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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曝光10起自然资源违法典型案件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全市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工作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行为。为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方”的效

果，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第32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向社会公开曝光10起典型自然资源违法案件。

2021年，柯城区华墅乡某村村民委员会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柯城区华墅乡某村2430.9平方米土地进行建
设。2022年6月1日，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责
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
建的建（构）筑物、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处以罚款5.35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0年8月至2022年1月期间，方某某未经批准，擅
自占用柯城区石梁镇中央方村耕地（永久基本农田）5.08
亩堆放砂石料。2021年8月，经专家组实地踏勘后确认，
涉案的5.08亩耕地因长期堆放土石方致使原有耕地耕作
层全部损毁，基础设施丧失，鉴定地块耕地种植条件为重
度损毁。2021年11月，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城分
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办。2021年12月，衢州市
公安局柯城分局立案侦查。

2018年 10月，衢江区后溪镇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衢江区后溪镇某村667平方米土地

进行建设。2021年 1月 14日，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新建的建（构）筑物、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处
以罚款0.33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2月1日，违
法当事人缴纳了罚款。

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期间，龙游县某服务有限
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龙游县龙洲街道西门村耕地
3.58亩建设停车场。2021年6月，龙游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
的土地上新建的建（构）筑物、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处以罚款 5.0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 8月 25
日，违法当事人缴纳了罚款。

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期间，刘某未经批准，擅
自在龙游县沐尘乡马戍口村开采矿产资源。经勘测和
价值评估，采挖量为 4694.3立方米，违法所得 8.45万
元。2021年5月，龙游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 8.45万元、处以罚款 0.4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2021年9月23日，违法当事人缴纳了罚款。

2021年5月，杨某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江山市虎山街道
店前村岭家山开采矿产资源。经现场勘测，采挖量为4858.8
立方米（未销售）。2021年11月24日，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作出责令立即停止违法开采行为、没收非法开采的矿产
资源4858.8立方米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11月29日，没
收的矿产资源移交江山市财政局处理。

2018年 6月，郑某未经批准，违规占用常山县招贤镇
象湖村 772平方米耕地建设羊棚。2020年 8月，常山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责令退还违规占用的土地、拆除在
违规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构）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定期限内违法当事人未履行拆除违法建（构）筑物的行
政处罚决定，2021年 4月，常山县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并执行到位。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6月期间，常山县同弓乡某家庭
农场未经批准，擅自在常山县同弓乡某村开采矿产资源。
经勘测和价值评估，采挖量为 4.29万吨，违法所得 146.3万

元。2020年8月，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侦办。2021年3月，常山县人民法院判处
徐某和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金 35万元。同时，责令当事人进行生态修复并预
缴生态修复基金90万元。

2020年10月，汪某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开化县华
埠镇联丰村集体土地 4653平方米建设砂场。2021年 9
月 17日，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责令退还非法
占用的土地、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处以罚款6.36万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 9月 24日，违法当事人缴纳
了罚款。

2021年 8月，徐某某未经批准，擅自在开化县池
淮镇坝头村大市自然村开采矿产资源。经勘测和价
值评估，采挖量为 288.5 立方米，违法所得 0.12 万
元。2021年 12月 29日，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
出没收违法所得 0.12万元、处以罚款 0.02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2021年 12月 29日，违法当事人缴纳了
罚款。

我市连续6年获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
创新“建管用”耕地保护模式

近年来，随着政策和行情的变化，苗木市场逐渐低
迷，开化芹阳办事处翁村村部分承包土地种植苗木的村
民，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叫苦连天。翁村村委会借着开
化水库耕地“进出平衡”的政策东风，与苗木主协商，腾退
田里的苗木，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偿，整理出来的耕地统一
流转承包，种植水稻、油菜等粮食作物，一方面可以帮助
苗木主及时止损，另一方面，通过测算耕地功能恢复后水

稻、油菜轮种，除去土地租金、人工、生产资料等成本，预
计村集体每年大约能增加30~40万元的经济收入，还能
通过统一流转土地和开发防止土地二次抛荒。村里的苗
木主纷纷赞同支持。从5月2日开始，芹阳办事处翁村村
对173亩苗木开展集中整治，到6月6日，全部完成清理
腾退、复耕复种和播种水稻工作。翁村村的案例只是我
市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一个小缩影。

2021年，全市高质量开展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建设，实施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项目16个，整治后集
中连片耕地面积3.7万亩；高规格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复，累计开展全域整治项目76个，涉及整治
面积 320.88万亩，自然资源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项目6个，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省级精品
工程4个。

今年 6月 14日上午，九华乡沐一村耕地保护巡查
员方金华在收到市资规局柯城分局耕地保护科下发的
巡查任务时，发现有村民将建造农房的木材暂时放置
在田埂上，部分木材在连日雨水的冲刷下，滑至耕地。

“我看到这个情况后，就立即前往村民家中提醒，并要
求他尽快整改。”方金华说，该村民也十分配合工作，立
刻就把自家木材搬离了耕地和田埂。这是我市全面推

行耕地保护田长制以来发生的一幕，村级田长根据耕
地智保系统下发的巡查任务或预警提醒开展巡查检
查，及时处理耕地破坏和占用的问题。

1月以来，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根
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市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以村
（社）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市、县、乡、村四
级田长的“田长制”责任网格，借助衢州铁塔公司的技术力

量建设耕地智保系统平台搭载高空视频监测系统，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全市共落实田长及巡查员共4759
人，累计完成巡查打卡12162次，现场核查疑似问题174
个。做强数字监管，实现“人防+技防”的监管机制，实时发
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做到问题早发现、基层田长早
制止、执法部门早处置，做实耕地的日常管控。

2021年，衢江区全旺镇柴公岗村再次拿到了耕地保
护补偿资金，共18.57万元。“耕地保护的好就有钱拿。自
从有了这项政策之后，我们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很高。
这笔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很大帮助。”
村书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

则，衢江区落实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多年，累计发放耕地保
护补偿资金1.08亿元，惠及248个行政村。这项制度积
极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在促进耕地保护的同时，带动
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基础设施配套等，带动了农村发
展、农业增收和农民致富，尤其对于经济薄弱村来说，更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加速器。
据统计，自 2016年我市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以

来，已累计发放补偿资金 5.02亿元，亩均补偿 49元/亩/
年，2022年将补偿标准提高到100元/亩/年，有效促进基
层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

着力打好经济稳进提质土地攻坚战
消存量 保增量 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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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化旧控新”，坚决向低效用地改革要红利，聚焦“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建而未投、投而未达标”的低效

用地，以“五未”土地清零为突破口，结合“标准地”改革，尽非常之责、行非常之策，全力以赴打好经济稳进提质土地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土地供应1.2万亩，

同比增长67%；消化批而未供8693亩，同比增长150%，增长率排名全省第一，创历史同期新高。

专班化运行。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副市长任
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员的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总体统筹部署全市“五未”土地处置工
作，全力以赴抓出成效；各县（市、区）相应成立揭
榜挂帅攻坚团队，专题部署、压茬推进，协调解决
具体项目问题。对未动工开发的用地，加紧推动
项目进场施工，达到动工开发标准；对闲置原因
难以解决的用地，推动收回土地使用权，消除一
批历史遗留闲置土地。累计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8693亩，同比增长 150%，增长率排名全省第一，

创历史同期新高。
清单化推进。明确“有限空间、无限发展”的

理念，从全面摸清查明 10.20万亩各类未供土地
成因和现状入手，全面梳理批而未供、供而未用
项目清单，按照处置方式进行分类，形成批而未
供分布图和“一宗一策”清查表。实行销号管理
制，将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8个区块，各区块
按实际推进中的重难点形成攻坚清单，严格执行

“一地一方案”，将任务细化到项、明确到人、具体
到天，确保一张清单抓到底。截至目前，共处置

闲置土地185亩，同比增长32%。
数字化赋能。积极探索“跨部门协同、闭环

式管理、数字化监控”的土地管理机制，贯通融合
衢州用地智治、建设用地供应动态监管系统、土
地二级市场平台交易系统等平台，实现数字“线
上+线下”全周期管理。对全市范围内国有土地
的开发建设从收地、做地、供地到开工、竣工等各
个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管，并根据时间节点提前预
警，促使开发建设按照合同履约到位，2018年至
2022年全市已供土地开工率达到93.11%。

深挖政策红利。抓住“增存挂钩”政策机遇，
专题解读和对接落实省 3:1指标奖励、差别化挂
钩、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奖励等一揽子政策，对
适用我市工作实际的有关条款进行认真筛选归
纳。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牵头
制定实施排查工作方案，推动资源和力量下沉，对
有问题土地，分片区、滚动式开展清查，并合理制

定开发时序，深入挖潜存量土地。
制定刚性约束政策。牵头出台《衢州市“五

未”土地处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
年）》等文件，制定项目规划、能耗、环境、投资强度
和亩均产出等一系列标准，明确企业项目须对标
承诺、按标实施。首次开展低效工业用地全域综
合整治，指导各区块有序推进工业区连片改造升

级，综合运用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开发模式，推
动低效企业向各类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集聚，合
理选取存量地块。截至目前，共1061亩地块完成
协议签订，289亩地块完成拆迁。

建立红黄区警示机制。严格执行“周统计、月
督查、月通报”机制，采用线上统计与线下核查相结
合的方式，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予以通报警示。

加快消化批而未供土地。各区块围绕省级增
存挂钩考核奖励，对批而未供土地进行百日重点攻
坚，对照批而未供土地分布图、“一宗一策”清查表，
逐宗分析问题原因，制定处置对策，倒排时间进度，
通过督促动工一批、依法收回一批、有效盘活一批，
进一步完善用地手续，加快土地供应，确保出让土地
拆迁到位、配套到位、遗留问题解决到位。如：通过
利用批而未供土地安排东鹏特饮、金瑞泓科技、常山
港建设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使3570亩土地得以充
分利用；对龙游沿江公路、205国道等一批政府主导
项目，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主动上门服务，为2082亩

已用土地完善用地手续。
加快激活闲置土地。在原有闲置地调查、认

定、处置的基础流程上，进一步优化细分闲置地调
查、政府原因闲置地处置、用地置换、协议收回等多
项子业务，配合工业强市十大专项和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攻坚行动，引进高端产业，让存量土地及时产出
效益。其中，涉及政府原因的，以“五未”土地处置专
项行动为突破口，通过尽快形成净地、加快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开辟绿色办证通道等措施，帮助江山市上
余镇人民政府等一批项目186亩土地开竣工建设；
涉及用地单位原因的，如开化创城发展有限公司的

用地项目按照依法程序准备收回168亩。
加快盘活低效用地。充分利用各类产业政

策开展工业园区有机更新，制定“一企一策”，采
取“清理、整治、改建、提升”等措施，全面整治“低
散乱”企业，加大对重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整治力
度，重点腾退闲置低效项目用地，再开发用途用
于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借助低效
用地连片出清专项行动的契机，柯城区通过依法
倒逼规范的方式将原浙江佰意智造服饰有限公
司地块收储，供应给衢州市振东产业园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一举盘活低效工业用地94亩。

2022年5月13日，我市再次获得年度省对市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等次，这已经是我市连续6年获得这项桂冠。2021年，全市耕地保护和全域土地整治工作全

面开花，屡获佳绩，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绩效评价全省第一，柯城区、江山市分别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和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

省政府督查激励。耕地保护工作已然成为我市生态文明的一张金名片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面对耕地保护碎片化、新垦耕地后续种植无序化、农业发展低散弱等问题，我市创新“建管用”耕地保护模式，狠抓“建地、管地、用地”举措，持续推进耕地管控性

保护、建设性保护、激励性保护，实现土地增产、农民增收、农田增色。全省率先制定高质量推进土地整治工作赋能乡村振兴的行动方案、耕地保护三年行动方案，着力破解新

增耕地的“后半篇”文章及耕地“非农化”问题。立足优势项目，以“可看、可讲、可评”为标准，打造“整治+农田保护”“整治+美丽乡村”“整治+文体旅闲”“整治+生态修复”4种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新模式，全市域开展耕地调查、扩面、提质、系统治理、执法亮剑、数字智保“六位一体”专项行动。于2021年11月成功争取并承办了省政府召开的市级层

面唯一一次全省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现场会。

一、柯城区华墅乡某村村民委员会非法占地案

二、柯城区石梁镇中央方村方某某破坏耕地案

三、衢江区后溪镇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非法占地案
八、常山县同弓乡某家庭农场非法采矿案

六、江山市大桥镇冷水村杨某某非法采矿案

七、常山县招贤镇象湖村郑某非法占地案

九、开化县华埠镇封家村汪某某非法占地案

十、开化县马金镇花园村徐某某非法采矿案

四、龙游县某服务有限公司非法占地案

五、龙游县沐尘乡马戍口村刘某非法采矿案

“三化”并行 夯实保障基石

“三管”齐下 打好政策组合拳

“三力”齐发 精准把脉施策

建好一块地 开拓“保护新路径”

管好一块地 释放“机制新效能”

用好一块地 激发“共富新动能”

开化县职教中心项目（开化县朝阳片区）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200亩

浙江普康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开化县工业园区
杨村片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消化批而
未供用地80亩

衢州市东巨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柯城区
生态工业园），盘活低效工业用地94亩

开化县池淮镇立江村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柯城区万田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

常山县同弓乡同心村
耕地种植情况

耕地智保应用场景常山县金川街道十五里村耕地监控画面

江山市上余镇万亩方永农集中连片整治项目现场

衢江区浮石街道元桥村等5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项目

编者按：今年6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为“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近年来，衢州市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市关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全力抓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发展紧迫感，以“长牙齿”的硬举措管好用好土地资源，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全面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坚决防范和

严厉打击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全市自然资源市场秩序，为衢州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