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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海

6 月 25 日是全国第 30 个土地日。
今年土地日的宣传主题是：节约集约用
地，严守耕地红线。

在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6月 23日，
我省在长葛市举行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
工程”座谈会。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人说，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进
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作为，尽职尽
责，以盘活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地为核
心，全面提升园区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做
到“寸土必惜、寸土必用、寸土不闲”，推
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助推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区存量土地在“睡觉”

毋庸讳言，产业集聚区在我省经济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省产业集聚区历经十余年建设发
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推动了产业集
聚发展，促进了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全省产业集聚区
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园区类型多样。全省共有 180
个产业集聚区，其中进入国家开发区目
录的150家，在 31个省（区、市）中排第4
位，涵盖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特色工业园
区等多种园区类型，形成了专业化、特色
化的发展模式。

二是发展空间充裕。全省 180个产
业集聚区规划总面积 576万亩，建成区
面积 224万亩，可供继续开发建设空间
较大。2009~2018年，全省产业集聚区
共批准用地 145万亩，占到同期全省总
批准用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用地需求得
到有效保障。

三是产业贡献率高。2018 年集聚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
的比重为 71.6%，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97.3%；是全省
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增长极。

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对全
省 180家产业集聚区土地利用等情况进
行摸底调查。我省产业集聚区在发展质
量、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

一是发展质量不高，土地投入产出
效益需进一步提升。我省国家级开发区
数量仅为 19家，仅占国家目录内产业集
聚区总数的 13%，高端产业集聚区比重
较低。全省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主要集
中在装备制造、建材、服装纺织、农副产
品加工等传统行业，加工企业占比较大，
多数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且同
质化严重。项目引进重数量规模、轻质
量效益，造成土地配置效率低下。

二是用地较为粗放，产业集聚区规
划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表现之一是规

划规模过大，缺少节约集约用地的内生
动力。为确保全省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我省在产业集聚区成立之初，就为其预
留了充足的空间。但大部分产业集聚区
因预留用地规模过大，发展方式相对较为
粗放，从而导致布局散乱问题突出。表现
之二是发展不平衡。一些发展较快的产
业集聚区土地利用程度高，建设用地规模
所剩无几，发展空间受限；发展缓慢的产
业集聚区还有较大的用地规模，因项目引
进困难，土地利用率低，土地闲置“晒太
阳”情况普遍。表现之三是存在重用地审
批、轻规范管地的惯性思维。用地指标紧
张与土地粗放利用现象长期并存，一边是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有限，另一边又
是待盘活的存量土地面积大。

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说，一方
面是某些产业集聚区的土地“睡大觉”，
造成闲置浪费；一方面是某些地方建设
用地高度紧缺，项目落地困难。必须采
取果断的措施，盘活产业集聚区的闲置
用地和低效用地，破解土地困局，着力降
低单位产出土地消耗，以较少土地资源
消耗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经济增长。

八仙过海 盘活闲置土地

土地是金，土地是银。自2014年开
始，我省建立了盘活存量与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挂钩制度，将盘活存量指标与新
增用地计划一并下达各地。2018年，我
省实行“增存四挂钩”政策，全省处置批
而未供土地 33万亩，盘活闲置土地 7万
亩，均居全国前列。从政策和机制上，我
省主要的做法有：

一是建立节约集约奖励机制。我省
已开展了三届国家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模范县（市）评选活动，共有 16个县（市、
区）获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称
号。先后开展了三届省级国土资源节约
集约模范县评选活动，表彰了 60个省级
模范县，每个模范县奖励500万元，同时
每年预留1万亩指标，对节约集约利用工
作开展好的县（市、区）实施奖励，极大地
激发了各地开展创建活动的热情。

二是建立健全新增建设用地与存量
土地盘活利用的“四挂钩”机制。省自然
资源厅推出新政策，将存量土地盘活利
用与“土地利用计划”挂钩、与“城镇工矿
规模指标分配调整”挂钩、与“新增建设
用地报批”挂钩、与“开发区升级、扩区、
调区等”挂钩；同时，进一步加强我省批
而未供土地盘活利用，有效遏制我省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前清后乱”现象。

三是积极开展土地二级市场改革试
点。自然资源部在许昌市开展土地租
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改革试点，建立
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机制，促
进提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减少闲
置低效土地。

四是推进土地弹性出让供应。省政
府印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河南省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实施办法
(试行) 》，鼓励企业通过弹性年期出让、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长期租赁方式取得
工业用地使用权，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减少土地闲置浪
费。

在盘活产业集聚区闲置、低效土地
中，我省各地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大胆探索。

一是收回后再出让。采取无偿收回
与有偿收回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挂牌出
让，用于新的招商项目建设。濮阳开发
区产业集聚区将停产无力继续开发的
436 亩土地，先后采取收购再出让及联
营、入股、转让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转移
给新企业。

二是为企业牵线搭桥。搜集企业信
息，进行精准匹配，通过厂房租赁、注资
合作、土地流转等方式促成企业合作，避
免破产造成闲置，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开封市引导未能投产企业将土地划块分
别出租给多家小而精的高科技企业，提
升了土地的产出效益。

三是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置。加强
与法院、债权人的沟通，推动破产、清算
进程。通过司法拍卖等方式合法处置，
强制退出土地，由新项目重新利用。安
阳市高新区信益电子玻璃公司宣告破产
后形成闲置、低效土地 1162亩，高新区
通过招商引资，将土地重新用于年产
400万吨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项目。

四是通过专项行动，增强存量土地
盘活利用力度。新乡高新区管委会在全
区开展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
建而未投、投而未达标的“五未土地”专
项处置行动，引导企业节约集约用地，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柘城县政府主要领导
约谈使用权人，现场分析闲置原因，推动
闲置土地处置进程建立黑名单制度，对
闲置处置不到位的土地使用权人，限制
其参与新的土地出让活动。

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

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
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
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4月 29
日，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我省对产业集聚区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

6月 23日，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
人说，我们迫切需要制定更加有效的处
置措施，着力建立健全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的长效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产业
集聚区“二次创业”，促进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制度是保障，强化理念引领、激发活
力。理念决定制度，我省要在新发展理
念指导下构建管用好用的制度体系。一
是完善土地高效利用的制度体系，形成
涵盖省市县三级、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的政策体系。二是推进体制机制建

设。以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服务效能为
导向，建立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
机制体制，实现土地运作平台市场化、企
业配套服务外包化、引进企业运营专业
化、公共服务设施共享化。

规划是龙头，坚持分类施策、严控规
模。一是以规划定类型，对全省产业集
聚区实施全面摸底，按照规划确定的主
体功能区定位对产业集聚区进行科学分
类，制定差别化的考核体系和用地政
策。二是以规划定规模，综合考虑各方
面因素，按照节约集约要求合理确定产
业集聚区的用地规模，研究制定“要素跟
着项目走”的实施细则，以用地提质增效
促进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三是以规
划定布局，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优
化产业集聚区在县域“三生”空间中的布
局，优化产业集聚区的内部用地结构和
布局。

创新是动力，着力转变方式、明确导
向。一是问题导向，分类试点。针对不
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通过建设标准厂房、
智能仓库，共享公共设施等方式，提供精
细化管理、菜单式服务；积极探索新的管
理模式，采取试点先行、辐射带动的方式
推进。二是目标导向，优化服务。按照

“六保”中“保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与
企业休戚与共，在法律底线之上，研究差
别化的政策措施，着力为企业解忧纾困，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三是效果导向，联
合监管。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学
习土地利用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
念，创新土地高效利用监管模式，以“亩
均论英雄”强化用地准入，以“合同+协
议”落实共同责任，以“倒逼+引导”构建
存量土地盘活的利益引导机制和低效用
地退出的管控引导机制。

行动是抓手，实行多措并举、统筹推
进。一是实施“百园增效”工程。加大存
量土地盘活力度，淘汰落后产能，为先进
生产力腾挪空间。二是优化土地供应方
式。有序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
灵活实施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政策，发挥
土地要素在项目引进和产业发展中的调
控作用。三是推进土地二级市场建设。
建立全省统一的土地二级市场交易监管
平台，提高低效用地企业土地持有成本，
降低土地交易流转成本，从根本上解决
交易门槛过高、流转不畅问题。四是建
立产业集聚区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体系。
加强大数据运用，建立“河南省产业集聚
区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信息监管平
台”，推动企业各项信息数字化“上云入
链”，推进智慧园区建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对产业集聚区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
的治理，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只要我们
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
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一
步一个脚印干下去，将会有更多的闲置
土地从梦中醒来，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真金白银的作用。

让“睡觉”的土地动起来
——我省推进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盘活存量土地工作纪实

案例名称：华为黄河鲲鹏项目
项目所在：许昌市建安区尚集产业集聚区
基本情况：2018年，许昌市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中兴项目，中兴集

团于当年通过招拍挂取得了位于许昌市尚集产业集聚区土地200.4亩，
建设许昌市建安区电子信息产业园。但由于受国际大形势影响，中兴
集团总部实施收缩性战略，导致该项目建设搁浅，造成土地厂房闲置。

主要做法：建安区政府借助省政府与华为集团合作契机，主动对
接，多次邀请华为集团实地调研。经过多次考察协商，华为集团最终
与建安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取得原中兴项目的厂房和土地，并在此
基础上开始建设黄河鲲鹏产业园，实现了“腾笼换鸟”。为加快项目进
度，尽快投产见效，建安区委区政府成立工作专班，挂图作战，全力优
化招商环境，仅用 58天完成了项目从选址、建设到投产、样机下线全
过程，刷新了河南实体企业落地纪录。尚集产业集聚区以“黄河鲲鹏
服务器和台式机项目”为中心，通过“以商招商”，极大增强了园区活
力。目前，771所、微步公司、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建立的实验室已在
黄河鲲鹏产业园挂牌。

主要成效：许昌市尚集产业集聚区通过引进“黄河鲲鹏服务器和
台式机项目”，盘活闲置土地，而且以该项目为基础，引进上下游产业
链入驻产业园，不仅盘活了闲置厂房和土地，实现了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推动了建安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案例名称：新乡华为大数据产业园（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
项目所在：新乡市高新区产业集聚区
基本情况：新乡华为大数据产业园（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占

地面积158.1亩，该地块原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业用地，拟建项目为标
准厂房园区，是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项目。由于支持企业投
资建设标准厂房的政策不明确，并且与政府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相比，
企业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在租售、经营方面缺乏竞争优势，这家科技公
司根据当时高新区标准厂房市场建设发展情况，暂停了该项目的投资
建设。之后，企业一直未能引进新的项目，致使土地长期低效利用。

主要做法：为倾力打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集聚集
群创新发展平台，高新区规划了新乡大数据产业园。为破解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和发展空间瓶颈，按照“有限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
的思路，采取行政+经济手段对该宗土地进行盘活。经协商并报请市
政府批准，该宗地以 9.8万元/亩收储后重新挂牌出让，成交价款 22.6
万元/亩，竞得人为河南新飞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成效：该项目主要建设华为数据中心、数据大厦及相应配套
设施，总投资16.47亿元，总建筑面积20.59万㎡。项目使存量低效土
地得到盘活，实现了“腾旧笼”“引俊鸟”，已有包括华为公司、必爱旅行
网、软通动力集团公司在内的 8家行业领军企业签约入驻园区，实现
了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案例名称：漯河市冰洋汽车项目
项目所在：漯河市淞江产业集聚区
基本情况：河南冰洋汽车有限公司用地的前身，为生产人造金刚

石的一家新材料公司，占地约 100亩。项目入驻后，由于项目合伙人
中途退出，剩余投资人对市场产品竞争力缺乏信心等因素，项目建设
处于停滞状态，建设规模未达到合同约定强度，造成土地闲置浪费。

主要做法：通过政府有偿收回原企业闲置的土地，再公开出让给发展
前景广阔的企业的方式，对闲置土地进行盘活。2013年年底，淞江产业集
聚区招商引进了与东风汽车合作的河南冰洋汽车项目，但受制于土地指标
有限，造成项目迟迟无法落地。为此，通过与这家新材料公司协商，决定启
动项目用地退出程序，由政府出资对其进行补偿，劝其退出土地使用。
2014年，通过公开挂牌出让，河南冰洋汽车有限公司竞得了土地使用权。
河南冰洋汽车有限公司是集专用车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
代化企业，产品供不应求、畅销全国，新型翼展车产品一直出口东南亚地区。

主要成效：近年来，淞江产业集聚区面对土地资源日趋紧缺，个别
夕阳、僵尸企业占用土地无法发挥应有效益，而新引进的优质项目又
无土地可安置的情况，我们坚持在内部挖潜、盘活存量上狠下功夫，对
闲置用地、低效用地的入驻项目，督促倒逼低效企业腾退，实现“退二
优二”，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

案例名称：河南佰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项目
项目所在：修武县产业集聚区
基本情况：集聚区内一家机电设备公司占地面积52亩。2014年

以来，由于煤矿形势下滑，产品订单大幅减少，难以偿还银行贷款本
息，企业停产、资产闲置。

主要做法：2018年以来，针对区内企业项目搁浅、土地撂荒、厂房
闲置等低效利用土地，修武县产业集聚区按照“因企制宜、一厂一策”
的原则，采取引资合作、出租出售、司法介入破产重挂等方法，推进再
开发、再利用。鉴于机电设备公司资产完整、债务清晰，主动与债务、
债权人结合，采取司法拍卖与招商引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盘活。

2018年11月，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得知河南佰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急需50亩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将机电设备公司推荐给河南佰辰。河
南佰辰通过多次考察、对接，同意竞买这家机电设备公司的闲置资产，并通
过司法拍卖程序依法取得了这些闲置资产。交割手续办结后，河南佰辰投
资1亿元对原有2栋生产车间进行了改造，新建了1栋生产车间，购进设备
投入生产，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实现利税3500万元。

主要成效：通过采取招商引资与司法拍卖相结合的方式盘活闲置资
产，不仅减少了投资方的后顾之忧，缩短了盘活周期，而且提高了盘活的
针对性和成功率，快速推进闲置资产再开发、再利用，形成有效产能。

创新招商“引俊鸟”

腾退低效企业

利用司法程序盘活用地

刷新项目落地河南速度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

6月 1日至6月 12日，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省司法厅、省普法办举办“《土地管
理法》普法知识竞赛暨‘土地情’征文活
动”。活动期间，社会各界踊跃答题、积
极投稿，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法热潮，营
造了浓厚的自然资源法治氛围。此次活
动参加普法知识竞赛共计 61961人，其
中报纸答题 28842 人、网络答题 33119
人；征文投稿 517篇。经第三方评比抽
选，现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一、优秀组织单位

河南省交通厅、河南省信访局、河

南省审计厅、河南省监狱管理局、河南
省地质矿产局、安阳市司法局、鹤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南省资源环境调
查二院、中原银行、中原再担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二、《土地管理法》普法知识竞赛优
秀个人

一等奖 10名：蒋建飞（省信访局）、
徐彦（省文物局）、向世红（省有色金属地
质矿产局）、杜洁荣（鹤壁市浚县自然资
源局）、张晨阳（河南地方煤炭集团有限
公司）、赵雷（鹿邑县自然资源局）、韩晓
慧（省资源环境调查二院）、盛晓勇（省信
访局）、王琴（省文物局）、王晓鹏（浚县自
然资源局）。

二等奖 20名：庄云鹏（省审计厅）、
应步昀（省信访局）、胡鑫涛（河南省焦南
监狱）、张斌（南阳市司法局）、陈军校（漯
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侯海强（焦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宁波（河南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李金原（驻
马店市驿城区纪委）、莫明顺（郑州铁路
局）、梁嘉琳（中原银行）、杨茹凯（郑州大
学）、王作升（获嘉县委办）、吴国强（中牟
县税务局）、张娜娜（淮阳区自然资源
局）、施翊瞳（桃园小学）、崔伟杰（河南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赵豆豆（河
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许少章（省农
田水利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站）、李冬云
（金水海关）、吴雪艳（鹤壁市发改委）。

三等奖50人（名单略）

三、“土地情”征文活动优秀个人

一等奖 10人：王洁琼、杨俊斌、郑雯
雯、赵德朋、董振群、李雪莹、姜桂琳、李
金磊、宋清坤、李洁。

二等奖 20人：王伟灿、李闪闪、桂玉
凯、申晓丹、杨瑞锋、赵付友、高定杰、黄
逸冬、李俊铭、张军停、白云、杨伯轩、任
笑宁、张玉珍、张靓、王培培、卢阳、冯义
鹏 、赵琳璐、曹富昌。

三等奖30人：刘阳、王鹏程、牛亮、蔡
雨仙、白玉杰、陈静仪、陈留星、牛冉雯、王
晓宇、梁栋、曹凤礼、陈曦、黄涛、佟冬青、吴
腾、罗云、王芳、宋朝忠、理旭卉、徐小佳、刘
淑平、洪磊、王晓林、赵志远、王珊珊、苗政
凡、杨明琪、张伟、王自亮、姜满仓。

省自然资源厅 省司法厅 省普法办

关于公布《土地管理法》普法知识竞赛
暨“土地情”征文活动评选结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