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3月7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切实做好 2 0 1 9年国土绿

化工作的通知》(下称《国土绿化

通知》)，屡次提及乡村振兴、精

准扶贫等字眼，可见今年的国土

绿化工作已被置于“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并与相应工作结合

开展。

绿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山

东早已展开相应实践。2018年上

半年，当时的山东省林业厅（原

省林业厅相关职能已整合进省自

然资源厅）就组织实施造林绿化

十大工程，打造乡村振兴国土绿

化的齐鲁样板。当时相关人士就

认为，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撑，要充分发挥林业在乡村

生态振兴中的作用，就必须加快

推进国土绿化工作。

国土绿化

借乡村振兴“东风”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

理、系统修复的总体思路，结合

实施乡村振兴、推动绿色发展等

重大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这是《国土绿

化通知》首条的第一句话。开篇

就提及乡村振兴，可见从顶层设

计的层面上，国土绿化已是与乡

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工作之一。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我

国部分乡村已经探索走出特色发

展之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诞生地浙江省安吉

县，近年来探索形成了林区发

展、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的良好

发展格局，这说明提升林业生态

可以大大推进乡村振兴。

而在具体工作上，根据《国

土绿化通知》，2019年将结合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方

案，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开

展森林乡村建设，改善提升村容

村貌。

此外，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

之一是扶贫，而《国土绿化通

知》更是设立专门条款，发展木

本粮油、林下经济、竹藤花卉、

林草旅游、森林康养、生物能源

等绿色富民产业，推进国土绿化

扶贫、生态产业脱贫，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每年建50个森林乡镇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在国土

绿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方面，山东

自2018年开展的造林绿化“十大

工程”，就已经对相关设想进行

了实践。

据介绍，这“十大工程”分

别是森林城市创建工程、乡村绿

化美化工程、林业生态修复保护

工程、森林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山区生态绿化工程、规模化生态

林场建设工程、林业科技创新工

程、生态效益补偿工程、绿化用

地保障工程、社会造林绿化工

程。其中第一项工程就提出每年

建成50个森林乡镇、500个森林村

居，可见“十大工程”原本就倾向乡

村，“十大工程”已成为乡村振兴

国土绿化的重要抓手。

为了让国土绿化与乡村振兴

协同发展，山东省财政拿出了真

金白银：对25度以上坡耕地进行

退耕还林的，省财政每亩补贴

2000元；而且也给足了政策：充

分利用荒山绿化1000亩以上给予

3%林地开发使用权的政策，积极

探索依托森林、湿地资源开展生

态旅游提取门票收入10%的措施，

调动社会资本、工商资本投资国

土绿化的积极性，助推国土绿化

新旧动能转换。

此外，后续的推进工作会议

还提出，要加快特色经济林、木

本油料、苗木花卉等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推广机械化生产、肥

水一体化管理，实现降本提质增

效等措施，直指“精准扶贫”。

生态振兴 农村宜居

相关人士表示，山东早就在

绿化与扶贫工作上有大胆实践。

山东省委党校中国农民思想

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周其森曾

撰文称，早在1962年，当返乡的

焦裕禄看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源

泉镇北崮山村周边那光秃秃的黄

山时，就向村里负责人建议说，

植树造林一是绿化了荒山，二是

增加了村民收入，三是保持水

土，还净化空气，何乐而不为？

焦裕禄的建议和事迹推动了乡亲

们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行动，

更激发了山东人通过国土绿化振

兴乡村的干劲。

在上述“十大工程”推进会

议上，就有相关人士表示，生态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只

有生态振兴，农村才能宜居；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能兴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思想灵

魂。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

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各

地要充分发挥林业在乡村生态振

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等方面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加快推进乡

村绿化工作，努力为乡村振兴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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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协办

自然资源快讯
Zi ran zi yuan kuai xun

E 生态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造林绿化“十大工程”很给力

E 图片新闻

3月8日，山东省地质博物馆全体职工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

时代、新地博”摄影展，用光与影的艺术形式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图为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参观摄影作品。 (杜杨 陈玉菡 秦新星)

里彦煤矿209个

矿山监测点通过验收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地

矿工程勘察院5位专家，对里

彦煤矿矿山监测工程建设进行

了竣工验收，邹城市自然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以及项目施工方

代表参加了项目验收。

专家组对里彦煤矿矿山地

质环境监测点进行了现场抽

查，仔细查看了监测点具体建

设情况。该项目共涉及各类监

测点209个，能够随时提供准

确、可靠的矢量数据，对于地

面塌陷、地质灾害的发生，具

有预报预警作用。

(孙平 王守银 杜玮)

高唐全力推动

“双规合一”

导报讯 2020年即将迎来

新一轮规划修编，为实现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

“双规合一”，高唐县自然资

源局大胆创新。一方面压茬推

进“三调”工作，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切实把情况查清、责

任压实，为“双规合一”奠定

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借鉴江南

小镇的发展思路，全力推动以

书画小镇为代表的重点项目建

设，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教

育、医疗、养老等专项规划融

入城市发展格局，努力完善城

市主体功能区建设。(刘国策)

沂源为56户居民解决

不动产权证遗留问题

导报讯 沂源县自然资源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进驻县政务

中心以来，不断优化办事流

程、压缩办理时限，急群众之

所急，用实际行动落实好全省

“一次办好”改革推进会议精

神，尤其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方面，灵活办，主动办，快速

办，获得群众好评。

近日，该不动产登记中心

在办理不动产权证时，遇到了

某小区56户居民因历史遗留问

题，不动产权证一直无法办

理。该中心工作人员积极帮助

业主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理顺

了办证要素，为56户居民全部

办理了不动产权证。

(彭传亮 王建学)

平度启用不动产登记

微信预约办理

导报讯 日前，平度市市

民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动产登

记微信预约办理，并专窗专

办，市民可通过行政审批服务

局微信公众号，提前10个工作

日预约办理新建商品房转移、

存量房抵押等6项不动产登记

业务。

截至目前，该局公众号日

可发放“预约号”16个，业务

办理效率提升10%以上。

(王云刚)

文昌湖畔义务植树

导报讯 3月11日，植树

节前夕，淄博市国土调查测绘

院、市统一征地办公室、文昌

湖区国土资源分局50余名干部

职工在文昌湖畔开展“义务植

树、绿化国土”活动。活动现

场，广大干部职工或挥锹培

土，或扶正树苗，火热的劳动

场面繁忙有序，共栽植苗木

200余株。 (车文刚)

用光与影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导报讯 今年以来，梁山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

局，积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建立责任传导机制，全力抓好

项目建设。该局成立了服务全县重

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项目推进办

公室。对重点工作进行任务目标责

任落实分解，制定时间表、路线

图。对照县重点项目特别是新旧

动能转换项目，开展一线调研，

积极对接企业，建立底单台账，

针对规划、征地、供地等环节，

明确专人，靠上服务。积极争取

上级用地指标，保障重点项目用

地需求。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围绕

“互联网+政务服务” ,进一步优

化办事流程，实现行政权力事项

在政务服务云平台流转办理；规

范“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

项，与业务内网有机结合，打造

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线上为主、线

下为辅的服务模式，保障权力事项

有序运行，努力实现让群众少跑腿

目的。

创新服务，规范不动产统一登

记。该局通过与银行沟通合作，采

取现金、POS机刷卡、微信、支付

宝等多种收费方式，实现窗口一次

性收费，方便了办证群众。与房

产、银行、法院等部门的不动产数

据共享，与梁山县农村商业银行签

订不动产业务办理协议书，办事群

众在银行可以直接办理不动产抵押

登记、预告抵押登记业务，实现不

动产登记业务办理“窗口前移”。

通过不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

时限，实现 9 0%登记业务即来即

办、当日办结。 (邵长春)

梁山九成不动产登记业务当日办结

“十大工程”第一项工程就提出每年建成50

个森林乡镇、500个森林村居，“十大工程”已成为

乡村振兴国土绿化的重要抓手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自然资

源厅调研组到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调研组现场观摩了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地下水自动

化监测系统、地质环境信息化系统

应用及无人机航拍建模系统等科技

成果演示，听取了该站科技创新工

作情况的汇报。

调研组对该站近年来科技创新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指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是一项基

础性工作，是全面履行“两统一”

职责的重要支撑。要始终把科技创

新摆在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对接“一核

两深三系”为主体的自然资源重大

科技创新战略，不断强化科技创新

能力建设。

调研组强调，各地对标准化工

作高度重视，已经提升到发展战略

的高度，要进一步整合技术资源

和力量，充分发挥好山东省国土

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作

用，支撑好全省自然资源标准体

系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现有专

业技术优势和数据积累优势，拓

展科研广度和深度，促进自然资

源交叉学科、领域的科技力量融

合，抓紧研究建立科技项目储备

库，为全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的业

务再造、知识重构提供新动能和典

型示范。 (地环)

省自然资源厅调研组到省地环总站调研科技创新时强调：

抓紧研究建立科技项目储备库
导报讯 近日，淄博

市临淄区上报的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 1 1个试点

项目建新区调整方案获得

省政府批复，新年开门拿

下全市突破土地制约瓶颈

的“第一单”，共盘活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

标1200余亩，为全区重点

项目落地提供了土地资源

保障。

今年以来，临淄区自

然资源局围绕突破土地

资源制约瓶颈，在盘活

增减挂钩指标上担当实

干，主动作为，打好“四

个硬仗”。对全区后备土

地资源及可挖潜资源列

出“清单”，制定切实

可行的计划，狠抓内部

挖潜，计划今年完成各类

用地指标1500亩，并搞好

任务落实分解工作和督导

推进，打好各项指标“储

备硬仗”。

深入研读政策，积极

联系，对跨省市相关占补

平衡、增减挂钩指标市场

进行全面了解，做到心中

有底，打好各种指标“应

急仗”。对近年来未完成

项目加大处置力度，打好

遗留项目“歼灭仗”。

(王德亭 周昊)

莱州不动产登记
午间服务“不打烊”

导报讯 莱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近日派员赴

青岛西海岸新区和 胶 州

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

了考察学习。通过吸取

有关地方先进经验，吃

透上级主管部门政策要

求，结合莱州不动产登记

工作实际。近日，该局提

出“登记有标准，服务

无止境”的工作目标，

计划陆续推出包括午间

服务“不打烊”在内的多

项便民利民新举措，不断

提高办事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该局在不动产登记大

厅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提

供错峰服务和延时服务。

午间服务，开设受理、查

档、发证、收费窗口各1

个，权籍、复审各安排1名

工作人员在后台处理业

务。午间服务时间从中午

12点到下午2点，与日常工

作时间实现“无缝”衔

接。同时，继续践行“带

着温度服务”工作理念，

提供全天候预约服务、延

时服务、上门服务、免费

证书寄送等特色服务。

利用线上线下，打造

“互联网+登记”。通过

网站公示、二维码扫描等

方式，引导鼓励群众添加

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实现

“服务指南”随用随看，

有关申请审批表格随时下

载，创建不动产登记“互

联 网 + ” 新 时 代 。 本 着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的宗旨，在确保

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向银

行、房地产开发企业开放

不动产登记业务端口，

将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

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推

行新建商品房开发建设

单位提前备案、购房者

自主办证的新模式，方便

群众合理安排办证时间。

持续加强作风建设，

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高质

量、高效率满足服务对象

业务需求。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努力争取社会各界

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强化工作人员教

育培训，实行查档、受

理、权籍等窗口岗位定期

轮岗制度，努力培养“全

能受理、全岗精通”的“多

面手”，着力建设一支“政治

硬、服务优、效率高、业

务熟”的“登记铁军”，

为落实各项便民措施提供

坚强人才保障，努力创树

莱州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

新形象。 (莱源)

临淄盘活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12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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