被粗
放开发利用。 新的历史时期，湖
南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引领绿色矿业发展。
优化整合矿山数量。 从
2000年开始， 我省持续深入推
进矿产资源领 域 专 项 整 治 、整

顿、整合，全省矿山数量由1.1万
余个，优化整合到5600个，其中
煤矿由1120家整合到283家。
开展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清
理退出。 目前，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反馈问题中， 涉及到自然保护
区的省级发证采矿权已全部整改
到位；下一步，将督促县级自然资
源部门对退出的矿业权进一步加
大巡查力度，坚决打击违法行为，
防止反弹。
矿山“披绿”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我省建成了国家级绿色矿
山20家； 围绕湘江保护与治理
“一 号 重 点 工 程 ”，500 余 座 矿
山、21万亩土地恢复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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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投入和成
绩：40年来， 我省累计投入地
质 灾 害 治 理 资 金 58.23 亿
元， 实施治理工程 2932 项，
成功避让地质灾害上千起，转
移安置群众近10万人

6226.52
万亩， 永久
基本农田面
积 4949.9
万亩， 均高
于国家下达
的保护目标
数

5. 完善职能职责， 系统
推进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
改革

制图\李妍

3.

防灾减灾、扶贫攻坚，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40年来，湖南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自然资源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湖南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省份 之
一， 全省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超2万处。
近年地质灾害发灾数量年均在3000起以上，
防灾形势严峻。
近年来， 省自然资源厅通过推进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让
等，在守护生命、防范风险等方面成效显著。
狠抓地质灾害群防群测体系建设。 40年来，
我省累计投入地质灾害治理资金58.23亿元，实
施治理工程2932项，成功避让地质灾害上千起，
转移安置群众近10万人； 仅2018年4月至9月汛

期期间，全省各地通过加强监测预警等措施，成
功避让地质灾害12起，紧急转移420人，避免经
济损失783万元。 2014年，我省纳入全国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重点省。
建立健全拆迁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不
断建立健全依法拆迁、阳光拆迁、和谐拆迁体制
机制，既维护了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又确保了
一大批国家和省重大项目落地。
为贫困地区专项下达用地计划。 省自然资
源厅在扶贫攻坚中主动作为， 为贫困地区专项
下达用地计划。 2013年以来，全省35个贫困县
利用增减挂钩政策实施增减挂钩项目95个，筹
集资金73.65亿元，带动了乡村振兴。

4. 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共享
从模拟测绘、数字测绘、信息测绘到大数
据测绘， 湖南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增强了省自
然资源厅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服务保
障能力。
地理信息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湖
南省已建立了卫星导航定位地面增强系统基准
站网（
“
一网”），因融合了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服
务，可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和居民出行等各领域。
建成了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基础工程数据库（
“
一
库”）和以省市两级天地图为支撑的地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
“
一平台”），其中服务平台已经形成全
省21.18万平方千米的矢量电子地图全覆盖。
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能力不断强化。 得

益于天空地一体化的遥感监测能力不断提
升，目前我省能及时获取国家高分系列卫星、
资源卫星、环境卫星等数据，实施了覆盖全省
的1:2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设， 建成了35
类80个数据库的海量自然资源数据库。
地理空间数据成果实现共享。 省自然资
源厅每年无偿向各行各业提供价值近15亿元
的数据服务， 提供各类地理信息产品、 图幅
91.2万幅，地理信息数据446TB，实现测绘服
务总产值 148.48亿元。 其中天地图·湖南为
40多个部门搭建了150多个应用系统，较好地
满足了政府决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应急
救灾、国防建设等领域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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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开发：40年来，我省
累 计 投 入 地 勘 资 金 107 亿
元，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48
个， 探获资源潜在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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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 省自然资源系统的土
地、 矿产、 测绘等职能部门各自为政；1994
年，我省组建省国土测绘局；2000年，组建
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组建省自然资源厅。
40年来，省自然资源系统实现了从分散
多头管理，到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两统一”的历史
性转变。 职能完善、职责明确的同时，资源配
置和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亦不断深入。
国土调查查清全省自然资源
“
家底”。 从
1979年开展土地资源概查以来， 我省相继完
成了第一次、 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和第一次
地理国情普查；2018年又启动了第三次国土
调查。 我省自然资源
“
家底”逐渐清晰准确，为
建立完善权属清晰、 权益明确的自然资源产
权制度奠定了基础。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增强。
“
三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从1992年浏阳市敲响
湘土地拍卖第一锣”开始，我省逐步建立起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土地、 矿产
资源管理制度， 实现了从无偿到有偿的市场
优化配置资源方式变化。
智能自然资源监测监管体系逐步构
建。 在资源管理方式上，我省相继下放、取
消了30多项审批权限；如将分散在多个处
室、39个工作日的土地审批，集中到1个处
室、20个工作日完成。 构建了“天上看、地
上查、网上管”的全方位、全天候的智能自
然资源监测监管体系，“放管服”改革深入
推进；如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了登记
机构、簿册、依据、平台“四统一”，极大地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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