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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既然是稀缺资源，那就必须从源
头上、制度上加强管理。我区积极提高用
地指标分配效率，优先满足大项目、好项
目用地需求。

改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管理办
法。我区出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管
理办法》，创新产业项目用地指标管理机
制，就亩均税收、亩均投资强度、容积率等
指标对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明确下限要求，
如新上工业项目亩均预算税收须高于30
万元；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工业项
目亩均投资强度须高于450万元/亩，现代
服务业项目须高于250万元/亩；新建工业
项目容积率不低于1.2，标准厂房容积率不
低于1.8。实行准入评估制度，我区明确除
农民建房、政府投资项目和储备项目用地
外，所有产业用地都实行准入评估，自开展
准入评估以来，萧山区共有372只新增建
设用地产业项目接受准入评估，其中，80只
项目未达到准入要求而被淘汰，淘汰率达
21.5％。

完善补充耕地指标使用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用地成本，促进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我区出台规定，明确今年起，区统
筹的补充耕地指标，除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报区政府批准“一企一策”外，不再用于工
业项目，镇街其他项目若有急需报批补充
耕地指标的，可向补充耕地指标有结余的
镇街、平台或区统筹的补充耕地指标有偿
调剂。2015 年，我区的调剂价格为旱地
25 万元/亩（不含耕地开垦费），水田 35
万元/亩（不含耕地开垦费）。

加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管
理。为确保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积极推进，
我区去年6月出台《萧山区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周转指标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建设用地复耕后产生的指标，在
坚持依法、自愿原则下，可以在区内进行
有偿调剂，复耕指标有偿调剂价格为40
万元/亩，加上建设用地复耕的11万元补
助资金，通过复耕指标有偿调剂合计可获
得51万元资金，切实加大对土地整治项目
的补助力度，促进土地整治工作加快推
进。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护大熊
猫一样保护耕地。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按
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求，把握好经济
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大力挖掘用地潜
力，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积极构建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
制，严厉打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加大国土
资源违法案件曝光和查处力度。但是，全区
违法违规用地仍然点多、面广，影响了正常
的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给我区耕地保护工作
带来较大压力。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教育和警示作
用，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从全区查处
的违法案件中选择5起典型案件，向社会公
开通报查处结果。

一、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违建
物流基地被依法拆除

2014年1月，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租用宁围街道新安村集体土地，用作集
团物流基地，面积 33.369 亩，租期 5 年。此
后，该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该集体土地
建设停车场和物流基地，并陆续将空余场地
出租给13家单位和个人，同时建起钢结构用
房，共计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构筑物面积
10667平方米。

2015年3月5日，该处违法用地被媒体曝
光。此后，宁围街道立即制定整改拆除方
案。3月20日上午，宁围街道联合国土、城管、
公安等部门，出动50余名工作人员和7台大
型机械，冒雨对该公司违建物流基地进行强
制拆除。

二、新街街道新塘头村村民周关水非法
占地建钢棚被依法拆除

2004年，新街街道新塘头村村民周关水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村集体土地搭建简易棚
用于养殖家禽。2010年，该村民对原有简易
棚进行钢棚翻建，违法占地面积 963.9 平方

米，建筑面积842.65平方米。
2015 年 4 月 23 日，萧山电视台“今日关

注”栏目对该村民违建行为进行曝光。媒体
曝光后，新街街道立即向当事人发出《责令
限期自拆整改通知书》，但其迟迟未整改。4
月30日，新街街道发出《强制拆除决定书》，
要求其在5月25日前实施清场。5月29日，
街道依法对该处违建实施强制拆除，目前已
全部拆除整改到位。

三、临浦镇人张彩权在进化镇新江村非
法占地搭建厂房被依法拆除

2014年，临浦镇人张彩权经转租承包了
新江村和江南村土地约 2.5 亩，未经审批违
法建造厂房并用于电镀等污染行业的生产
加工，厂房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

2015 年 1 月 15 日，萧山电视台“今日关
注”栏目对该村民违建行为进行曝光。媒体
曝光后，进化镇立即制定整改拆除方案。1
月15日，进化镇会同国土、城管、电力、公安
等多部门对该处违建厂房进行强制拆除，并
于1月17日对该地块进行了复耕。

四、杭州萧山海亿纸业占用基本农田违
建厂房被依法拆除

2014年1月，杭州萧山海亿纸业未经审
批占用集体土地475平方米建厂房。

2015 年 5 月 13 日，萧山电视台“今日关
注”栏目对该处违法用地进行曝光。媒体曝
光后，瓜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
专题会议，由主要领导带队，亲自踏勘现场，
明确整改措施。截至5月22日，该处违建已
拆除整改到位。

五、义桥镇湘东村村民潘立平非法占地
建钢棚被依法拆除

2014年4月，义桥镇湘东村村民潘立平未
经批准，擅自占用村集体土地搭建钢棚用于养
殖家禽，占地面积80平方米。2015年4月，潘
立平又擅自搭建200平方米毛竹结构棚舍。

2015年5月26日，该村民违建行为被媒
体曝光。义桥镇人民政府立即向当事人发
出《责令限期自拆整改通知书》，截至6月15
日，该处违建已拆除整改到位。

国土资源重大典型违法案件

转型升级的萧山样本 今天是第25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推动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目光转向萧山，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耕地面积少，土地要素稀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瓶颈之一。为此，我区近年来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特

别是去年9月被列入全省24个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首批扩面地区名单后，加快实施“亩产倍增”计划，创新用地指标分配机制、存量土
地盘活机制、用地效益监管机制等三大机制，初步构建起一整套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制度，为全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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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曹开宇 张颖 记者 王宽和

用地向大项目、好项目倾斜

我区通过创新土地批后监管机制，严防
“囤地”行为，有效保证每一块土地物尽其用。

实施“弹性供地”制度。我区在土地出让
时，由镇街、平台与项目单位签订投资协议书，
明确投资强度、亩产税收、产值，开竣工和达产
时间，以及违约责任。企业取得用地后的2-3
年为建设期，3-5 年为运行达产期，其间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实行分期年检。第一阶段根据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开竣工履约保证金制
度，考核开竣工情况，未按约定开、竣工的，每延
期一日，分别收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总额0.5‰
的违约金，目前已累计对390宗土地收取保证
金7.12亿元。第二阶段则根据投资协议履约制
度，考核项目投资强化和亩均效益情况，项目达
产后，如果未达到招商引资协议书约定标准的，
我区将责成用地单位在一年内整改。整改不到
位的，按年补收招商引资协议书约定的税收与
实际上缴税收的差额；整改后投资强度、亩均产
值仍不到约定标准50%或亩均税收不到约定标
准30%的，将按出让价格收回土地使用权。

改革工业用地出让制度。出台《关于实施
“亩产倍增”计划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若
干意见》，对工业用地出让制度进行改革，明确

工业用地出让年限原则上按30 年设定。今年
4 月，我区采用挂牌形式，顺利出让3 宗工业
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均为30 年，成为改革工
业用地出让制度以来首批按30 年年限出让的
工业用地，3 宗土地的亩均出让价格较改革前
大幅提升，将促进企业尽量少占地、多挖潜，提
高亩产投入产出强度。

实行差别化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政策。我
区上世纪90年代对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实行
了20年、30年、40年和50年等出让年限，此类
项目目前面临用地出让到期问题。对此，我区
即将出台《杭州市萧山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出让续期办法（试行）》，实行差别化工业用地
使用权续期政策。即根据企业的产业导向、亩
均产出、环保水平、科技含量、规划情况等进行
分类，将企业分为A类（鼓励发展类）、B类（允
许发展类）、C类（整治提升类）、D类（淘汰转型
类）。对已被列入萧山现行产业发展导向目录
中禁止（淘汰）类产业的D类项目和不符合城
乡建设规划要求的、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的工业用地不予续期；对A、B、C类项目在
土地续期年限、补缴土地出让金方面都实行差
别化的政策。

我区采取多种措施引导镇街、企业节
地挖潜，特别是我区今年明确除列入省重
大产业项目外的其他项目，一律不再受理
报批，由各镇街自行盘活存量解决，倒逼存
量建设用地的再利用。

开展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专项清
理。我区在全区范围开展批而未供、供而
未用土地专项清理，出台《历年遗留工业投
资项目分类处置意见》，对共计4280亩不
符合产业导向的低、小、散项目，明确不予
供地，只能调整项目或盘活。同时，出台
《进一步推进盘活批而未供农转用指标工
作办法》，明确盘出的农转用指标可用于所
在镇街、平台其他建设项目，也可跨镇街、
平台有偿调剂使用。去年专项整治以来，
我区已经清理供而未用三产用地20宗，面
积713亩；清理供而未用工业用地82宗，面
积1731亩。

启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我区在完
成全区低效用地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低效
用地数据库，先后出台《杭州市萧山区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2014-2017）》、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实施意见》，通过协商收
回、鼓励流转、协议置换、退二优二、退二进
三、收购储备等措施，加快推进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工作，去年全区完成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2689亩，今年力争完成低效用地
再开发6000亩。同时，我区通过不再增收
土地价款、减免相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减免房产税等措施，积极鼓励符合产业发
展导向和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企业开展

“零土地技改”，实施危旧厂区（房）改造。
自去年9月出台鼓励措施以来，我区目前已
受理“零土地技改”项目22个，投资总额
17.8亿元，其中设备投资12.2亿元。

鼓励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以地铁
网络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目前我区正在制定《萧山区城市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登记暂行规
定》，拟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给予诸多扶
持，鼓励社会各界加大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力度。包括，对利用地下空间开发的商业
面积允许销售和分割办证，对预留地下空
间联通接口且穿过地面公共通道形成的地
下空间，由开发者免费使用。

盘活存量 深挖潜力

提高管控能力 提升用地效益

萧山城区。记者 范方斌摄

改革开放以来，萧山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已经突破
20000美元，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
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一方面，我区土
地资源十分稀缺，2014年底全区耕地保有
量为78.64 万亩，全区人均耕地仅为0.63
亩，不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也低于
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 亩的
警戒线。另一方面，我区土地总体利用效
率不高，低效用地面积巨大、范围广泛，土
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潜力还很大。因此，面
对土地指标、规划空间的严重制约，要推进

我区新型城市化建设，必须眼睛向内，加大
存量土地盘活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
而破解土地供需矛盾，促进萧山新型城市
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我区将大力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实施“退低进高”、“退二进三”、“退三进
三”、城中村改造等，把一些低端低效的产
业、企业，从原占有的空间中腾退出来，对
盘活的存量土地实行高效配置，突出把好
产业导向、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和科技创新
等指标，从源头上把好项目质量关，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萧山人均耕地面积
不到全国人均水平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