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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实施 有序整治

义乌全面推进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金衢盆地东部，市域面积1105平方公里，下辖6镇8街道。近年来，我市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和建设“两富两美”浙江的总体要求，
实现义乌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综合实力更强、城乡发展更协调、开放格局更完备、生态环境
更优美、人民生活更幸福、社会环境更和谐”的目标，妥善处理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的关系，积极推进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以生态修复打造绿色矿区
满目青山苍翠、绿意浓浓。在城西街道山洞坞现场，
矿山办公区、生活区、工业广场……皆被绿色环绕，很难
与过去灰尘满地的矿区联想在一起。
近年来，为有效保护
生态环境，科学利用好矿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拿出了
让绿水青山怀抱金山银山，在“双赢”中
实实在在的做法，
促进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据介绍，
绿色矿山是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矿山，是资源利用集约化、
开采方式科学化、生产工艺环保化、企业管理规范化、闭
坑矿区生态化的矿山，绿色矿山创建是建设新型矿山的

一项探索性工作。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两美”浙江建设的总体要
求，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
“绿色义乌”
为目标，
坚持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落实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准入制
度，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遵循矿山建设与环境
建设“三同时”制度，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备用金制
度和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针对我市辖区范围内在采的山洞坞采石
场，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制订了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
强化矿山企业作为绿色矿山建设的责任主体并切实承

担起绿色矿山建设的主体责任，要求矿山企业坚持环
境保护优先，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全过程，从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
资源综合利用、
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
象等六方面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工作。通过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强化监管、激发活力，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创建
工作，通过创建工作，促进矿山企业提升素质，努力实
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目前，该矿山已完成创
建工作，
并根据《浙江省绿色矿山建设三年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
要求，按时纳入了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再强化
今年，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浙江
开发秩序更有序。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度重视矿山生态
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
环境治理工作，
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一方面加
到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使资
强组织领导，专门成立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
源利用更高效、矿容矿貌更美化、生态环境更优化、开发
组，全面负责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监
秩序更有序；持证露天矿山开采更规范，
“ 边开采、边治
理”的要求得到全面落实，应治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督和落实工作。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召开动
全面完成；
严格落实禁止新建露天矿山建设项目的要求， 员 会、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利用“4·22”地球日、
“6·25”土地日等活动，广泛宣传开展矿山生态治理工
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思想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全
认识，
从而形成以政府部门为核心、各项政策措施为保
面摸排、综合整治、生态修复、严格管控”为手段，与有关
部门通力合作，
加快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促进我
证、
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市资源利用更高效、矿容矿貌更美化、生态环境更优化、
与此同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矿地综合利用

为抓手，全面推进废弃矿山资源再生行动，按照“宜耕
则耕、宜建则建、宜林则林”的治理思路，坚持属地负
责、综合施策、严格管理，通过废弃矿山综合治理促使
土地资源再生利用。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实施过
程中，加强对矿山环境治理工程的组织实施，从源头
入手，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治理方案的设计，从而保证项目的实施达到预期的
目标和理想的治理效果。治理工程实施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对工程施工单位
进行信用核查，对工程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坚持保
证金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工程验收制度，狠抓项目施
全媒体见习记者 季品娴
工的监督检查。

践行使命 迎难而上

全力推进全域土地统筹利用工作

市领导现场督察全域土地统筹利用。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
和十九大报告都明确“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自
然资源节约利用，2019年全面开展了全域土地统筹利用
工作，并作为“一号工程”
“ 一把手工程”来抓，全面落实
自然资源管理新职责，深化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深入
推进我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助力乡村振兴和
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为做好 全域土地统筹利用 各 项 目 标 任 务 的 分 解 落
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年初按照开展大调查、
布局大规划、
落实大产业、
实现大产出、
建设大生态的思路框
腾出大空间、
架，
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制订完善了
“六大行动”
工作方案，
同时
对各镇街和相关部门分解年度目标任务，
按照6大类20项任
务合理细分任务数，
并将全域土地统筹利用纳入各镇街月度
攻坚竞赛排名内容，每月按考核细则严格公正进行考核排
名 ，实行“红黄旗”奖惩。今年以 来，市 委 、市 政 府 、市 人
大、市政协十余次检查督导全域土地统筹利用工作，使
“管好地、用好地”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在开展全域土地统筹利用工作中，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有机结合自然资源管理新职责的落实和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三项试点的深化，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进
一步规范国有土地盘活利用方式的基础上，制订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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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实施办法、宅基地跨村跨
镇街安置实施细则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治利用实施
细则等“一办法两细则”，积极构建“1+X”的各类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利用政策体系。
按照全域土地统筹利用工作的总体部署，
市自然资源
《全域土地统筹利用自然资源管
和规划局率先制订印发了
理十件事》
，
并加强督察考核，
狠抓工作落实，
较为圆满地完
成了年初的目标任务。
围绕职责抓落实，
今年，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重点抓好十件事的落实——
—

宅基地跨村投标选位竞标现场。

一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已基本形
成中期成果，完成了100个村“多规融
合”村庄规划编制。
二是全市消化历年批而未供土
地6 0 0 0 . 1 6 亩 ，其 中 消 化0 9 - 1 6 批 次
4647 . 29亩。
三是盘活存量建设用地2936 . 21亩，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2282 . 09亩，闲置
土地处置178 . 2亩。
四是全年供应建设项目用地1 . 32
万亩，完成土地出让344宗。
五是完成“集地券”立项2016 . 18亩、
验收1308 . 22亩。
六是完成1668 . 5间宅基地的整备，
其中1048 . 5间已完成跨村投标选位，解
决了327户农户遗留安置问题。
七是完成243 . 19亩农村规划高层
用地的征收和整备工作。
八是完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9宗64 . 73亩，
成交价款7220 . 5万元。
九是完成农房不动产发证26378
宗。
十是完成绿化造林12599亩，新植
珍贵树43 . 25万株，珍贵彩色森林建设
28087亩。

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统筹利用，形成了自然资源管
理工作的良好氛围，实现了“四个强化”：一是集约用地
得到强化。全市上下始终秉持“土地抓好了，发展就在
其中”的共识，用活用好土地资源，充分释放土地利用
效益。消化了一批批而未供，盘活了一批存量用地，低
效用地再开发深入开展。二是国土空间得到优化。通过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将“多规合一”落实到全域1105平
方公里土地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三是保障发展得到活化。全力打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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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千亿”高能级产业平台，形成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目前计划打造上溪、
义亭、廿三里三个产业片区，总规模达到8996亩。绿色
动力小镇、信息光电小镇等已有一定基础的区块积极
申报省级“万亩千亿”平台。四是农村生态得到美化。
在巩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多渠道多途
径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方式，扩大村集体收益，保
障农民土地权益，美化村容村貌，促进乡村振兴，已发
放农房不动产权证11 . 6万本，新增农村土地集中连片
流转8104亩，新增农业“标准地”1 . 95万亩；提升存量
认定农业“标准地”4 . 93万亩。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以“规划好
每寸土地、利用好每寸土地”为重点，着力盘活全域各
类土地资源，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城
乡融合发展布局大规划，腾出大空间、落实大产业、实
现大产出、建设大生态。通过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高
举改革红旗，探索出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全域管
理的“义乌模式”和“义乌经验”。
全媒体见习记者 季品娴

各镇街挂图作战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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