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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土地出让手续

压缩为3天

导报讯 为优化营商环

境，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高

唐县自然资源局积极行动，采

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落实不

动产登记工作。

该局利用“办事群众来反

馈”以及“解放思想大讨论”

等形式，及时发现在不动产登

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可优化

空间，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

施。按照“务实高效”的原

则，不断规范办事流程，通过

采取“上门服务、跟进指导、

内部循环”等有力举措，大幅

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群众办理

土地出让手续由过去的5天压

缩为3天，工作效率提升40%以

上。 (阚仲潇)

兖州增强

群众污染防治意识

导报讯 今年6月5日是第

48个世界环境日，为号召公众

参与蓝天保卫战，增强污染防

治的意识，6月5日上午，济宁

市自然资源局兖州分局开展了

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

动。该局为市民解答了矿产资

源管理、地质环境保护等相关

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3 0 0余

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马晨)

昌乐新增

耕地39公顷

导报讯 近日，昌乐县组

织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财

政、审计、水利等部门，对

2018年度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

地项目进行县级初验，验收复

垦农用地面积41 . 526公顷，其

中耕地面积39 . 161公顷。

此次验收涉及五图街道泉

二头村等9个增减挂钩地块和

营丘镇后张朱村等2个工矿废

弃地项目。验收组一行对项目

进度进行实地勘察 ,听取了工

作情况汇报，验收组认为，项

目完工内业资料与现场踏勘一

致，同意通过县级验收。

(袁英 赵颜青)

沂水自查苗木培育

补贴实施情况

导报讯 近日，沂水县开

展了2018年林木良种苗木培育

补贴项目实施情况自查工作。

自查内容包括：项目建设

任务完成情况，主要检查项目

实施方案和项目合同的完成情

况；档案管理情况，主要检查资

金管理制度、资金被整合情况、资

金拨付凭证等财务档案；检查项

目领导小组、技术小组文件、项目

管理制度、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合

同、作业日志等技术档案。

(李秀伟)

淄博文昌湖

端午节送温暖

导报讯 6月7日，淄博

市自然资源局文昌湖分局开

展了“端午节”送温暖主题

党日活动，该局党员分别走

访了20户帮扶对象，送上节

日 礼 物 ， 与 他 们 谈 心 拉 家

常，宣传相关帮扶政策，送

去温暖和关怀。

(车文刚 许仲凯)

山东省“三加三减工作法”加快“三调”进度

宁要数据真实 不要虚假一致
导报讯 目前，山东省第三

次国土调查已进入攻坚阶段。针

对当前形势和目标任务，近日，

省三调办认真研判，提出“三加

三减工作法”，推进全省“三

调”工作提速保质。截至6月10

日，全省各县(市、区)内业调查完

成率 9 9 . 8 %，外业调查完成率

99 . 6%，数据建库完成率90 . 7%；

省级已完成对102个县(市、区)的

第一轮核查，正在对40个县(市、

区)开展第二轮核查。已向全国三

调办报送4批共62个县(市、区)调

查成果。

山东省是沿海大省，辖16个

市、137个县(市、区)，产业结构

多样、地形地貌复杂。第三次国

土调查，国家共下发调查图斑608

万个，其中不一致图斑223万个，

面积3161万亩。因此，工作面临

统筹事项多、技术难题多的局

面。自调查工作启动以来，全省

牢牢把握“宁要数据的真实性，

不要虚假的前后一致性”总原

则，稳步、快速推进，并在机构

改革完成后，由省政府授权，将

“三调成果真实性”列为首年度

全省自然资源重点督察事项。

为了确保“三调”工作顺利

完成，山东省三调办创新提出

“三加三减工作法”，即加强统

筹组织、减少人为干扰；加强技

术传导、减少沟通障碍；加强核

查效能、减少反复环节。具体工

作方法包括，加强统筹组织，减

少人为干扰，实事求是的调查理

念入心入脑。2月到5月，先后召

开6次滞后地区约谈会、工作推进

和调度会，组织各市对标先进地

区、找准工作要点，组织中标项

目较多的作业单位交流发言，明

确了成果质量监管的具体措施。

威海市分管市长每天听取工作情

况汇报，东营市市政府下发集中

核查通知，聊城、滨州市自然资

源局“一把手”亲自督战，对重

点图斑逐个审核。省三调办建立

工作实时调度机制，通过工作通

报将全省工作进度情况通报到

各市人民政府，省市县三级协

调联动，各级政府层层组织部

署，实事求是调查的思想在各级

落地生根。

加强技术传导，减少沟通障

碍，全省统一技术标准和尺度。

制定出台《山东省第三次国土调

查技术细则》，在完成省级集中

培训和分市细化培训的基础上，

又开展了3次全省视频培训。3月

11日-4月10日，集中省级技术力

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域全覆盖

划片技术指导，省三调办先后印

发4批省级技术问答。5月中旬，

结合前期核查结果逐市开展技术

对接，并进行解疑答惑。

加强核查效能，减少反复环

节，有效提升成果质量。16市三

调办全部通过招投标确定市级核

查监理队伍，全省市本级共投入

核查经费13072 . 74万元。在县级实

地调查阶段，市级核查监理队伍

就深入各县(市、区)开展技术指

导，提前介入成果核查，把问题

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吴文峰 关梅)

2019年世界海洋日山东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从我做起，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6月6日，山东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世界海

洋日(6月8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系列活动。

在活动中，山东省海洋

局发起了“从我做起，珍惜

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

样性”的倡议，呼吁广大群

众从身边做起，坚持绿色生

活、绿色消费，为保护海洋

做出应有的贡献。

保护海洋，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据了解，海洋日系列活

动是提高民众海洋意识、普

及海洋知识、推动海洋强

国战略、加强海洋国际合

作的重要海洋宣传平台。

2019年的6月8日，是第十一

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二

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

年海洋宣传日的主题为“珍

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

多样性”。

6月6日上午，山东省的

海洋日活动在济南领秀城贵

和购物中心举行，此次活动

由山东省直机关工委、山东

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海洋

局主办。

围绕今年海洋日的活动

主题，山东省海洋局发起了

“从我做起，珍惜海洋资源，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倡

议，呼吁广大群众从身边做

起，坚持绿色生活、绿色消

费，使用无磷洗衣粉，不乱扔

垃圾，不浪费，不污染，为保

护海洋做出应有的贡献。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

副书记、山东省海洋局局长

宋继宝在致辞中表示，海洋

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

乡、资源的宝库、五洲的通

道、战略的要地，是目前人

类持续发展的最后空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

珍惜海洋资源，高效集约

节约利用鱼类、藻类、矿产、

化学等海洋资源；必须保护

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护大自

然生命整体系统的健康和

生机。

“可以说，保护海洋，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宋继

宝说。

海洋日活动精彩纷呈

活动现场，山东省海洋

局开展了青少年海洋征文颁

奖活动、海洋知识教育科

普、海洋“开放日”和“你

好，海洋”一句话等活动，

并向济南市两所小学赠送海

洋教育书籍1000册。

山东省青少年海洋主题

征文自从5月初启动以来，收

到了来自全省各地青少年的

投稿。他们有的写出了自己

对海洋的憧憬与期望，有的

记录下一次难忘的海洋之

旅，还有的描绘出了海洋动

物的可爱与灵动。获奖学生

现场领取了证书与奖品。

在活动现场，小学生们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海洋知识

教育科普展板，参加了其中

的海洋知识有奖竞答；工作

人员发放了海洋环保宣传材

料，展示了山东海洋事业改

革发展的新成果、新气象，宣

传海洋环保的重要性、紧迫

性，并就大家感兴趣的海洋

问题作了解答。活动展览了

大洋勘探搜集的深海虾、标

本石、仿真蛟龙号等海工装

备标本样品和海洋产业的海

藻食品、海水淡化水、海藻肥

等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和

游客参观。

当天，主办单位还举办

了海洋日“送清凉”慰问活

动，向济南市交警和环卫单

位，赠送海水淡化水、海藻

食品等海洋产品。

此外，主办单位还向济

南市舜耕小学、济南市华山

第二小学赠送了一批海洋图

书，带动青少年去了解海

洋、探知海洋。

就在同一天，全国海洋

日主场活动也在海南三亚

举行。

导报讯 6月3日，2019年

度省级地质勘查项目合同签订

暨实施动员会在济南召开。

会议首先肯定了以往年

度省级地质勘查项目在服务

和保障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方面取得的积极成

效。近年来，我省地质工作

坚持以服务地方发展需求为

导向，不断拓宽地质工作服

务领域，在地质找矿、地质

服务和地学科研等方面取得

突出进展，切实发挥了地质

工作基础性、先行性和公益

性作用。

会议通报了2019年度项

目部署情况。本年度安排项

目共56项，涉及胶东深部找

矿、清洁能源勘查、战略性

矿产勘查、水文地质调查、

土地质量调查、海洋海岸带

调查、基础地质研究、地质

成果集成应用等方面，总资

金1 . 5亿元。其中，委托类项

目12项，资金0 . 34亿元，全

部由厅属事业单位承担；招

标项目 4 4项，资金 1 . 1 6亿

元，经公开招标确定了26家

中标单位。

会议就加快本年度项目

实施、提高完成质量和做好

绩效评价提出三点具体要

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省级地勘

项目实施，将有助于解决影

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

环境问题，支撑新旧动能转

换、海洋强省、乡村振兴以

及生态文明建设，各有关单

位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

二是切实加强项目管

理，全面实施好省级地勘项

目。承担单位要认真履行合

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现行

地质勘查技术规范与质量标

准，认真完成好项目设计编

制、野外施工、成果提交等

各项工作任务。三是强化组

织领导，严格责任落实。项

目承担单位要明确具体责任

分工，重视项目过程管理，

认真履行项目进展报告义

务；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要强化项目监管，对存在弄

虚作假、项目进展缓慢、资

金执行率低、质量差的承担

单位按有关制度列入黑名单

予以惩戒，切实保证项目完

成质量。 (地勘)

济宁严格防控
森林疫情

导报讯 6月3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副

厅长王太明一行到济宁市调研林业有害生

物防控和森林防火等工作。

在泗水县中册镇龙门山调研时，王太

明现场查看了龙门山林区松树异常死亡及

悬挂松褐天牛性诱剂情况。他强调，济宁

作为松材线虫病非疫区，一定要高度戒

备，把好大门，严格疫情防控，严禁疫情

传入。对异常死亡树木，要抓紧采样送有

关专业机构检验，邀请专家开展现场会

诊，尽快找出松树死亡原因，对症施药，

切实把宝贵的松树资源保护好。

在泗水黄山林场调研森林防火时，王

太明强调，机构改革时期，国有林场要切

实负起森林防火责任，保证防火队伍的稳

定，全力承担好防火日常巡查和监控，积

极参与森林火灾扑救。

在曲阜市尼山片区调研荒山绿化时，

王太明表示，荒山绿化首先要保护好山区

原始生态，要适地适树，科学栽植密度，

确保生态绿化效果。 (济源)

聊城东昌府确保
重点项目落地落实

导报讯 为深化开展“一次办好”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聊城市自然资源局

东昌府分局建立了重点重大建设项目工作长

久推进机制，强力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双

招双引”、乡村振兴等重点重大项目精准有

力、高质高效实施。

该局成立重点重大建设项目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局长任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任副

组长，主要业务科室、各中心所负责人为成

员，主要领导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分管负

责人亲自督促抓落实。

推行“清单制+责任制”，对确定的

省、市、区“1+2”重点推进建设项目，具

体化、清单化、目标化，把责任落实到岗、

具体到事、精准到人。同时，根据上级要求

和实际工作需要，及时对市、区确定的重点

重大项目清单进行调整。

抓深抓细，确保精准有效落实。采取

“即时协调、每周调度、每月分析”方式，遇到

难点问题，分管负责人随时协调，每周召开一

次工作推进调度会，每月召开一次工作推进

分析会，切实做到“周初有安排、周末有总

结，周周有调度、周周有督促，件件有落

实、事事有反馈”，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

落实。 (周士刚)

平度对符合条件
宅基地完善批准手续

导报讯 为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

益，解决群众诉求，结合全市实际情况，

平度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了《平度市完

善宅基地批准手续工作实施方案》，对全

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宅基地依法完善批准

手续。有效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社会

和谐，维护社会发展稳定。

《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法律及工作依据、宅基地审批的相关规定、工

作程序、组织领导及责任分工，同时对不符合

法律法规的情形不予完善宅基地批准手续。

据悉，为确保《方案》真正落地，切实

解决群众所盼，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在《方

案》下发后，立即召开由各镇、街道(园区)

参加的平度市完善宅基地批准手续培训会

议，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对《方案》进

行了讲解及安排部署等后续工作。要求各

镇、街道(园区)高度重视，严密组织，依法

依规，统一标准，遵照执行。 (李瑞祥)

2019年度省级地质勘查项目实施动员会召开

项目进展缓慢单位将列入黑名单

从身

边做起，坚

持绿色生

活、绿色消

费，不乱扔

垃圾，不浪

费 ，不 污

染，为保护

海洋做出

贡献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