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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协办

导报讯 近年来，日照市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全面建立林长制，持续擦亮日照绿色

发展底色，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和更有保障。

该市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

安装林长公示牌586块，明确市县乡村

四级林长4586名，专职护林员2117名，

全面压实各级林长植绿、护绿、兴绿职

责。建立巡林日志、巡林任务清单，明

确市、县级林长每年巡林2—4次，乡级

林长每月巡林1次，村级林长每周巡林

1次，专职护林员在重要节假日、防火

季常驻巡林一线，市县乡三级林长巡

林已达1865次，解决各类问题1013个。

该市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

顾、注重实绩”考核原则，建立督导

考核机制，将林长制考核与年度林长

制工作相衔接、同部署，以督问效、

以督促行，全面压实“护林、造林、

兴林”重点任务，推动林长制不断走

深走实。该市推进联合督查、包联督

导、执法检查和常态督导等多种方

式，组织检查组1136个，督导检查219

批次，下达通知书112份，排查各类隐

患117个。2020年以来，完成造林、补

植造林8 . 44万亩。

印发《日照市民间林长管理办

法》，建立“民间林长”“科技林

长”管护发展新模式，聘任市级民间

林长168名，创建国家级森林乡村20

个，全市经济林总面积73 . 5万亩，总

产量29 . 6万吨，有效带动林业科学

化、技能化、规范化水平提升。

投资60余万元建立智慧林业和林

长制信息化平台，纳入到数字政府项

目统筹实施，形成“林业资源数字

化、林长网格化、责任明确化”林长

制管理模式，全面提升林业资源保护

发展智能化水平。通过智慧林长，林

业工作全部纳入“一张图”监管，统

一调度，做到业务信息全覆盖，不仅

网格护林员巡山轨迹、巡护情况一目

了然，还畅通护林员与林长之间实时

沟通渠道，有效提升各级林长、网格

护林员巡林护林效能。 (邱中华)

自然资源快讯
Zi ran zi yuan kuai 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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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飞防作业23万亩

导报讯 6月19日，随着

最后一班作业飞机平稳降落，

平度市2022年飞机施药防治美

国白蛾工作顺利结束。

对飞防区域进行实地勘

查，对飞防作业中需避让的区

域进行全面调查并准确定位，

合理规划飞防路线，防止次生

灾害发生。设立五个起降点，

共调用水车6辆，大型运药车1

辆、服务车2辆，动用直升飞

机1架，共实施飞防作业面积

23万亩。 (刘雪娉)

聊城经开区8个村庄规划

通过专家评审

导报讯 近日，聊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编制的8个“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果通过专家

评审，涉及面积1 . 05万亩。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是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优化乡村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载体。该

局在做村庄规划时，坚持因地

制宜、统筹发展，坚持节约集

约、保护优先，立足村庄实

际、广纳村民想法，对村庄所

在区位、社会经济、自然条件

及资源、村庄风貌、历史文化

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坚

持做体现村庄特色。

(杨丽 王彩霞)

淄博临淄全面摸底

重点项目用地状况

导报讯 淄博市临淄区自

然资源局多举措加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供地进度，推动土

地供应工作快速、顺畅开展，

当好服务保障全区发展的“排

头兵”。

成立了土地供应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了土地供应联系机

制，强化工作保障、协调配合

和督导调度，及时发现难点，

打通“堵点”，推进土地供应

工作健康发展。对临淄区2022

年重点项目进行全面摸底，确

保服务有的放矢。2022年全区

列入计划的拟供宗地共计36

宗，面积3080亩。

(崔文静 王德亭)

莘县对国有储备土地

建档登记

导报讯 今年以来，莘县

土地储备中心围绕2022年工作

要点和目标任务，提前谋划，

精心组织，多措并举抓好收储

地块的管护和利用。

合理编制年度土地储备计

划，对国有储备土地逐一进行

实地勘查、建档登记，准确标

明位置、面积、现状，及时更

新台账信息。充分发挥“土地

菜单”云服务平台作用，对储

备土地全生命周期实施动态

监管，同时制定储备土地定

期巡查计划，对储备土地扬尘

治理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和督促

整改。 (莘地)

淄博文昌湖

守护森林乐享“骑”行

导报讯 6月18日，淄博

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首届

“森林文化周”正式启动，在

文昌湖省级湿地公园开展了

“守护森林，乐享‘骑’行”

活动。

30名骑行爱好者身着红色

骑行装扮，齐聚湿地公园悦湖

广场。骑行者们积极宣传森林、

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等科普知

识，传播森林文化，进一步提

高民众保护森林生态的意识。

(车文刚 董佑招 许仲凯)

新版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上线

基础测绘助力山东重大战略实施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6月21日，山东省自然资源

厅开发的山东省标准地图服务系

统 ( 2 0 22版，下称“新版标准地

图”)，正式上线发布。同一天，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有关情况。

据介绍，此次上线标准地图

服务系统，有助于减少“问题地

图”传播，丰富了国家版图意识

宣教形式，还发布多幅专题地

图，创新在线制图，升级地理信

息的深层次应用，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重大战略实施，助

力强省建设。”

支撑社会经济发展

基础测绘是为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

供测绘地理信息的基础性、公益

性事业，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十四五”也是测

绘全面融入自然资源管理大格

局，支撑服务自然资源“两统

一”职责的重要时期。

山东结合《山东省“十四

五”基础测绘规划》“服务重大

战略实施，助力强省建设”的主

要任务，加快基础测绘转型升

级，免费向社会提供标准地图产

品，推动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开放

的工作目标。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丰富多

样的地图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地图产品也体现了国

家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具

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

和严格的法定性。

基于此，山东省自然资源

厅下达《 2 0 2 1年基础测绘计划

和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启

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优化升级

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辅

助决策，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基

础地图服务，为教育教学丰富

宣教活动形式，为新闻出版、

广电、报纸、新媒体等行业提

供标准地图模板，兼顾社会公

众和个体工商户等多方面的地图

服务需求。

可在线个性化定制

新版标准地图已于21日正式

上线发布，用户只需登录山东省

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在“政府

信息公开·服务”栏目下即可找

到“山东省标准地图服务”。目

前，系统提供“标准地图”“在

线制图”“版图知识”三个功能

模块，实现系列标准地图产品在

线查询、浏览、下载、个性化自

助制图等功能。

据介绍，新版标准地图提供

更丰富的服务，共发布地图5523

幅，其中更新省市县三级行政区

域标准地图5481幅，并围绕服务

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新增专题

地图42幅，并且全面详尽地反映

了山东省、16个设区市及136个县

(市、区)地理信息内容；提供JPG

图片和PDF矢量两种数据下载格

式，能够满足多种地图使用场景

的需求。

此外，为满足不同领域对地

图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新版标准

地图还创新开发在线制图功能，

提供了省市县三级共 8 开、 1 6

开、32开、64开四个开本的底图

数据。用户可根据不同的需求，

对底图数据图层进行自由组合、

编辑地图符号样式，还可通过自

助标绘工具，添加点、线、面、

注记等内容，实现个性化制图。

通过该功能绘制的地图，公开使

用前均需要送有地图审核权的部

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提供公共地图服务

据介绍，随着5G、物联网、产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终端应用

场景的技术演进与迭代，地图作

为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在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研教育、

公众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形成了“以图

管政，以图促政”的新局面。

山东省自然资源系统则编制

了《山东省地图集》《山东省政务

工作用图》和系列标准地图等。

《山东省地图集》综合反映了山东

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状况，展

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山东省政务工作用图》重点

展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

现状及重大发展规划等，直接服

务于省委省政府及各部门；系列

标准地图自上线以来，为社会公

众提供了数据权威、内容丰富、方

便快捷的公共地图服务。

近年来，山东省自然资源系

统先后为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等

提供了应急地图保障，为全省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菏泽市地图》

《聊城市地图》《日照市地图》

等服务。

系列标准地图也服务自然资

源管理和其他领域，如先后完成

《山东省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集》

《地理国情普查图集》等数十个图

集以及市、县区域地图的编制。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日照明确市县乡村四级林长4586名

导报讯 今年以来，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聚焦“走在前、开新局”

的目标定位，不断强化资

源要素保障，进一步优化

服务，推动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高质效抓好服务保

障。科学划定“三区三

线”，加快县、乡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科学编制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落

实“要素跟着项目走”

机制，对省市县重点项

目实行专人跟踪，逐项

目分析研究用地保障措

施，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加

快落地。加快建设用地报

批，已批复12个批次，总

面积1153亩。

高标准抓好生态保

护。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战略，继续实施“绿满梁

山”提升工程，依托沿黄

重点河流水系和路渠打造

沿黄生态廊道，重点打造

52个森林乡村示范村，并

对绿色通道建设进行补植

完善。完成造林700亩，

廊道绿化100公里。组织

开展好造林绿化空间适宜

性评估，将规划造林绿化

空间明确落实到国土空间

规划中并上图入库。联合

相关部门，严厉打击乱捕

滥猎鸟类、非法开矿采

石、挖砂、取土等破坏生

态行为。

高站位抓好耕地保

护。建立了县、乡、村三

级田长制，落实属地责

任，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责任全覆盖。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加

强“数字赋能”，用好

空天地一体化自然资源

监测监管执法系统，实

施全方位监测、全过程监

管、全覆盖排查，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 (胡淑坤)

严打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行为

梁山完成
廊道绿化100公里

6月18日，以“悦享森林，大美齐鲁”为主题的首届山东省森林文化周活动在日照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启动，标志着全省16市8个系列379场，涵盖普法宣传、科普教育、森林运动等不同类型的森林文

化活动拉开序幕。 (吴文峰 张莹 郑笃凯)
悦享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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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为全力开展

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

作，金乡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以小组为单位，深入

包保一线开展创建活动，

齐行动，共奋斗，夯实责

任，快速推进，努力用

实际行动为誓夺创城胜

利作出贡献。

夯实责任，成立自然

资源局创城工作指挥部，

实行班子成员带头负责

制，将全局干部职工分成

4 个创城工作网格包保

组、4个“路长制”责任

包保组和1个督导组。每

个工作组由1名班子成员

任责任领导，细化人员安

排，明确责任分工，确保

各片区无缝对接，所有任

务落实到位。

集中攻坚，每周五为

集中“创城日”，组织包

保小组到包保网格社区、

“路长制”责任路段开展

文明劝导、环境整治、秩

序规范、设施提升、入户

宣传等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集中攻坚，重点突

破，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常态长效。

对照文明城市创建标

准，按照县创城办定期下

发的专项工作提示单，找

准问题短板，狠抓薄弱环

节，精准施策发力，逐一进

行解决，确保每个薄弱环

节及所有相关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该局督导组结合

全县“争先创优榜”“后进

提升榜”工作制度，对各片

区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助推各项工作落实

落细、快速推进。 (孔娜)

细化人员安排 明确责任分工

金乡找准问题短板
全力促创城

此次上线标准地图服务系统，有助于减少

“问题地图”传播，升级地理信息的深层次应用，

服务重大战略实施，助力强省建设

导报讯 近年来，聊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按照“高标准规划引领未

来、科学绿化美化未来、要素保障发

展未来、生态修复造福未来”的工作

思路，综合施策，积极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生态大

廊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高标准开展沿黄村镇规划编制。

立足黄河流域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

开展责任规划师“大河工匠”行动，

选派6名责任规划师对东阿县牛角店

镇、大桥镇、刘集镇、鱼山镇以及阳

谷县阿城镇等沿黄5镇进行对口专业

技术支持，提供“陪伴式”规划服

务。目前，5个镇的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已完成方案制定。

科学 推 进 黄 河 生 态 大 廊 道 建

设。按照1公里、5公里、10公里范

围内对黄河沿岸生态廊道建设制定

了差异化发展目标，对目标范围内

的农田林网、道路和水系绿化进行

补植提高。截至目前，已完成 2 0 9

个沿黄村庄绿化美化提升，植树

23 . 3万株。

立体推进黄河国家森林公园建

设。实施黄河国家森林公园改造提升

工程，结合黄金梨产业、牡丹旅游

业，打造“万里母亲河，百里梨花

飘”的优美景观带，实现“四季有

花、秋季有果”的靓丽景色，成功举

办六届牡丹观光节。

沿 黄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 点 废 成

金”。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级

试点项目，加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对每一处废弃矿山精准分类、科学施

策。合理利用中央财政资金575万元，

统筹县级财政69万元，累计完成了82

处重点区域废弃矿山修复工作，治理

面积达7000余亩。 (赵华丽)

高标准开展沿黄村镇规划编制

聊城推进黄河生态大廊道建设

大力实施“生态立

市”战略，明确市县乡村

四级林长4586名，专职护

林员2117名，全面压实各

级林长职责

细化人员安排，明确责任分工，确

保各片区无缝对接，所有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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