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县周河乡西河湾村，一个有 700多年
历史的古老村庄，村内的建筑大多是明末清
初建的。如今这里流水潺潺，炊烟袅袅，古树
老宅，游人爆满，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
被称为“画里乡村，梦里老家”。

谁能想到，2013年以前，这里房屋破败，
残墙林立，村里没有电视信号，也没有手机信
号。沿河的一条主街道上，到处是牛棚、猪圈
和厕所，臭气熏天。

是什么让西河湾村脱胎换骨、从衰败重
新焕发勃勃生机？

村党支部委员张思恩说：“是规划。因为
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并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施工，没有大拆大
建，而是修旧如旧，既保护了传统特色的古村
落，又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西河湾成为全
省重要的乡村旅游点，每年来此旅游的人数
超过 300万人次。村庄因此摘掉了贫困帽，
贫困户都实现了脱贫。

在我省，已经有一大批像西河湾村这样
的村庄，通过实施科学的规划，成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典型和亮点。

从去年7月15日开始，我省实施“乡村规
划，千村试点”，选派1517名规划设计师下到
1188个试点村庄，为这些村庄的振兴把脉问

诊，出谋划策，编制出好用、管用的实用性村
庄规划，探索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村庄规划
新路子。

借助规划师下乡这一契机，我省各市县纷
纷拿起村庄规划的武器，结合实际，选择更多
的试点村庄、选派更多的规划设计师到乡村，
编制出实用、好用的村庄规划，通过乡村规划
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目前，包括46个
贫困村在内的近500个村庄完成了村庄规划，
一批被规划改变的村庄脱颖而出，农业、农村、
农民在乡村振兴的洪流中发生着巨变。

长垣市蒲西街道办事处云寨村成为当地
知名的乡村旅游点。2016年村里计划打造

“花香云寨”，让村民通过旅游脱贫致富。不
少人耻笑：痴人说梦。当时的云寨村路是土
路，村头的4个坑塘堆满垃圾，很多空闲房屋
是房倒屋塌、院内长满荒草。对此，长垣县以
规划先行，以发动村民共同参与为核心，以解
决村民关切问题为导向，推动云寨村村庄规
划，并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全域国土综合整
治相结合，盘活了闲置宅基地。村里对 4个
坑塘实施整治提升，彻底清除多年积存的垃
圾。村集体投资种植了300亩鹅绒紫薇花和
100亩向日葵，整个云寨村成为花海中的美
丽村庄，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生产力的转

化。每逢节假日和双休日高峰期，云寨村每
天的游客超过一万人。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地处河南省伏牛山深
处，风景秀丽，还有很多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但是，由于这里山高沟深、偏远闭塞，全村
416 户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贫困户。2019
年，我省选派的规划师下乡后，按照豫西民居
风格，对村内所有的民居进行了统一规划，修
旧如旧，用旧砖、旧瓦、废石头、旧磨盘等进行
了加固、提升和装饰。按照规划，村里设计
出4条写生路线，增添了30多个景观点，
农民模特有了舒适的“工作岗”，农家宾
馆、农家乐饭馆、织布房、豆腐坊等民俗
体验店生意越来越红火，仅 2019年就
吸引了五万美术写生大军。村民从经
济收入到精神风貌都发生了巨变，村民
人人都是“规划师”，人人都是导游，靠
劳动致富成为新风尚。仅这一个村庄，
有两个人获得省脱贫攻坚奖。

土楼“洋”起来了。睢县白庙乡土楼村
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几乎没有任何资源
禀赋。通过规划和建设，农家小院挂起来红
灯笼，扎起了栅栏和篱笆，鸡鸣、犬吠、青烟，
自然风光和乡村风味寄托着人们的思绪乡
愁，也激活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如今，32

个农家小院被来自北京、郑州、洛阳、商丘等
地的16名艺术家租赁并打造成集书法、写意
画、油画创作、艺术衍生品设计、民俗民居等
不同特色于一体的文化大院，传统村落成了
翰墨飘香的“书画村”。

■“乡村规划千村试点”成为脱贫攻坚新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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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自然资源政策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省自然资源厅创新自然资源政策助推脱贫攻坚的新探索

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应对
形势变化，主动化解疫情影响，聚焦 20个脱
贫攻坚重点县和 52个未脱贫村，统筹谋划，
精准施策，高位推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刘金山在接受采访时说，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
重要论述，坚决贯彻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暨总攻动员会议精神，着眼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进一步提高政策创新、供给
和运用能力，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推进

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重点做好 4个方面
的工作:

一是扎实做好“百镇千村规划”工程。发
挥规划引领作用，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和乡
村振兴统筹谋划，按照“乡村味道、城市品质”
的标准，指导帮助贫困地区编制实用性村庄
规划，分区域打造规划样板，推进村庄规划保
质扩面，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二是大力发展特色生态经济。立足各
地资源禀赋，推动建立特色生态产品质量保
障与溯源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地域优

势、规模化特色的生态产品基地，如柘城三
樱椒、西峡食用菌、宛城区艾草、信阳毛尖、
中牟大蒜、河阴石榴等，在全省构建起更具
竞争力生态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特色生
态经济。

三是积极推进乡村生态建设。组织在
贫困地区开展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试点，研究探索“田水路林村矿”等全要素
综合治理方法路子，逐步形成农田集中连
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态高效节约
用地格局，以乡村生态建设助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
四是持续开展宅基地复垦券交易。用好

用活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流转政策，规
范宅基地复垦券交易市场管理，继续有序推
进推开复垦券交易，为全省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如今，全省脱
贫攻坚激战正酣。只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
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
效，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在
中原大地上兑现时代的庄严承诺。

丹江—唐白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在淅川县马蹬镇刘岗村一片石榴园

内，63岁的农民刘道银正在把树上裂口

的石榴摘掉。说起当今的生活，他高兴

地说：“我已经摘了贫困帽，成了小康户，

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

刘道银家因为儿子高位截瘫而贫

困。家乡的乱岗地被自然资源部门整治

成良田后，一家林业公司流转 3000 亩

种上软籽石榴，他家的土地也以每亩

50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石榴园。同时，

他和老伴在石榴园打工，俩人每月有

200多元的收入。打工之余，他在家还

养了 4头牛、一群羊，种了一亩多丹参，

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在全省，像刘道银这样享受自然资

源政策红利，从贫困户蝶变小康之家的

不计其数。9月 15日，省自然资源厅党

组书记刘金山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用

活用好自然资源政策，全力打好组合拳，

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探索创新了自然资

源部门助推脱贫攻坚的新路子、新抓手、

新渠道，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真

金白银”，作出了巨大贡献。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省是农
业大省，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是农
民的命根子。但是，在很多贫困县和贫困
村，普遍存在耕地资源多、利用率不高、产出
效益低的情况。为此，省自然资源厅积极探
索推进农村耕地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充分发
挥国土综合整治引擎作用，创新形成“土地
信托—综合整治—规模化经营”耕地高效利
用新模式。同时，将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
复、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高效农业
等相结合，推动土地流转和农村耕地的“三
权”分置，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邓州市孟楼镇成为第一个尝螃蟹的改
革试点。孟楼全镇 6.29 万亩耕地，多是坡
地且土地细碎；虽紧临丹江，却没有沟渠连
通，能浇水的只有 3360亩。用当地老百姓
的话说，望着丹江水地却浇不上。有的农民
说：“这一亩，那八分，不是旱就是涝，打药治
虫跟不上，忙活一年，一亩地净落三四百元
就算不错。”

如何盘活土地资源，激发内生动力，让
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通过土地给贫困户带
来更多的收益？

2016 年 8月，邓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办
公室和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共同
注资 1亿元成立邓州市农村土地开发有限
公司，以每年每亩600元的标准集中流转农
户的土地经营权，进行土地整治后，再反包
给30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土地集
中流转—整理—再流转模式，拉开了农民土
地“三权分置”改革大幕，为全省农村新一轮
土地改革蹚出一条新路子。

通过改革，土地含金量提升了。邓州市
农村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统筹整合的省
级涉农资金，在孟楼镇全域实施土地综合整
理项目，耕地由 7至 8等级全部提升为 6等
级，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水相连，
旱能浇、涝能排”。

规模化经营“瓶颈”破解了。地力统一
提升后，没有了好地、坏地之分，也为规模化
经营扫清了障碍，推动建立了上规模、高效
益、有特色的现代农业基地，打造了一批全
国优质的食品、药品原材料生产基地。孟楼
镇的4万亩耕地，流转后作为五粮液集团的
原料基地，亩产高粱1400斤左右。

孟楼的成功如一股春风，推动了全省土
地“三权分置”改革，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农民变市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同时，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变，一、二、三产业得到发展。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国土
综合整治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业、
农村、农民在农村耕地利用改革中发生着巨
变。

遂平县一家面粉企业需要 2万亩地种
植强筋小麦当原料，县里采取“私人订制”的
办法，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后实施高标准
农田整治，再整体流转给企业。

长垣县赵堤镇大浪口村通过农村耕地
利用改革，将村庄建成一个集民俗、游乐、瓜
果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村。

永城市顺和镇大李庄通过农村耕地利
用改革，贫瘠的土地变成高标准农田，去年
实现脱贫摘帽。

南乐县西邵乡寨里村整治沙土地 1万
亩，全部种成莲藕，种藕成为乡村振兴、农民
致富的主要产业。

55岁的王四成家在卢氏县官坡镇白花村，
地处伏牛山深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搬到县城
居住，易地扶贫搬迁帮他圆了梦。去年2月，他
家没出一分钱，搬到了县城旁的搬迁小区。

在我省，像王四成这样需要搬迁的人口
数量巨大。“十三五”期间，我省计划易地扶贫
搬迁 31.24万人，搬迁工程总投资 197亿元。
2017 年至 2019 年,我省搬迁安置黄河滩区
居民24.32万人，总投资144亿元。

这些巨额资金从哪里来？我省把目光瞄
向搬迁户原有的宅基地。根据国家政策，贫
困县将这些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后，产生的节
余指标可以自用，也可卖给省内其他市县。
这种节余指标就是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借助这一政策，我省创造性地提出了宅
基地复垦券制度，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后农村宅基地复垦产生的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称为 A类复垦券；其他贫困县
农村宅基地复垦产生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称
为 B类复垦券。我省同时规定，在郑州市八
区内，除了棚改项目等民生安置住宅项目外，
开发商参与新增商品住宅用地竞拍必须提前
购买Ａ类复垦券。

复垦券全国独一无二，交易异常火爆。
截至目前，全省交易宅基地复垦券 18.91 万
亩，为贫困地区筹集资金 351.98 亿元，均居
全国前列。自宅基地复垦券制度问世以来，
巨额资金从发达地区流向贫困地区和黄河
滩区，造福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迁建群
众。如今，宅基地复垦券河南模式引起国家
相关部委（办）高度关注并叫响全国。

与此同时，我省为贫困地区大开土地“绿
灯”，助力脱贫攻坚。早在 2018年 6月，原省
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用好用活国土
资源政策全力推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通
知》，要求充分保障脱贫攻坚用地空间，持续
加大对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地区的用地支持
力度。其中，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贫困
县在应分配份额的基础上单独增加 600亩，
对深度贫困县单独增加 1000亩。2018年 8
月，原省国土资源厅制订印发《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年 4月，省自然资源厅出台《关于进一步
用好用活土地政策 全力支持脱贫攻坚重点
县和未脱贫村脱贫攻坚的通知》，为贫困地区

开土地“绿灯”，全力助推各地打赢脱贫攻坚
战。

这些创新土地政策“绿灯”主要有：
对易地扶贫搬迁用地特事特办，对选址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又确需尽快开工建
设的安置区，比照灾后重建政策，允许先行
使用土地。

对脱贫攻坚用地建立绿色通道，实行单
独组卷、单独申报，标注脱贫攻坚有关字样，
取消批次限制和申请面积下限，具备申请用
地条件的可随时申报。

对卢氏、台前、淅川、嵩县 4个深度贫困
县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深度贫困县建
设项目用地可边建设边报批，占用耕地需要
落实占补平衡的实行“边占边补”“补改结
合”，基础设施、民生发展和易地扶贫搬迁等
建设项目，确实难以避让基本农田的，纳入

“重大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特殊情况考
虑。

对20个脱贫攻坚重点县和52个未脱贫村
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施策、精准扶贫和精准脱
贫。在2020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国家级
贫困县每个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不少于
600亩，深度贫困县不受指标规模限制，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做到应保尽保。对20个重点县，使
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和工矿废弃地复
垦计划的，全面做到按需保障。20个重点县中
的邓州市、项城市、唐河县等3个非贫困县可享
受省级贫困县的土地支持政策。

在宅基地复垦券交易方面，我省也向 20

个脱贫攻坚重点县倾斜。对淅川县、嵩县 2
个深度贫困县，争取国家支持将节余指标继
续跨省调剂；对于 20个重点县在省宅基地复
垦券年度交易安排时，给予顺序优先、数量侧
重等特殊支持；允许重点县产生的指标在市
域内交易，不受交易计划限制；允许 52个未
脱贫村产生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辖市域
内流转使用，不受交易计划限制。允许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或市域内
调剂使用，优先安排 20个重点县进行指标交
易。优先安排重点县补充耕地指标在省域内
或市域内交易。

对 20个脱贫攻坚重点县交通、能源、水
利、民生发展等项目办理用地预审和规划选
址、用地报批等手续开通用地审批服务“绿
色通道”，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办结。

这些土地政策创新如雨露，及时解决了
全省各地在脱贫攻坚中的用地困境，各地用
好政策“绿灯”，对脱贫攻坚用地应保尽保，
有力推进了全省脱贫攻坚。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省自然资源
厅对口帮扶罗山县和上蔡县重阳办事处南
大吴社区、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在这些
地区，省自然资源厅派驻的第一书记和帮扶
工作队改革创新，勇于担责，乐于奉献，对口
帮扶的地区和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近 5年来，省自然资源厅在资金、项目、
政策上大力帮扶，先后为红花村和南大吴社
区投入 2000万元。如今，南大吴社区、红花
村均已实现脱贫摘帽。

□李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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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提高政策创新、供给和运用能力

■宅基地复垦券交易开辟了筹集资金新渠道

宅基地复垦券交易为我省贫困地区和黄
河滩区带来了巨额资金，推动了当地的脱贫
攻坚

通过规划，嵩县黄庄乡三合村成为远近
闻名的“手绘小镇”，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黄河生态廊道水系治理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