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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塞的沟渠畅通了，水顺人欢；
嘶哑的机埠响了，唱着“轰隆隆”的歌；
通向田野的路，不再凹凸，平坦舒适；

……
在华容县“旱改水”实施项目区，触目之处，尽是

田园的惬意；耳闻之声，满是丰收的赞歌。
“旱改水”，华容县是我省唯一的试点区。 2014

年，国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调整，针对新的政策，
省国土资源厅确定，计划采取旱地提质,并满足水田
生产条件的“旱改水”项目模式，从另一途径达到
“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的“占补平衡”效
果。 受生产经济影响，棉花价格疲软，部分棉农
自发改种水稻。 敢为人先的华容国土人，积
极把握政策，主动顺应民意，抢先申报，得
到了省国土资源厅的高度重视 ，考
察后将 “旱改水” 试点项目落户华
容，5.3 万亩“旱改水”项目
很快顺利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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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沃土生
———华容县“旱改水”项目建设纪实

近年来，华容县国土资源局以落实共
同监管为总抓手，着力构建“严考核、严督
查、严问责”为新防线的土地执法监管长
效机制，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
县土地利用管理秩序明显好转。 主要做法
是：

一、严考核。 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基层
基础建设， 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作用，是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制度的重
要保证，也是源头防范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 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有效途径。
2015 年，华容县人民政府专门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强化乡镇国土资源管理主体责
任的通知》。一是明确党委主导。在现行特
定管理的环境下，该县一改过去政府行政

一把手负责制为党委书记负责制， 负责调
度和监管国土资源工作。同时，明确农村村
（场、社区）国土资源管理的直接责任人。二
是明确责任主体。 乡镇人民政府是辖区国
土资源管理的责任主体， 党政一把手是第
一责任人， 彻底改变了过去国土资源管理
是县国土部门的事， 乡镇土地管理权责不
明确、管理模糊、主体缺位等问题。 三是增
加考核比重。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国土资
源管理的高压红线和基本国策工作、 多次
县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对乡镇
考核， 国土资源管理的考核分值由往年的
10 分增加到 40 分。 尤其是国土资源违法
行为考核占分比重达到 30 分， 切实增强
了乡镇党委、 政府对国土资源管理的足够

重视程度。
二、严督查。为进一步做好新常态下的

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从根本上改变该县国
土资源违法违规现象突出的问题， 确保年
度卫片执法监督检查顺利过关， 县政府专
门出台了《华容县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督查
考核办法》，由县政府督查室牵头，国土资
源执法监察大队配合，采取每月不定期、不
告知的方式， 对全县 300 多个村（场、社
区）进行现场督查。 重点督查“四率”情况。
即：发案率、发现率、制止率、管理措施到位
率。 根据每月督查计分结果， 每月进行排
名，每季度发出一期专题《政府督查通报》，
且在网站公布； 对每季度排名倒数一二名
的， 由政府分管县长对乡镇主要负责人进

行提醒谈话或约谈。同时，将督查全年结果
作为对乡镇党委、 政府年终综合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

三、严问责。紧紧抓住土地卫片执法监
督检查的契机， 县政府严格按照上级标准
和要求，出台了严厉的约谈和问责机制。一
是考察严格。 把耕地保护落实情况作为乡
镇主要领导离任审计和干部考察的重要内
容和依据。二是奖优罚劣。对乡镇主体责任
落实好，管理措施到位的乡镇，在用地指标
和整治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 对管理不到
位，考核排名落后的乡镇，取消下一年度项
目立项，核减下一年度用地指标。三是一票
否决。 近几年，县委决定，对连任 10 年以
上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每年择优评选 5－8

名突出贡献党支部书记， 待遇基本等同于
公职人员。 对此，安监、计生、财政、国土等
部门拥有“一票否决”权，该县国土资源局
结合卫星遥感图斑和日常巡查督查的情
况，每年均有 ２ 名左右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被“一票否决”。同时，对乡镇人民政府在年
度综合考评中均同等执行。 2016 年 8 月，
一乡镇主要领导为落实市、 县新农村建设
要求，自作主张跳出规划区，扩大面积占用
基本农田近 50 亩，平土待建。 该局执法人
员巡查发现，立即上门宣讲法律，告之严重
后果，经政府分管领导提醒谈话，该乡镇突
击 10 天时间，全部进行了复耕复绿。 截至
目前， 该县无一乡镇主要领导受警示约谈
和问责。 （万正道）

华容县委、县政府将“旱改水”工作
上升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 建立完善
了政府主导、国土牵头、部门协作、乡镇
实施的工作机制， 成立了县主要领导任
组长、国土、监察、审计、财政、水利等 10
余个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多次召开专题会推进相关工作，出台
了专门的实施方案。

在项目招投标工作中， 为解决项目
围标、串标和项目变更多等问题，该县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拟定现场踏勘的
报名条件。 投标人报名前必须先到所在
的项目区村场进行踏勘， 取得乡镇踏勘
证明， 其目的是让投标人投标前充分熟
悉项目区基本情况，了解工程的布局，减
少以后施工中的变更、 扯皮等现象。 其
次，踏勘位置随机抽取确定。 九个子项目
抽到哪个子项目， 就只能踏勘哪个子项
目，也只能报名投标哪个子项目，减少了
围标、串标机率。 再次，招标金额按设计
不下浮。没有了下浮资金，减少了施工方
变更的念想。 最终，对比以往项目，投标
公司数量大大减少了， 降低了项目招投
标的前期成本，社会反响较好。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该县明确项
目区所在地的乡镇为项目实施主体，将
项目现场管理交给乡镇， 由乡镇成立相
应领导小组， 在村场建立 3 至 5 人的村
民质量民主监督小组，项目质量由乡、村
干部、村民监管。并明确乡镇长和村场支
部书记为项目现场管理第一责任人，负
责项目实施现场日常管理、 协调及质量
监管。为确保乡镇现场管理落到实处，所
有完成工程量先由乡镇、 村场主要负责
人确认。 权责下沉后，有效提高乡镇、村
场的积极性，乡镇代表能长期驻守现场，
村场质量监督员能较好地胜任监督职
责，履行职责的效果明显，对项目建设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和监督作用。

质量是项目的生命线， 在管理上该
县决不允许“下不为例”。 并主要从以下
五个方面狠抓质量监管： 一是抓管理漏
洞查找。 县国土资源局根据项目不同阶
段多次召开会议，查找项目管理的不足，
并多次邀请省、 市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
到项目区督促指导，查漏补缺。二是抓责
任意识提升。 县项目领导小组分别与乡
镇、村场、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订责任
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乡镇、村场很好
地履行了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能及时处
理好各种矛盾，发现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监理单位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在技术指
导上尽职尽责，在质量监管上敢管敢抓。
三是抓多层次把关。 在工程质量和计量，
增加了乡镇、 村场、 审计部门的审查意
见。四是抓日常督促。通过召开现场流动
会、督战会、紧箍会等多种专题会议，有
效促进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质量监管。 五
是抓整改落实。 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共下
发施工单位质量问题专题通报 2 次，约
谈项目经理 6 次，下达暂停施工令 7 次，
下达整改通知 49 次， 拆除不合格护脚
槽、底板、边坡衬砌 1337 米、清退不合格
材料 19 批次。

从项目立项、设计到实施，省市县各级
领导多次深入项目一线，给予及时指导，解
决具体问题，确保了项目稳步有序推进。

2014 年以来，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
记、厅长方先知，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善
明，省耕保处、省土地综合整治局、市国土
资源局相关领导多次到华容调研指导，要
求将“旱改水”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
持地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切实增加
农民收入，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的重要举措来抓实抓好。

三年辛苦不寻常， 不仅有汗水的付出，
还有创新的智慧。 从申报到项目完工 3 年
来，5.3万亩“旱改水”工程已全部完成，累计
硬化沟渠 562 条 258 千米， 清淤沟渠 263
条 103千米，硬化机耕道 80 条 57 千米，建
设机埠 105座，平整土地 1.047万亩。

北景港镇鲤鱼鳃村 1800 亩地，由于种
棉不赚钱，种水稻不得水，每年抛荒三分之
一。“旱改水”项目实施后，土地迅速“走
俏”，流转价格由以前的 100 元 / 亩上涨至
目前的 800 元 / 亩。“现在的地不仅好种水
稻，还可养龙虾。 ”土地承包大户赵三平受
益“旱改水”带来的实惠，承包了 110 亩土
地，全部实施稻虾连作，一年纯收入 30 多
万元。

通过“旱改水”，明显改善耕地排水条
件，增加耕层厚度，提高农田产出率，藏粮
于地。 可有效提高耕地指数，耕地等级普遍
提高 3—6 级。 不仅如此，“旱改水”项目提
高了耕地平整度，完善了配套设施，有利机
械化生产，便于科技种田。 旱地种棉，亩平
均收入不足 700 元， 如计算人工与物化成
本，收不抵支。 而改种水稻后，亩平均收入
可达 1500 元，每亩增加纯收益 800 元。 全
县 5.3 万亩“旱改水”，共增加纯收益 4240
余万元。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华容国土人积
极探索生态保护型土地整治， 将护坡六方
块由传统的实心块改为带孔生态块， 并建
造生态池，有利动植物成长，维护生物的多
样性，保护了农田的生态环境。

项目管理勇创新

多点出效有新意

“占补平衡”探新路

“三严”构筑国土执法新防线

菁华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粮食生产是最大的民生， 藏粮于
地是党中央的决策。 2010 年，华容县
有耕地面积 107.51 万亩。 五年来，非
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 5242 亩，随着
蒙华铁路、 洞庭湖和大通湖安全垸建
设等省以上重点项目的落户， 仅近两
年，还将占用耕地 4000 多亩。 华容耕
地“占补平衡”压力巨大，可补充的后
备耕地资源已严重匮乏。

如何持续实现占补平衡目标？ 如
何贯彻落实好中央连续多年的“1 号
文件”精神，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确保
农民增产增收？

按旱地与水田的产值换算，华容
县通过 5.3 万亩“旱改水”项目建设，
相当于另外增加了 6 万亩旱地或者
2.8 万亩水田，为“占补平衡”找到了
新的出路， 也符合群众的迫切需求。
仅华容县，就还有旱地 50 多万亩，其
中 80%的地块适合“旱改水”，用“旱
改水” 项目拓展“耕地占补平衡”思
路，改造潜力非常大。

“旱改水”，是否是耕地占补平衡
的又一条思路呢？

“旱改水”后的沃野。

昔日的旱地如今莲藕“安家”。

项目实施区禾香稻壮。

整饬一新的渠道。 （本版图片由华容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