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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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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2 年袁商水县对野大棚房冶问题进行专项清理整治遥本文从加强组织领导尧制定实施方案尧强化督导检查尧认真排查核实尧纪检
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密切配合和排查结果等方面总结了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袁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安排袁以期推动
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行动顺利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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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市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袁商

关于开展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要求遥二要进

水县政府高度重视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尧省尧市野大棚房冶问

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袁再一次深入开展排查清理工作袁全面摸

题专项清理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袁即时召开专题会议进

清底数袁确保全覆盖尧无死角尧无遗漏袁确保清理结果数据真

行安排部署袁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学习领会袁把握政策要求袁

实准确袁经得起检验遥三要对清理发现的问题类型进行科学

各司其职袁各负其责袁集中时间尧集中精力尧集中人员袁坚决

划分袁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治整改袁确保野大棚房冶清理整治专

完成清理整治野大棚房冶问题排查等相关工作遥
1 工作开展情况

1.1 加强组织领导
为扎实推进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袁

项工作取得实效尧顺利完成遥2018 年 10 月 12 日全县上下层

层签订叶承诺书曳袁确保在全县开展拉网式排查袁逢园必进尧
逢棚必查尧不留死角袁全面掌握基本信息遥
1.5 纪检监察系统尧司法系统密切配合

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现象及野大棚房冶问题蔓延态势袁县政

为推动专项行动顺利开展袁防止清理整治中漏报尧瞒

府成立了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尧分管农业和国土资源工作的

报袁干扰野大棚房冶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不法行为发生袁县纪委

副县长任副组长尧相关单位为成员的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

牵头袁公尧检尧法尧司等部门密切配合袁全程监督袁指导野大棚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袁全面负责专项行动的统筹协调

房冶专项清理整治工作袁确保各个环节按规定程序阳光操作袁

和推进落实袁抓好目标确定尧宣传发动尧把握政策尧组织动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充分汲取秦岭别墅事件的教训袁严守政

员尧调度通报尧清查整治尧舆情处置尧督导督查等工作遥研究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不折不扣抓好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袁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督导和评估袁及

整治工作遥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袁强化责任担当袁深入

时向县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报告有关情况袁处理解决工作中

开展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袁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遇到的新情况尧新问题袁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袁妥善协调问
题整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袁确保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 遥
[1]

1.2 制定实施方案

整治任务遥2 月 25 日下发了野大棚房冶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督

查通报袁田县长在会议上又进一步安排野大棚房冶整治工作遥
自然资源执法系统积极主动把济南局图斑号和国家图斑号
及清单明确到乡镇和村袁为各乡镇及时精准核查图斑工作提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尧省尧市野大棚房冶问题清理整治精神袁

供了技术保障遥

切实加强商水县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保护袁坚决杜绝农地非

1.6 排查结果

农化现象袁商水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叶商水县开展野大棚房冶问

2019 年 2 月 13要26 日袁围绕市农业农村局转发的国家

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实施方案曳袁明确

图斑和济南局图斑袁再次开会动员袁下发叶商水县贯彻落实

了目标任务袁并进行广泛宣传袁营造浓厚氛围袁强化部门协作

市政府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推进会工作意见曳袁严格

形成工作合力袁建立长效机制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遥县专项清

按照所确定的整治范围和整治标准重新开展一轮拉网式大

理整治办设立了举报电话袁随时接受群众举报和舆论监督遥

排查袁各乡镇组织精干力量做到逢园必进尧逢棚必查尧不留

1.3 强化督导检查

死角袁继续坚持责任到人尧到村尧到组尧到户尧到田尧到园尧到

县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袁从县农业局尧县国土资

棚袁持续进行坚决查尧全面查尧深入查尧彻底查尧反复查袁不留

源局尧县发展改革委尧县财政局等单位抽调人员袁组成检查

死角袁消除盲点袁切实做到不漏查尧不漏报尧不少报尧不瞒报遥

督导组袁对全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进行检查

在排查过程中发现新的野大棚房冶问题要层层把关签字袁逐

督导遥接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袁在政府统一部署下袁加强专

一建立台账袁认真做到档案完善尧资料完备尧手续完整尧台账

项行动指导和督查袁上下联动尧相互配合尧共同推进尧形成合
力袁确保专项行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遥
1.4 认真排查核实
针对野大棚房冶问题袁商水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袁多次召
开会议强调院一要坚决提高政治站位袁全面把握中央尧省尧市
收稿日期 201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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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尧报送及时遥对此次交办的 2 个野大棚房冶问题线索袁农
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现场办公袁精准识别曰对 259 个设施

农用地疑似非农建设图斑和 1 846 个国家一尧二尧三类图斑袁
国土部门要立即调查摸底袁并将违法图斑的类型和面积如实
向本地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政府分管领导书面报告遥一
渊下转第246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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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农户与企业曰农产品信息渠道缺失袁农民生产经营存在

我县地域特点的特色产业袁重点发展经济作物袁如小杂粮尧

盲目性袁存在野卖难冶现象 [2]遥农业生产并未走出传统的种植

中药材尧马铃薯等袁实现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的转变遥在

模式遥

农民增收致富上进一步将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大

2.3 农业投入仍然不足

做强遥

县尧乡财政困难袁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够曰农业比较效
益偏低且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大袁农民自身投入到农业

3.3 创新机制袁完善服务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搭建纽带桥梁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

生产的资金较少遥

效保障遥肃南县在抓龙头尧建基地的同时袁积极创新服务机

2.4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制袁不断加强和完善服务体系建设袁为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

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尧植物检疫网点和体系建设不

提供条件遥健全政策服务体系方面袁积极向上争取发展特色

够完善袁防治突发性病虫害的能力较差曰检验检测尧农业执

产业扶持政策袁争取更多的农产品加工业项目列入省里的项

法尧技术推广手段落后袁缺少设备袁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农业

目计划 [3]遥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方面袁要积极争取财政支农

生产提供高效服务遥

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袁重点向农特产品加工业倾斜遥

3 对策

采取野以奖代补冶的措施对农业结构调整好的乡镇和农业产

3.1 立足实际袁找准方向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
肃南县是一个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民族县袁全县除

明花乡外袁其余的 6 个农牧村乡镇均在山区袁发展传统粮食

业化龙头企业予以扶持遥
3.4 加强科技培训袁提升农牧民综合素质袁为种植业的发展
奠定基础

产业优势不明显袁但具有典型的高原气候特点袁发展特色经

充分利用野阳光工程冶野科技下乡冶等农业科技阵地袁对

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全县要上下围绕野现代农牧业的发

农民发展特色农业进行技术培训袁做到科技人员到户尧良种

展冶这个核心袁立足优势袁使种植业由零星种养尧分散经营向

良法到田尧技术要领到人袁组织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到村

一乡一品尧区域一业的模式转变遥要打破乡镇界限袁按照气

屯农户袁全力开展科技服务袁帮助农民解决种植特色经济作

候相近尧土壤结构相同尧资源依附相似的特点袁实施村村联

物所遇到的技术问题[4]遥

合尧乡镇联动袁突出发展特色农业袁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竞争
力袁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袁按照野扶优尧促强尧壮大冶
的原则袁坚持走专业化尧规模化尧标准化的路子袁实现农民增
收尧农业增效遥
3.2 围绕特色袁抓住重点袁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明确主攻方向
肃南县耕地资源大袁依靠耕地发展粮食农作物很难使
农民增收致富遥为此袁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袁注重发展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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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袁建立台账袁坚决杜绝不严不实尧弄虚作假尧漏报瞒报曰二

是对确属野大棚房冶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登记造册尧建立

是对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按照整治整改

台账袁坚决杜绝不严不实尧弄虚作假尧漏报瞒报袁做到野谁填

标准袁扎实整治整改到位袁坚决杜绝虚假整改尧不实整改曰

报尧谁负责尧谁签字尧谁负责冶曰二是对既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

三是对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但是又存在违法事实的图斑

题尧又未存在违法问题的图斑和项目袁一律按设施农用地用

和项目袁一律按照一般违法用地依法查处整改到位袁坚决

途严格监管袁做到源头严防尧过程严管尧后果严惩遥

杜绝有案不查尧查办不力袁做到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曰四是对

经核实发 现大 棚 房 1 处 袁 即 固墙 镇 嘉 和 庄 园 袁 占 地

0.53 hm 袁违规面积 0.33 hm 袁整改措施是将部分拆除整改
2

2

合规遥

既未纳入野大棚房冶问题袁又未存在违法问题的图斑和项
目袁一律按设施农用地用途严格监管袁做到源头严防尧过程
严管尧后果严惩[4]遥

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时间紧尧任务重尧标准

2 存在的问题
商水县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中存在以下

3 个方面问题院一是个别乡镇领导不重视袁政治站位低袁抱有

高尧要求严袁需要相关人员坚决摒弃私心杂念尧抛开饶幸心
理袁振奋精神尧扎实工作尧敢于担当尧攻坚克难袁坚决打赢打

侥幸心理曰二是排查不彻底尧不全面袁个别乡镇主管副职对

好野大棚房冶问题攻坚战 [5]袁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尧国务院和

本乡镇图斑情况吃得不透袁上报迟缓曰三是对上级文件学习

省委尧省政府尧市委尧市政府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研究不透袁对野大棚房冶问题标准把握不严 遥
[2]

3 下一步工作

对于市农业农村局转发的野大棚房冶问题清单和设施农
用地疑似非农建设图斑清单照单全收袁继续组织人员认真
核查袁逐一图斑尧逐一项目尧逐一现场对照野大棚房冶问题排
查清理范围和认定标准袁科学判定袁精准识别 [3]遥一是对确
属野大棚房冶问题的一律纳入此次排查清理范围袁登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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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文献

[1] 端木.全国各地开展野大棚房冶整治行动[J].中国房地产袁2018渊27冤院6.
[2] 杨勇.野大棚房冶屡禁不止 三大问题应深思[J].农村工作通讯袁2018
渊19冤院1.
[3] 张中强.河南全面清理和严厉整治"大棚房"[J].资源导刊袁2018渊8冤院8.
[4] 郑昭.福建省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会议召开[J].就业
与保障袁2019渊增刊 2冤院6.
[5] 景明.年终盘点院2018 年土地领域的大事件[J].中国土地袁2018渊12冤院
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