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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为改革护航

“多规合一”促发展 一张蓝图干到底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先行
引领。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
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规划，作为科学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的“先行者”，40年来始
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当中，以“不
变”促万变。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
来，切实履行党中央、国务院赋
予的历史使命，大胆创新、奋勇
拼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重大成就，从一个边陲海岛发
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规划作用之重要、意义之
深刻，不容忽视。

30年来，我省在自然资源
和规划管理部门设置方面不断
摸索优化，先后经历了海南省
环境资源厅、省土地管理局、
省国土海洋环境资源厅、省国
土环境资源厅，以及省规划委
员会、省国土资源厅、省海洋
与渔业厅等时期，2018年9月
组建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并
对外加挂省海洋局牌子，坚持
规划引领的理念不断突显、日
益强化。

同时，我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管理部门坚持“一张蓝图干
到底”，不断推进“多规合一”改
革实践，为海南在推动形成全
省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上迈出了
步子、探索了经验，也为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夯实了保障。

全省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910.49万亩
并建立了数据库；层层签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2989份
分发农户责任卡90多万份
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村、落实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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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民赵小姐喜欢饭后到三亚湾散步。
“一边是阵阵碧浪，一边是葱葱植被，”赵小姐说，
漫步三亚湾沙滩上，像是走在蓝与绿的交界线
上，景色让她着迷，心情也觉舒畅。

这条“蓝绿交线”，是海南的海岸线，也是我
省“一张蓝图”中重要的生态线之一。画好这条
生态线，是绘制“一张蓝图”的基础性工作：2015
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着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于2016年实现了
“多规合一”。

勾勒蓝图，海南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
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形成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力求实现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青水秀。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科学设定生态保护和

资源消耗的控制性目标，将耕地、林地、海域岸
线、水系和湿地纳入保护红线，严格控制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挤占生态空间。

“多规合一”改革，让海南打破了部门壁垒和
区划分割，把全省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按照

“五个统一”（坐标体系、基础数据、规划年限、用
地分类标准、规划成果）的要求，统筹主体功能
区、生态保护红线、城镇体系、土地利用、林地保

护利用、海洋功能区等六类空间性规划。在“一
张蓝图”上规划了3.4万平方公里陆域和200万
平方公里海域，化解了72.1万块、面积1587平方
公里的重叠图斑，并形成了数据管理平台。特别
是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9377平方公
里，占陆域面积27.3%，划定近岸海域生态保护
红线总面积8316.6平方公里，占海南岛近岸海
域总面积35.1%。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统筹规划全省重点产业、
城镇空间结构和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限定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开发
边界，强化对海岸带、生态敏感区及历史文化保
护区域的省级规划管控，真正按照“将海南作为
一个大城市管理”的理念，形成了引领全省发展
的“一张蓝图”。

在省规划展览馆二楼的省域“多规合一”厅，
海南省空间类总体规划一张蓝图跃然眼前。蓝
图上，各类园区、城镇开发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一
目了然。

而在展览馆外，更广阔的“一张蓝图”上，我
省把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作为“多规合一”改革的
核心问题加以推进，倒逼政府转变管理职能、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

在“多规合一”试点前提下，海南最大限度地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在
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海南生态软件

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3个产业园
区，推行规划代立项、区域评估评审代单个项目
评估评审等“6个试行”改革措施。

改革后，园区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由
48个减少至14个，审批环节由70个减少为4
个，项目落地整体提速70%，在今年8月被国
务院办公厅列入全国28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
做法。

统筹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框定总量、用足增
量、挖潜存量，是我省“一张蓝图”上色的主要
内容。在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的同

时，我省还在不断深化对已配置资源的优化
调整。

近年来，我省先后开展闲置土地处置专项工
作、节约集约用地专项督察工作、存量国有建设
用地清理处置工作，累计处置2.7万亩闲置土
地，促进2.66万亩闲置土地动工开发建设。同
时，共清理认定需处置的存量国有建设用地
3758宗、面积28.98万亩。同时，全面部署开展
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为盘活农
垦土地资源蓄力造势。截至2018年 11月底，
已完成农垦遗留问题土地（不含移交地方农场）

权籍调查145.73万亩，完成权属调查面积比例
98.31%，实现确权登记发证127.78万亩，发证
率（面积）86.2%。

海南岛上“寸土寸金”，被称为“最美资产”
的环岛海岸线，尤其具有不可比拟的生态功能
和资源价值。2015年，我省开展海岸带保护
与开发专项检查、全面整改行动，查处805宗
违法违规问题，拆除近26万平方米违法违规
建筑，收回584公顷土地，划定160多平方公
里海岸带生态敏感区进行严格管控，将海岸线
还于公众。

与此同时，我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将
“依法治海、生态管海、科学用海”的理念贯彻
始终。严守海洋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内全面禁
止围填海活动以及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建
设项目；严格管控围填海，除国家重大战略项
目，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审批，不断加快处理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严格用海审批监管，严
把审批关，加强常态化围填海现场巡查；积极
推动渔船入库换证工作，推进我省登记渔船

“船证不符”整改工作，全面规范我省渔船管
理，提升管理水平。

蓝图勾勒—— 绘制“多规合一”改革蓝图

蓝图上色—— 统筹优化自然资源配置

蓝图优化—— 科学规划全省产业布局

经核实，大部分整改任务可按期完成

2018年7月23日，自然资源部批复同意《海南省贯彻落实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制订了116条具体整改措施

2018年截至11月底

已完成整改46项
正在实施整改17项 完成率 73.1％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进驻海南省期间，共移交 189件案

件。目前已完成 177件，部分办结4件，短期难以办结的8件已列
出了整改计划继续整改（未办结案件的原因是无正式国家标准、需
要长期完成）

令人心旷神怡的三亚市东岸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支持海口江东新区先行先试，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地质
工作，谋划做好自贸区重大政策和产业项目落地准备工作。研究制定支持重点园区和产业项目
发展用地保障政策的意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了海口、三亚总部经济区的选址和规划工作，为总
部经济和自贸区各类产业项目落地打好基础。推进江东新区山水林田湖海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开展江东新区自然资源调查，摸清区内自然资源底数。

1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实践，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省域“多规合一”改革配套法
规体系，建立空间规划督察制度；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校核优化成果并经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
技术审查通过，划定了我省生态安全底线；调整完善市县总体规划，推进开发边界内重点区域城
乡规划修编工作；搭建全省统一的“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初步形成“1+4”（数据库+查询
统计、审查审批、监测督察、辅助决策四大应用功能模块）的大数据管理信息平台系统。

2

着力规范国土资源利用秩序，为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开
展“两违”专项整治工作，出台《海南省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分类处置指导意见》，依法分类推进处
置整改；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出台意见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制定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审批办法，推动海岛有序开发，实施蓝色海湾行动，推进海口“湾长制”试点，组织对市县越权审批
的106个海岸带项目建设问题进行调查并拟定处理问责方案；加强自然资源管控和生态环境保
护，建立县级海域动态监测体系，加强海域资源动态监管。

3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和生态保护修复。深入开展两违专项整治行动，建
立执法监察预警以及长效监管机制。抓好生态保护红线区专项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把规划
督察工作和“两违”整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进，推动“两违”整治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效。完
善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监管机制，实施蓝色海湾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行动，强化海洋保护区、
海洋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守护好海岸带稀缺资源和环境。

4

高质量推进“三调”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夯实自然资源管理基础。我省按照“将海南当
作一个城市管理”的理念，部署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坚持以点带面，在海口江东新区、文昌市、
屯昌县和保亭县先行完成了省级试点，为全省铺开提供经验。同时，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试点，探索解决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为在全省全面铺开累积经验。

5

实施海洋强省战略，高起点发展海洋经济，探索推进深海能源开发。以建设陵水现代海洋经
济示范区为切入点，引进中船重工集团、北大青鸟集团等企业投资280亿元，依托深远海大型养殖
平台或养殖工船等核心装备，打造深远海智能养殖项目，形成集工业化绿色养殖、养成品搭载与
加工、陆地基地化仓储物流保障于一体的渔业综合生产系统，构建形成养加结合、陆海相连的全
产业链海水养殖生产新模式，形成10组深海网箱智能化养殖装备、30艘深远海养殖工船及建立
鱼类交易中心。推动深海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合作，大力培育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6

深入推进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建立土地出让
控制标准，引入“对赌协议”机制，将项目投入、产出、税收标准作为土地供应准入条件，把好的土
地交给好的企业。推进耕地占补改革，建立补充耕地指标市场化流转机制，首批耕地占补指标约
80公顷已上市交易。统筹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建立健全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多渠道稳定市场预期、规范市场秩序，
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推进军用土地资源规划整合试点。

7

8

1、“多规合一”
指在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下，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
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
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确保“多规”
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
数一致，并在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上建立控制线体系，
以实现优化空间布局、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提高政府空
间管控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

2、自然资源
我国《宪法》将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类型的表述确定

为“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土地
虽未被列举在上述七类之中，但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是以土地的形态（山
岭、荒地、滩涂）存在，或是依附于土地（矿藏、水流、森
林、草原）存在，无论哪种自然资源分类体系，都是以土
地作为最基本的依托和基础。相关立法形式也分别明
确了各类自然资源的权属。

3、国土空间
指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管辖下的地域空间，是

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包括陆地、陆上水域、内
水、领海、领空等。以国土空间发挥的功能为标准，
国土空间可以分为自然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和农业
空间。

4、自然资源资产
指其中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及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

5、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

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
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6、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

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
占用的耕地。

7、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的

一项物权制度，是指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由
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物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事实。不动产登记本质上是一种
物权公示手段，是一种产生司法效果的事实行为，不是
行政管理行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于2015年3月1
日落地实施。

8、海洋经济
2003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
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海洋经济
既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
生产活动，也包括直接或间接开发海洋资源及空
间的相关产业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
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
游业等。

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优势，坚持产业扶贫主导，做到精准扶贫脱贫。加强政策倾斜助推美丽乡
村、共享农庄建设，充分发掘定点扶贫村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优势，突出项目带动，进一步增强脱
贫致富的发展后劲。在土地整治、增减挂钩、山水林田湖海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等方面持续施
策，有序推进5个扶贫点工作，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在乐东县抱由镇抱邱村开展扶贫基本农田建
设项目，总投资2652.13万元，以“节水增产”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引进龙头企业，盘活
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资产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东方市天安乡陀类村采取

“公司+合作社”的方式，投资100万元实施黄骨鱼网箱养殖项目等。

2018年7月4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
总体规划督察办法》，建立了常态化、实时化的督察机制。

自去年7月份以来，已先后开展了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区专项
督察、农村新建住房高度管控专项督察，积极开展以打击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

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重大行动

关键词

在生态保护红线督察工作中
共发现违法违规图斑 2282个

截至今年10月底
已有1710个违法违规图斑启动整改
其中699个已整改完成

对125宗违法违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罚款金额5034万元

拆除违建面积39.95万平方米
拆除养殖塘面积1766亩

予以刑事立案27宗涉及人数28人

问责违法违规审批责任人32人

“得益于‘多规合一’改革，得益于这‘一张蓝
图’，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
推动，全省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社会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
丁式江说。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近年来，我省先后系统
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生态保护红线区
专项督察，瞄准环境突出“病症”和长期累积的难
点问题严查严治,并提出了到2020年海南城乡
环境建设、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环境质量水平应
达到的各项具体量化指标。

调整优化产业规划。从2013年起，海南在

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清理整顿探矿权采矿权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经过几年的清理整顿，全省省级发证探矿权
从 2011 年底的 514 个压减为 2017 年底的 28
个，同期全省采矿权数量由329个压减为181
个。

再以海洋经济为例。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
建设海洋强省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海南特色的海
洋发展布局和产业体系等，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得
到显著提升。全省海洋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
长，2015年海洋经济总产值突破千亿，2017年
海洋生产总值达1294亿元，2011年以来年均增
速为12%。海洋经济增长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由 2011 年的 20.40%，提高到 2016 年的
29%。海洋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基本形成海洋渔
业、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科教服务
业为支柱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战略新兴产业初
步成型，其它海洋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永不止步，海南也迎
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下一步，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将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助力改革开
放。”丁式江表示。

科学编制规划是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是关
键、法规建设是保障、信息平台是支撑。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按照

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部署，统筹推进规划编
制、体制机制创新、立法修规和信息平台建
设，增强“多规合一”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

丁式江说，接下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将
继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科学规划海南岛全
岛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全
岛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和各市县发展定
位、重点发展产业。同时，制定以“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的资源开发利用新要求，扎实抓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框
定总量、用足增量、挖潜存量”的原则下不断提
升资源开发的效益和质量，并积极推行“极简审

批”，提高行政效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
便捷高效的管理服务，着重推动海口江东新区
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大项目的规划和资源保障
工作等。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南再次
踏上改革新征程。丁式江表示，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将全力深化“多规合一”改革，确保一张蓝图
干到底，为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奠定坚实
的规划基础、夯实坚强的规划保障，更好地服务
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