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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快讯
Zi ran zi yuan kuai xun

E

聊城东昌府区分局

扎实核查卫片图斑

导报讯 为坚决遏制和严

厉打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

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聊城市东昌府区自然资源分局

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扎

实做好卫片图斑核查工作。

该局抽调精干力量，组织

8个工作组对自然资源部下发

东昌府区的2020年第四季度补

发的958个卫片监测图斑逐一

进行现场核查，同步完成现状

勘查、现场拍照、收集资料等工

作，全面掌握各图斑的实际利

用情况，建立清晰完整的核查

台账。严格按照处理方案，对

疑似违法图斑做好举证，确保

整改到位。(马永健 张文龙)

冠县全力推进

“一网通办”

导报讯 冠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全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该县自然资源局组织

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工作时

限，分解工作任务，细化工作

措施；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微

信公众号和相关业务群开展宣

传推广，发布“一网通办”系

统操作手册、视频。

截至3月份，冠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已通过“一网通办”

平台受理、办结业务5794宗，

在23家开发企业和8家银行设

立了“一网通办”系统办理

点。实现了“零跑腿”和“不

见面审批”，极大方便了企业

和群众。 (冠办)

淄博临淄

预约服务暖民心

导报讯 “节假日也能办

理不动产登记业务，临淄区自

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周

末预约服务真是太便利了。”

3月28日，崔先生办理完不动

产登记业务后，高兴地说。

3月27日，崔先生拨打了

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中心的电话，说他在外

地上班，工作日无法回临淄，能

否在周末办理不动产登记业

务。了解具体情况后，工作人

员表示，该中心可以开展“预

约+无休”等便民服务，可申请

周末预约办理。崔先生顺利办

理了业务。(王德亭 赵一鸣)

曹县煤炭勘探项目

野外工作通过验收

导报讯 4月1日，菏泽市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中心组织验

收组，通过野外现场检查、

岩心检查、原始编录资料的

内业检查核对、听取工作汇

报等方式，对曹县煤田青岗集

勘查区煤炭勘探项目野外工作

进行验收。

验收组认为各类编录资料

满足相关规范规程要求，达到

了预期目的，综合评分为优

秀，通过验收。 (曹然)

曲阜森林防火

“小手拉大手”

导报讯 连日来，曲阜市

强化认识、压实责任，多措并举

确保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安全。

该市开展小手拉大手，织

密森林防火安全网。教育部门

在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通

过发放森林防火明白纸、致家

长的一封信，动员学生将森林

防火安全知识传给家长，小手

拉大手，当一回小老师，真正

让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不断提

高森林防火责任意识。(曹雨)

自然资源部出台意见加强地勘测绘安全管理

把安全纳入勘测日常监管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最近，自然资源部印发《关

于加强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安全

生产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

见》 )，这是新时期加强地质勘

查、测绘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重

要指导性文件。与此同时，山东

省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座谈会

(下称“会议”)也在滨州召开，提

出要为全国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

设打造“山东样本”。

相关人士认为，新型基础测

绘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安全生产管

理，《意见》对于打造“山东样

本”，可谓重要助力。

新型基础测绘

更需安全管理

3月30日，山东省新型基础测

绘体系建设座谈会在滨州召开。

会议详细介绍了新型基础测

绘新在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怎

么干。参会各市根据各地前期工

作探索，围绕山东基础测绘现

状，如何加快基础测绘转型升

级，增强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能力，促进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

发展，以及争取全国新型基础测

绘体系建设试点所具备的优势和

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会议认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

测绘体系建设，是测绘与地理信

息事业改革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和战略抉择，也是基础测绘发展

面临的空前机遇。山东将采取省

市联合、凸显各市特色的模式，

坚持继承、发展、融合、联动、安全

的原则，围绕陆海统筹、地上地

下一体化、实景山东建设等方

向，开展探索和创新，积极争取

列入国家试点，为全国新型基础

测绘体系建设打造“山东样本”。

然而，目前地质勘查、测绘

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和短板。

《意见》指出，目前地勘、

测绘行业的安全发展观没有牢固

树立，相关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主体

不落实，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

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

位，野外安全保障能力也待提高。

与此同时，我国“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等，把安全发展理

念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所以，相关人士认为，上述

安全管理问题普遍存在，所以想

要打造好新型基础测绘的“山东

样本”，安全管理必不可少。

把安全生产纳入

日常监督检查内容

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负责人

认为，在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管

理中加强安全生产保障，关键是

科学衔接好三方面的关系：要按

照应急管理部门要求，推进业务

工作与安全生产的融合；地质勘

查和测绘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把各项要求层层分

解、细化到具体的业务工作之

中；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把安全

生产理念融入日常监管中，做好

督促、提醒、指导工作，促使业

务管理和安全生产相互补充，不

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从技术层面上看，地质勘

查、测绘行业具有野外作业多、

安全风险高的特点，地质勘查和

测绘单位至少要从五个方面加强

安全风险管理。

一要做好野外安全风险防

范；二要加强艰险地区作业安全

管理；三要强化野外作业安全管

理；四要加强野外交通安全管

理；五要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

上述负责人表示，为做好

《意见》贯彻落实，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将通过专项检查和抽查等

方式，督促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及部派出机构积极配合应急管

理部门的部署，按职责把安全生

产纳入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日常

监督检查内容。根据需要，开展地

质勘查和测绘单位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做好安全生产信息共享和推

送，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调

查处理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自然资源部将按照国家安全

生产统一部署，根据实际情况，

对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部派

出机构的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安

全生产监管情况开展抽查。通过

上述举措，促使安全生产理念在

行业更加深入人心，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更加健全，主体责任得以

落实，实现安全生产和业务管理

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行业稳定发展。

靠前驻守 24小时备勤

济宁森防队伍全部下沉一线

E 图片新闻

导报讯 近年来，聊

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

极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管

理基础平台健全完善，持

续整合和共享全市各级不

动产登记信息资源，全面

深化不动产登记全市“一

网通办”，不动产登记便

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推进信息化建设，实

施业务办理“一张网”。

快速搭建网办平台，市县

同步建设不动产登记信息

管理基础平台和受理平

台，实现了市县两级不动

产登记业务流程统一、收

件材料统一、运行模式统

一、数据归集统一、系统

运维统一。开通线上办理

渠道，入驻“聊城市政务

服 务 网 ” 和 “ 爱 山 东

APP”，提供网上办理、

事项查询等9种门类服务

共计64项常用业务，实现

了不动产登记“网上办”

“掌上办”。截至目前，

全市“一网通办”累计办

理量4 . 813万件，累计使

用6 . 2万余人次。

加快推进电子化应

用。启动人脸识别和电子

签章功能试运行，实现了

远程身份核验，不动产登

记从“一次跑”跨进“零

次跑”。进一步压缩登记

时限，全市一般登记、抵

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压缩

至 5 个工作日以内，查

封、解押、地址变更、更

名变更、异议等业务即时

办结，非涉税抵押登记1

个工作日办结。

加强沟通协调，实行

部门联办“一条链”。推

进信息共享和服务端延

伸。在银行和优质开发企

业设立了不动产登记便民

服务站，将“一网通办”

平台服务端延伸到便民服

务站，实现不动产登记

“就近办”。截至目前，

全市已在银行、开发企业

设置便民服务站178家。

推动不动产登记转移登记

与水电气暖协同办理。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

数据共享“一片云”。建

立完善市级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实现全市增量数据

实时同步，将全市不动产

登记信息数据实时共享至

全市大数据平台，截至目

前，公安、税务、纪委等

16个部门(单位)实时调用

不 动 产 登 记 信 息 累 计

23 . 5116万次。 (宋妮娜)

聊城不动产登记
“一网通办”成效显著

导报讯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度假区分局认真开展2021年度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该局

按照自然资源部最新硬性要求，

2021年租赁性住宅用地供应计划面

积不小于本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总面积的10%。

该分局与区住建局、区发改局

等相关单位充分进行了沟通，对辖

区内管委会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的重

点项目和未供土地及拟征地项目进

行仔细梳理研判，制定了具有科学

性、可操作性的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2021年聊城度假区预计供应国

有建设用地总面积76 . 0053公顷，项

目20个，其中商服用地项目7个，面

积18 . 7936公顷；住房用地项目9个、

面积33 . 800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项

目4个、面积18 . 7516公顷；特殊用地

项目1个，面积4 . 66公顷。租赁住房

用地计划供应面积3 . 4公顷，占住宅

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0 . 1%，达到自

然资源部不低于10%的要求。

(徐法第 张艳君)

聊城度假区保证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导报讯 自进入安全防火期以

来，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全

面加强隐患排查、火源防控、宣传

引导、值班备勤、人员装备配备等

工作，全市森林防火形势稳定，没

有火情发生。

高位推进部署，坚决防范森林

火灾发生。该市对防火基础设施建

设和人员设备配置提出明确要求；6

次召开全市会议进行安排部署，11

次进行调度听取工作情况汇报。济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健全完善森

林防火网格化责任体系，以镇街、

村庄、国有林场为单位，组织在所

有进山入林路口设立值守站点，目

前全市在723个进山路口设置森林防

火卡点，并落实值守人员。切实加

强野外用火管理，联合济宁市公安

局启动为期2个月的野外违规用火专

项打击行动，严防火源进入山林。

加强基础建设，全面提升森林

防火能力。研究制定重点镇街、国

有林场人员队伍和物质装备配备标

准，逐个镇街、林场进行验收。截

至目前，在人防方面，配备专业防

火人员792人、护林员2185人；在物

防方面，配备风力灭火机1233个、

对讲机1050部、摩托车392辆、无人

机12架、巡逻车49辆、专业防火服

1345套、扑火鞋1293双；在技防方

面，配备森林监控237个、智能卡口

71个。

强化督导检查，及时发现整改

问题短板。1月15日、2月7日、2月22

日、3月18日以市森林防指名义分别

印发了《关于实行春节期间森林防

火工作战时督导机制的通知》《全

市森林防火百日会战集中行动实施

方案》《关于启动森林防火常态化

督导工作的通知》《关于启动清明

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战时督导机制

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公

安、应急、民政、气象、文旅等部

门通力协作，成立了7个督查组、4

个暗访组，深入森林防火重点镇

街、林区、林场、森林公园以及林

农接合部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

拉网式排查，做到一天一调度、一

通报，共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36处；

先后3次开展15组次明察暗访；向工

作进展慢、责任落实差的3个镇街下

达督导建议书。各国有林场、重点

镇街全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森

林消防专业队伍和国有林场防火队

伍全部下沉一线、靠前驻守、24小

时备勤。 (郭朝阳)

淄博市张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高效受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尽量减少市民等待时间。

近日，每天叫号办理登记业务工作时间提前到早8时15分，下午办理登记业务工作时间延长至

晚17时15分，大大方便了办事群众。 (王升远 边雪洁)

延时服务
获赞

导报讯 近日，青岛

市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织专家验收

组，对平度市城镇地籍

更新及房屋调查成果进

行了检查验收。验收组

听取了平度市城镇地籍

更新及房屋调查工作报

告、技术总结汇报和成

果分析报告，观看了数据

库成果演示，检查了各类

报告、图件、宗地档案等

成果资料。通过讨论、评

议，验收组一致认为：平

度市城镇地籍更新及房屋

调 查 成 果 技 术 路 线 合

理、组织实施严谨、成

果质量可靠，提交的成

果资料齐全、规范、完

整，符合验收要求，同意

通过验收。

专家验收组对平度市

创新开展的基于城镇地籍

数据构建三维立体模型试

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平

度市自然资源局在调查过

程中积极探索运用新技

术、新方法，将城镇地籍

和房屋调查的宗地、坐

落、权属、面积、用途等

信息，在三维模型中进行

立体的展示，提高了数据

的可视化程度，为管理、

使用、查询数据库成果提

供了极大便利。

下一步，平度市自然

资 源 局 将 结 合 平 度 实

际，对城镇地籍更新及

房屋调查成果进行精细

化数据分析，确保调查

成果切实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来，为全市下一步开

展的招商引资、园区建设

等重点工作，提供坚实有

效的基础数据支撑。

(叶帅)

平度城镇地籍更新
调查成果通过验收

山东围绕陆海统筹、地上地下一体化、实

景山东建设等方向，开展探索和创新，为全国

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打造“山东样本”

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排查，做到一天一调度、一通

报，共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3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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