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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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土规划院第六次

荒漠化监测成果通过验收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国

土空间规划院向国家林草局

提交山东省第六次荒漠化和

沙化监测成果，并顺利通过审

核验收。

据了解，山东省是第一个

提出成果上报申请的省份，也

是全国第二个正式提交成果的

省份。上报成果涉及13个市共

80个县(市、区)，监测成果将

由国家林草局统一发布。在本

次监测工作中，我省在全国率

先提出沙荒专项调查与“国土

三调”基础数据融合的技术路

线，为其他省份开展融合提供

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模板，得到

国家林草局肯定，认为是可以

进行全国推广的“山东经验”。

(高莉 刘政 王建体)

淄博文昌湖培训

镇村级林长田长

导报讯 近日，淄博市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举办

“ 自 然 资 源 政 策 法 规 大 讲

堂 ” 活 动 ， 全 区 镇 村 级 林

长、田长及护林员共计130余

人参加培训。

聘请的专家对林长制工

作、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业

执法等相关业务进行了讲解；

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对

田长制工作、耕地保护、卫片

执法监察、宅基地管理与登记

等相关业务进行了阐释和说

明。该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表

示，通过培训，让镇村级林

长、田长及护林员了解相关业

务知识，有利于工作在基层末

梢得到落实。(车文刚 辛钰)

淄博博山

多措推进雨季造林

导报讯 为切实推进淄博

市博山区2021年造林绿化工

作，近日，博山区组织召开了

山体绿化提升工作部署会议，

对2021年雨季造林作出安排。

博山区自然资源局协调相

关镇办，抓住有利时间节点，

落实好造林用地，迅速掀起雨

季造林绿化高潮，确保按期完

成省市下达的5000亩造林绿化

任务。今年，博山区将采用鱼

鳞坑整地、容器苗造林，同时

应用生根粉、保水剂等保水措

施，达到当年造林当年成景的

效果。 (马趁表 周坤)

聊城江北水城度假区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导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加强土地

利用监管，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加快推进经营性项目用地

依法依规建设，聊城度假区召

开了重点经营性项目用地工作

推进会议。

会议要求，重点经营性项

目用地，群众工作要“细”；

资金筹备要“足”；拆迁安置

要“实＂；拆迁现场要“净＂；

部门配合要“快＂。提高创新

力，努力干出一片新天地，形

成一种好风气。 (陈文传)

莘县上门办理

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

导报讯 为加快全县农村

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进

度，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

取“帮包镇街+下沉督导”的

工作措施，下沉到镇街，深入

村庄，快速推进农村不动产确

权登记发证工作。

近日，一名群众告知家中

老人行动不便，无法到现场填

表签字。为杜绝出现遗留问

题，该局提供上门服务，工作

人员来到老人家中，迅速为其

办理了表格填写及个人签字等

环节，让群众享受到了快捷方

便的服务。 (韩博)

《山东省地图集》(2020版)发行

山东自然生态底色一目了然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从7月13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

东省地图集》(2020版)正式发行，

除纸质版外还同步提供《山东省

地图集》电子版。

新版地图集

突出山东特色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副厅级干

部赵培金介绍，《山东省地图

集》以地图为信息载体，是一部

全面、系统、直观地反映山东省

基本省情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

其内容主要反映山东省自然环境

与资源、社会人文与经济、发展

与规划、乡镇以上的行政区划、

地形、地貌、水系及基础设施、

交通及附属物、居民点及旅游景

点分布等现状。

《山东省地图集》包括序图

组、自然资源环境图组、人口经

济社会图组、发展规划图组、区

域地理图组等五大部分，含专题

地图55幅、普通地图131幅、信息

图表184个、图片180张。

地图覆盖全省陆域15 . 58万平

方千米、海域15 . 96万平方千米的

范围，展示了山东省的总体概貌

特征，总结了山东经济社会建设

成就，显示了山东底蕴深厚的历

史文化，彰显了山东绿水青山的

自然生态底色，描绘了山东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地图集的基础数据采用了山

东最新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包括

全省数字地形、地理国情监测、

地名地址、遥感影像和数字高程

模型等数据。专题资料包含全省

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

领域的权威统计数据。

山东省地图院院长丁新华介

绍，2020版《山东省地图集》着

重选取“十三五”以来展现山东

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成就、重大战

略、发展规划、与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内容，着力突出山东特

色。采用了先进的数据管理和高

效的制图表达技术，实现了地图

集数据的集成管理、联动更新和

高效制图表达。从图集护封、封

面、版式设计等处凸显山东厚重

的历史文化，将齐鲁文化要素融

入图集；将“绿水青山”元素作

为每一章的开篇贯穿全书。

采用“一部图集三种方式”

产品体系。除纸质地图外，还同

步提供了《山东省地图集》电子

版。可为用户提供桌面端数字化

地图集浏览。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还将开发地图集移动端小程序，

丰富地图成果的使用方式，让图

集更好地惠及民众、服务社会。

目前，纸质版地图集将分发

至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使用。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发行，

如有需要，可联系山东省地图出

版社或者自行在大型书店购买。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提醒，普

通读者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

地图，不要使用“问题地图”。

深入推进公共地图服务

丁新华表示，地图所展示的

地理信息大部分来源于基础测绘

工作。《山东省地图集》采用了

最新的基础测绘成果，确保了图

集数据来源的客观准确。技术人

员利用最新的基础测绘成果，对

地理要素和专题内容进行制图综

合，通过符号、颜色的特定表

达，辅以各类图表说明，实现对

各要素的综合呈现。图集还选取

了高精度网数字高程模型和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等数据，采用新技

术、新方法编制全省三维晕渲底

图，使地图表达效果更直观、更细

腻、层次更丰富、更具亲和力。

“山东近年来基础测绘和地

理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及时、准确、

可靠的服务保障。作为基础测绘

社会化应用的重要成果，《山东

省地图集》，既丰富了基础地理

信息产品的形式，又成为基础测

绘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社会、服

务民生重要途径和手段，是推广

地图应用、优化地图公共服务的

重要表现形式。”赵培金表示。

据介绍，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提供多种类型的公共地图服务。

网络地图服务主要有全省系列标

准地图服务以及“山东·天地

图”在线地图服务，纸质地图有

《山东省地图集》《山东省政务

工作用图》等图集以及全省县级

以上行政区域系列地图等。还将

提供《山东省城市地图集》、

《齐鲁·印象文化地理系列地图

集》、网络版《山东省政务工作

用图》等多类型、多载体的地图

产品。

赵培金表示，山东将继续深

入推进公共地图服务，不断丰富

地图产品类型，改进服务方式，

不断完善地图市场监管与服务体

系，切实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

力度，全面优化全省地图市场环

境。将以地图为载体和纽带，努

力让测绘地理信息成为服务发展

大局、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重

要手段，展示山东改革开放的新

成就、新形象，让社会各界进一步

了解山东、认识山东、走进山东。

聊城加强新增耕地后期管护

E 图片新闻

导报讯 近日，济宁市制定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采煤塌陷地

治理等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多

项治理措施，助推全市采煤塌陷地

治理工作。

持续做好采煤塌陷地现状更新

调查，摸清各年度新增塌陷面积、

程度、地类和稳沉数据，并将年度

治理任务下达县(市、区)和煤炭企

业；推广应用绿色开采技术，建立

源头控制机制，减缓塌陷地增

量；制定煤炭企业限采、缓采、

减采措施，坚决遏制塌陷地快速增

长势头，全市新增塌陷地面积年均

减少10%。

坚持耕地保护优先，统筹推进

复垦治理、生态治理和产业治理。

利用采煤塌陷地常年积水区或治理

形成的坑塘水面，发展光电产业，

打造济宁“塌陷地+光伏”基地。

结合耕地修复、生态保护、城乡

建设、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实施汶

上县农业复垦、济宁高新区十里营

和大屯村生态修复治理等一批重点

示范项目。

争取资金，统筹加大对采煤塌

陷地治理的投入；全面落实预算绩

效管理，进一步发挥绩效评价机制

作用，提高使用效益。强化资金支

持，保障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经费

充足。探索完善吸引社会投入的鼓

励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治理。

推进土地流转。发挥村集体经

济组织引领作用，推行采煤塌陷地

流转经营。充分利用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为采煤塌陷地流转提供信息

发布、合同签订等规范服务。结合

实际定期发布土地经营权流转指导

价格，引导流转双方理性确定流转

费用，探索建立土地流转价格动态

调整机制。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煤炭企

业履行治理义务、预存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基金、预提可持续发展

准备金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建立健

全对煤炭企业的监管机制，对拒不

履行治理义务的依法依规处罚。

(郭朝阳)

济宁新增塌陷地
面积年均减少10%

导报讯 7月6日上午，一场

因沂蒙山区上冶水库上空“突

发”暴雨导致水位急速上涨，严

重影响大坝安全，继而有可能导

致周围群众生命及财产受到严重

损失，必须果断处置。在山东省

自然资源厅精心组织下，济南、

临沂、费县三地自然资源人同心

协力，认真实施协同演练，取得

圆满成功。

上午8时53分，省自然资源

厅向省国土测绘院、临沂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转发通知，因临沂

费县大田庄镇上冶水库受暴雨侵

袭，水位急速上升，严重影响大

坝及周边安全，救灾指挥部门急

需水库周围及水下地形数据，以

制定应对措施。

经省应急测绘保障领导小组

组长批准，启动Ⅱ级应急测绘保

障响应。一声令下，省、市、县

三级以最快的速度成立应急测绘

保障指挥部，启动本级应急测绘

保障程序。

9时10分，省应急测绘指挥

部与临沂市应急指挥部建立实时

通讯联系。9时20分，省、市、

县三地有关人员各就各位。与此

同时，在省级应急测绘指挥部，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完成部

署，在天地图展示应急测绘保障

有关功能，演示灾前地理信息情

况。同时，开启测绘成果绿色通

道，将演练地区涉及的36张1：1

万DLG和DOM纸质图送达应急

测绘演练指挥部。正在上冶水库

附近执行任务的临沂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测绘院的技术人员到达

灾害现场，迅速展开工作。9时

30分，固定翼短航时无人机升

空，执行“灾害”点实时影像获

取任务；无人船下水，开始获取

水下地形数据。10时，无人机和

无人船顺利返航。11时，工作人

员将处理后的清晰影像数据传回

指挥部，并将数据发布到天地

图。同时，第二测绘院将事发区

域快拼正射影像图发布于天地

图·山东，任务完成，演练结

束。

据了解，本次省市县三级联

动应急测绘保障演练，包括动

用无人船水下测量，在山东尚

属首次。 (吴文峰 吴涛)

动用无人机无人船

山东举办三级联动应急测绘保障演练

导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新

增耕地质量，巩固新增耕地成

果，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新增耕

地后期管护，有力防止了耕地

“非农化”，确保新增耕地数

量质量真实化。

加大补充耕地地块信息公

示力度。今年3月份，聊城市召

开耕地保护监督工作会议，对

补充耕地地块信息公示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确定了2020年

后新验收入库的东昌府区、经

济开发区、莘县、东阿县和冠

县等县(区)，先行在补充耕地

地块现场竖立补充耕地项目信

息公示牌，将项目名称、新增

耕地地块位置、面积、管护责

任人、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公

开。截至目前，全市在新增耕

地现场已竖立起335块补充耕地

项目信息公示牌。同时，该局

还下发了《关于做好补充耕地

信息公开的通知》，除了将补

充耕地项目在现场进行公示

外，还要通过田长信息管理平

台，将补充耕地项目地块向社

会主动公开，群众可查询，并

知晓管理优先顺序和管制规

则，接受更大范围监督。

建立健全管护机制。聊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下发

了《关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项

目后期管护工作的通知》，明确

了管护资金来源、管护责任人、

管护措施等，要求每年管护资金

不低于项目投资的1%，管护期

不低于5年，并将项目的后期管

护资金和管护责任落实情况作

为是否通过验收的主要内容。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近年

来，东昌府区、茌平区、莘

县、冠县等县(市、区)对14个补

充耕地项目(面积1 . 2万亩)增施

了有机无机汇合肥、生物肥

等，提升了新增耕地质量，改

善了农业生产生态条件。

(李宏英 杨丽)

近日，在平度市杭州

路附近的御园新城二期项

目进入交房阶段，在该项

目交房现场，购房者在完

成所购买商品房交付手续

后，直接在现场申请办理

了所购房屋不动产登记，

缴纳税费后领取了《不动

产权证》，这是平度市自

然资源局推出的“交房即

办证”项目试点，该市将

继续推进这一便民服务。

（王京义 张玺玲)

交房即办证
制定煤炭企业限

采、缓采、减采措施，

坚决遏制塌陷地快速

增长势头，全市新增

塌陷地面积年均减少

10%

在山东省

自然资源厅精

心 组 织 下 ，济

南、临沂、费县

三地自然资源

人同心协力，省

市县三级联动

应急测绘保障

演练，包括动用

无人船水下测

量，在山东尚属

首次

地图集的基础数据采用了山东最新

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包括全省数字地形、

地理国情监测、地名地址、遥感影像和数

字高程模型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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