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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耕地红线，祁阳真抓实干有“粮方”

赵四清 张铁桥 邓文元 王毅 彭穗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一亩良田，一端连着老百姓的饭碗，另一

端则连着国家的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需求

不容小觑，18亿亩耕地是战略底线，也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护

住了耕地、提升了耕地质量，人们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牢。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7月初，在祁阳市，笔者行走于田间地头，满眼尽是稻穗飘

飘，一派丰收景象。永州市政协副主席、祁阳市委书记蒋良铁饱含深情地说：“作为

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祁阳市近年来以守住耕地红线、严守粮食安全为目标，落

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围绕耕地保护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祁阳粮方’。”

高位推动，构建规划体系

今年 4 月，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2022 年度

湖南省自然资源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实施方案》，方

案中强调要突出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节约高效利

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

改善民生等重大部署，将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节

约高效利用纳入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事项范

围。

祁阳市闻风而动迅速响应，制定并实施《2022

年度祁阳市自然资源局真抓实干工作实施方案》，

方案聚焦耕地保护与自然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两大

方面，从点到面细细铺排，每个细分领域点对点安

排责任领导落实到位，制定考核标准形成奖罚机

制，坚决做到党政同责，齐抓共管。祁阳市委副书

记、祁阳市长陈小平告诉我们：“对祁阳市而言，保

护耕地不是敲锣打鼓喊来的口号，而是真抓实干

的硬作风，方案下发后，在祁阳迅速掀起一股保护

耕地的热潮。”

《2022 年度祁阳市自然资源局真抓实干工作

实施方案》仅是祁阳市真抓实干工作一个缩影，早

在今年年初，祁阳市委、市政府就下发文件，出台

最严厉的耕地保护措施，给相关管理部门和责任

人员戴上“紧箍咒”，创新建立了自然资源执法监

察大队、镇（街道）、自然资源所、村（社区）四级网

格化巡查制度，对耕地非粮化行为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制止。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推进各地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耕地

占补平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

再减少。

万事谋为先，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今年

上半年，祁阳市科学谋划体系建设，聚焦耕地保护

先行先试。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已按时

保质完成了祁阳市“三区线”初步划定成果，并上

报市局和省厅；务实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做到“多

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应编尽编，今年计划完成

237 个村的“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目前已对 60

多 个 村 进 行 了 基 础 调 研 ，有 序 开 展 专 项 规 划 编

制。出台了 13 个专项规划目录编制清单，向有关

单位提供了底图底数并督促及时完成专项规划编

制，详尽做好详细规划编制。科学谋划原种场片

区开发规划，引领指导该片区开发、规划、拆迁、出

让等，充分保障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落实。协调

做好茅竹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全域土地整治工

作。祁阳市今年共审查、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项

目 16 个，制作地块规划设计条件 8 个。

明确目标，传播耕地“守护音”

今年祁阳市耕地底线目标 68.02 万亩，整改任

务 114 亩，总耕地恢复任务 4109.72 亩，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 62.26 万亩。均已按要求分解下达到

镇、村，各镇已完成恢复耕地选址，并恢复耕地约

4000 亩。同时，祁阳市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62.2734 万亩，并将划定成果提交省厅审查。

蓝图已绘就，目标已锚定，如何推动落实？祁

阳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旭告诉我们：“对祁阳而

言，守住红线护好良田，强立法、严监管只是工作

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面向社会大众树牢

耕地保护意识，形成耕地保护自觉。”穿行于祁阳

的大小村落，保护耕地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通过

广泛宣传守护红线已经渗透到了家家户户。

祁阳市制定了耕地保护宣传方案，宣传工作

“见缝插针”广泛铺排，将“六个严禁”“八不准”等

耕地保护内容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宣传，让广大群

众深入了解宣传内容，做到家喻户晓，引导广大群

众自觉保护耕地、坚决制止各类破坏耕地行为。

“以前我们村里对耕地保护这一块的内容了

解很少，现在通过宣讲团的讲解，我们村民也越来

越重视这一块了，守护耕地、保护粮食人人有责。”

祁阳市进宝塘镇一名村民说道。

截至目前，祁阳共制作宣传横幅 1094 条，粉刷

宣传标语 547 条，发放宣传折页 10.94 万份，通过官

方主流媒体大力宣传耕地保护工作做法和成效。

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公益广告、祁阳小

调、村村响、宣讲团、流动车等开展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宣讲活动。同时，在泉南高速白水互

通、高铁站候车室投放宣传广告牌，提高返乡人员

耕地保护意识。

此外，祁阳市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公安等部

门积极建立耕地保护案件公开曝光制度，对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的典型案件，主动通过媒体渠道曝

光，坚持查处一批、曝光一批，形成耕地保护的高

压舆论态势。

严格管制，强化督查机制

“这片稻田 2004 年以来一直租出去种柳树苗

子。今年 2 月，我们按照市里耕地复垦的要求，将

以前稻田改林地的非粮化行为坚决整改过来，由

村合作社流转种上早稻，每亩可为集体经济增收

250 元。”肖家镇肖家村村支书黄贤良介绍道。这

是祁阳市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出现的喜人景象。

祁阳市已将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整治作为常

态工作推进。今年 3 月，一份行政处罚书由祁阳市

自然资源局发出，被处罚人擅自在观音滩新龙湾

村的土地上修建天然气接收井，经祁阳市勘察测

绘院实地测量，该地段为农用地，非法占用面积为

900 平方米。

“被处罚人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因此除了如期退还土地、恢

复土地原状外，我们对被处罚人处以 459000 元的

罚款，并责令整改。”祁阳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祁阳建立耕地保护四级网格化巡查

制度，将全市耕地保护底线目标 68.02 万亩和恢复

耕地任务 3592 亩作为刚性目标，带图斑逐级下达

至镇、村（社区）、组、户，结合“田长制”，实行五级

联动共抓，层层压实责任。同时，严格落实耕地

“进出平衡”，将耕地开垦、增减挂钩和违法用地整

改任务分配到各镇，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坚持

“零容忍”。

今年以来，共开展巡查 260 余次，出动巡查人

员 900 余人次，处理上级交办件及群众举报线索

60 余起，制止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 40 余

起，共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67 宗。

此外，祁阳加强督查工作，成立 2 个专项督查

组，由市纪委牵头，相关单位抽调专门人员对各地

耕保工作进度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实行“一月一

评比、一月一排名、年底结总账”，考核结果与各镇

（街道）转移支付、与绩效考核挂钩，纳入财源建设

考核范畴，全力确保现有耕地一亩不少、新增耕地

一亩不假、乱占耕地一亩不让。

创新监管，打开智慧“天眼”

祁阳推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行动，

离不开创新的监管机制，祁阳市将人防和技防“两

手抓”，牢牢守护耕地红线。“你看，这个是我们的

铁塔高清视频，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手段，能够对耕

地展开实时检测，实现耕地变化情况的智能识别

和图斑提取。”祁阳市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责任人

蔡旭指着电脑屏幕前的视频介绍道。

6 月 10 日，铁塔视频监测到大村甸镇大村甸

村的一处山坡上，当地村民新开挖了 0.5 亩的鱼

塘，经过执法人员现场核实，被占用土地为耕地，

执法人员对开挖鱼塘的村民周某进行了教育，并

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智慧“天眼”为耕地监测工作赋能，祁阳抓住

全省自然资源铁塔视频监测试点契机，依靠现代

科技手段加强监管，在集中连片耕地、园区等重点

区域安装铁塔视频，实现 360°全方位无死角全覆

盖监测，可以对三公里范围内各类非法占用耕地

违法行为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实施动态检测，一旦

发现疑似违法行为，系统就会定位到实地坐标位

置，为及时处置违法行为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手段。

今年以来，祁阳市借助铁塔视频，处理疑似新

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图斑 22 个，总监测面积 7.97

亩，其中耕地 7.75 亩，基本农田 1.97 亩。祁阳市通

过“退林还田”“退藕还田”“退塘还田”等方式恢复

耕地 4000 多亩，非粮化整治耕地 1.27 万亩。

“以前我们的检测是‘撒网捕鱼’类的监测手

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也不明显，现在

我们是用铁塔视频检测，实现精准检测，有效地提

高了检测的效率，能够很好地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祁阳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邓

国勇感慨道。

统筹协调，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守护耕地红线，归根结底是土地的合理规划

与整合，国土资源十分宝贵，应提高土地利用率，

让土地效益最大化，祁阳市不断强化资源要素保

障，深化开展土地报批工作，建设用地挖存量，控

增量，市委、市政府下达报批任务 2000 亩。

今年以来，祁阳共收回人民医院危急救中心、

栖霞路、黎家坪东祁路、祁阳大道、祁阳市大村甸

水厂文明铺加压泵房、祁阳城乡供水一体化（一

期）大村甸水厂管网延伸工程项目、经开区五里路

等 6 条违法道路，祁阳市芙蓉学校、经开区渡香路

等 5 条违法道路，壕鑫纺织等 10 个项目农用地转

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总面积 42.1362 公顷；黎家坪

敬老院、城北污水处理厂等 2 个项目，面积 4.2165

公顷，已经省厅批准通过正在缴费中；东骏纺织，

面积 11.3332 公顷，已上报省厅；熊飞路、长虹卫生

院、万泰隆、宝塔小学、湘江稀土、祁阳一中棚改等

10 个项目正组织相关资料上报。

如何盘活土地资源，让效益达到最优值？祁

阳市积极开展土地出让工作，今年共挂牌出让土

地 9 宗，总土地面积 268606.33 平方米。成交 6 宗，

总面积 88207.9 平方米，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13348

万元。不断加强闲置土地使用，避免土地资源浪

费，完善市容市貌及环境卫生，中心人员对城内 12

宗零星土地进行现场勘察，对土地周围现状情况

逐一进行登记，同时先后会同规划空间股、测绘院

对达到“净地”条件零星土地进行核实测量，并予

以出让公告，及时了解权属相关问题。今年 4 月，

祁阳市将受新冠疫情影响而空置的白水科技工业

园一宗 223.35 亩工业用地转让给湖南振阳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以充分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祁 阳 市 今 年 共 完 成 集 体 土 地 征 收 371.895

亩。征地拆迁安置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总共完成数据 11594 份档案信息采集，录入征收土

地面积 48014.46 亩，安置人口 4 万余人。

此外，祁阳市不断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加大批

而未供处置力度，坚持刀刃向内，安排审计部门牵

头对全市存量建设用地进行了盘清审计，经审计

发现，存在征而未批、批而未供、供而未建、闲置土

地、低效利用等五类土地 5068.07 亩。

祁阳市统筹矿业转型发展，对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及砂石土矿整治关闭退出矿山进行了全面核

查，预计 2022 年底完成的砂石土矿整治关闭退出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共 44 个，面积 90.17 公顷，明确

了各矿山修复责任主体并进行了公告。

制度护航矿业转型发展，祁阳制定了《祁阳市

砂石土矿整治关闭退出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

《祁阳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祁阳市

砂石土矿整治关闭退出矿山增减挂钩工作方案》，

成立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针对各矿山基

本情况、矿山现状形成工作台账，制定了工作措施、

修复方向、修复时限，压实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已完成《2022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设计

及预算》（9个历史遗留无主矿山）的评审、批复和备

案，已完成立项、财评工作，正进行招拍挂。

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轰隆隆……轰隆隆……”在祁阳长鑫建材绿

色智能矿山项目建设现场，机械正在忙碌地运作

着，为了让这座资源丰富的石头山重新“披”上绿

装，项目开展道路硬化、植树种草等工作，共换填

改良土壤 3 万多立方，种植上千株乔木，铺设草皮、

播 撒 草 籽 16000 多 平 方 米 ，配 套 建 设 暗 渠 、明 沟

5000 多米，减少了水土流失，降低或避免了次生地

质灾害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矿山面貌，真正意义上

呵护了青山绿水。

长鑫建材绿色智能矿山项目仅仅是祁阳推进

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祁阳已完成海螺争家

巷水泥用非岩矿、海螺高石山水泥用非岩矿、祁阳

润天采石场、羊角塘亿达采石场等 4 个绿色矿山建

设，实现绿色矿山全覆盖。

整齐美观的别墅小楼、干净整洁的乡村小道、

应接不暇的院落美景……在祁阳市茅竹镇三家

村，集中建房点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成为了祁阳市

规范农村建房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祁阳市多措并举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有序推进茅竹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根据

部、省有关项目实施要求，已完成相关成果编制工

作，现进行茅竹镇乡镇国土空间规划、12 个村村庄

规划、实施方案、新增耕地选址复核、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方案编制等工作。镇村规划编制，目

前已经完成乡镇规划和村庄规划初步方案编制，

茅竹镇规划已完成成果公示；村庄规划已完成成

果审查，并取得祁阳市人民政府批复。

规划工作蹄疾步稳，实施方案编制，已初步确

定了目标任务、建设内容等，并经过祁阳市人民政

府组织的部门评议，于 2021 年底将初步成果上报

至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增减挂钩实施方案

编制，已形成初步成果，并已组织祁阳市直相关部

门进行论证。新增耕地选址复核，已明确农用地

开发地块，并取得祁阳市相关部门意见。现已完

成新增耕地、增减挂钩市级复核，并上传省厅申请

复核。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守护耕地红线非一时

之功，需树立长期主义思维，祁阳市将锚定目标、

久久为功，多措并举开拓创新，护好万亩良田，端

稳百姓饭碗。

『
祁
阳
粮
仓
』
之
一
的
九
州
。

（本版图片由祁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提供）自动监控耕地保护的铁塔监控仪。

小品《寸土不让》获祁阳市文艺调演一等奖。

祁阳市保护耕地宣传标语。

祁阳市建设用地选址论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