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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开新局?高端访谈

文/羊城晚报记者 赵燕华 通讯员 梁华贤 冯建奎
图/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羊城晚报：省自然资源厅如
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确保在广东自然资源领域落地
生根、结出硕果？

陈光荣：省自然资源厅聚焦
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改革思路以
及堵点难点问题，遴选出九个课
题开展深调研，既从高站位、观
全局的视角谋划推进广东自然
资源事业发展的重大思路、重大
改革和重大举措，也从小切口入
手推动解决一批长期困扰的堵
点痛点问题，切实把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和深切期望转化为做好
广东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强大
动力，转化为扎扎实实抓落实的
实际行动。

羊城晚报：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要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
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
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广
东自然资源领域如何推进改革

创新，如何更好地推动广东高质
量发展？

陈光荣：我们将继续用足
用好改革的关键一招，聚焦关键
环节继续探索推出一批改革创
新举措，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广东自然
资源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
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我们
开展的九个课题深调研工作中，
排在首位的课题就是“全面建设
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
精神和自然资源部门“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新职
责新使命，我们将积极争取自
然资源部支持，迭代升级为自
然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建设，
由“节约集约用地”上升到自
然资源的全要素、全流程、全
周期的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

我们初步的总体思路是：

以全要素、全流程、全周期提升
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线，推
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
面节约、循环利用，全面提高自
然资源利用效率，为广东高质
量发展构筑坚实的资源基础。

围绕这一总体思路，我们谋
划部署了探索编制调整重构型
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珠三角村镇
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攻坚战、深
化用地规划“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多测合一、多验合一”改革、
探索二三产业混合用地供给、无
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试
点、建立耕地易地有偿代保机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试点“土
地银行”探索土地储备政策创新
等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引领性
的改革措施，努力为广东推进“双
区”建设和构建“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新格局提供精准有力的
国土空间响应和资源要素保障，
力争为全国自然资源改革打造

“广东样板”、创造“广东经验”。

羊城晚报：近日，中央印发的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和授权清单中，不少内容涉
及自然资源改革工作。您刚才提
到的全面建设自然资源高效利用
示范省，与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之间有什么联系，如何统筹推进？

陈光荣：《实施方案》27条措
施中有2条，40项具体授权清单中
有5项直接涉及自然资源领域工
作，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一方面，我们将坚持统筹兼
顾、协同用力，聚焦“深圳所需、
我们所能”，将《实施方案》和《授
权清单》与今年 7月自然资源部
出台的《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
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
探索的意见》同部署共落实，不断
强化新制度供给，在审批权委托
下放、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陆海
分层设权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
破性、引领性的支持政策体系。
以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加快出台

支持广州推动“四个出新出彩”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的实施意见，全
力助推“双区”驱动、“双城”联动
政策效应和改革红利加快释放。

另一方面，我们将把支持深
圳、广州的有关改革措施纳入到
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建设
中，与其他改革措施协同部署，
支持“双区”“双城”率先探路形
成经验，再及时总结评估推广至
全省，通过点上突破、面上推开
使得全省各地共享改革成果。

羊城晚报：“十四五”规划
《建议》提到“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自然
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建设中，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有哪些部
署？

陈光荣：一方面，我们要围绕
“一核一带一区”不同功能定位，
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
统筹、优化作用，统筹优化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在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中推进形成有利于生态
保护的国土空间格局，严格实施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深化产
权制度改革夯实自然资源所有者
权益，从源头强化保护。

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南岭
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探索“资
源+生态”的自然资源生态补偿
机制，维育美丽永续的自然生
态，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自然资源部门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促进自

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为了更好地促发展、护生
态、保安全。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是我们在
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必须坚
持的基本准则。生态文明建设
打的是攻坚战、持久战，容不得
半点松懈，来不得丝毫停歇，需
要我们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羊城晚报：“安全”在十九届
五中全会公报一共出现了22次，
在规划《建议》中出现了66次。广
东自然资源部门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消除自然灾害隐患方面有
哪些举措？

陈光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所在，就是切实保护耕地，
这既是我国基本国策之一，也是
自然资源部门的核心职责所在。

我们将把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补充耕地核查整改、水田垦
造、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整治等工作一项项落实
好，务必抓出成效。特别在垦造
水田方面，要确保年底完成垦造
水田30万亩总任务。

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建
设中，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实施耕地
易地有偿代保模式，实现不同地区

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的有机互补，
充分调动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
面，我们将切实提高地质和海洋灾
害防治水平以及森林防火能力，争
取在2022年前完成所有在册地质
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尽快建成海
洋立体观测网和海洋预警预报体
系，紧盯林火高发区域和重要节
点，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

壹从“小切口”入手化解堵点痛点

贰支持“双区”“双城”率先探路

叁加快推进南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

肆年底完成垦造水田30万亩总任务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荣：

全面建设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示范省

东莞滨海湾新区生态

基本公共服务关系市民幸
福指数，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
量决定小康质量。近年来，广州牢
固树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公共财政支
出75%以上用于民生保障。

教育是一座城市吸引人才
的制胜法宝，广州着力建设教育
强市，实现“学有所教”“学有优
教”。《广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
广州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投 入 为 161.2亿
元，2020年预算达到 178.5亿

元，已建立涵盖各学段生均经
费保障制度，高等院校数量从
1978年的 15所增加到 2018年
的 82所。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占比达 96%，已实
现每个非中心城区至少有 1个
市属教育集团在当地办学，高
考成绩多年保持全省排头兵
地位；全市 3周岁以上幼儿毛
入园率、小学适龄儿童毛入学
率、中学阶段毛入学率均达到
100%要求。

近年来，广州公共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资源布
局持续优化，截至2019年底，全

市有医疗卫生机构5093家，在岗
职工20.27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
员16.8万人，床位数10.01万张，

“一街一中心、一镇一卫生院”的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全覆
盖，2019年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82.52岁，处于全国前列。

此外，广州社会保障体系日
益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更趋健
全。11个区全部建立区级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全省首个
实现市区两级未保机构全覆
盖。2019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909.08万人，参加社会医
疗保险 1302.20万人，参加失业
保险644.20万人。

今年“十一”前夕，升级改造后的北京路以新
面貌迎客，市民游客有了更多去处 钟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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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缘何连续多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

基层治理下足“绣花”功夫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每天中午 11时 30分，花都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的长者饭
堂准时开饭，老人们刷社保卡排
队打饭就餐。“这里的饭菜都很合
我们的口味，和家里的饭菜一样，
而且走过来5钟就到了。”83岁的
邓伯称赞道，“有政府的补贴，我
和老伴每人只要花 8元就能吃
饱，又便宜又省事。”

2016年起，广州开始发展以
“大配餐”服务为重点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在全市范围内推出“长
者饭堂”。如今全市长者饭堂达
1036个，覆盖全市街镇、村居，同
时将重度残疾人纳入养老大配餐
服务。

长者饭堂是广州不断深化养
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
起具有广州特色的“大城市大养
老”模式的生动体现。广州落实
养老机构“有得住、住得近、住得
好”要求，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25平方米的标准规划设置养老
服务设施，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机
构220家，其中58.4%的床位分布
在中心城区，医养结合服务覆盖
率达99%；深化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3+X”（助餐配餐、医养结合、
家政服务3个基础项目+若干个
特色试点项目）改革创新，搭建

“区综合体-街镇综合体-村居活
动站点”3级实体服务平台，打造

“1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全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100％。

在切实履行政府兜底保障职
责的同时，广州也一直着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社会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全
市 73%的养老床位、85.5%的居
家养老服务综合体、95%的长者
饭堂和93%的家政养老服务都由
社会力量提供，社会力量已成为
广州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力量。

根据广州市人大今年委托开
展 的 第 三 方 民 调 显 示 ，超 过
93.15%的受访市民对广州养老服
务的发展现状表示满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
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
保障。近年来，广州始终把坚持
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构建以群
众参与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体系。

深化“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
建设，广州11个区全部建成“令行
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
台，形成社区（村）“收集问题”、街
镇“统筹指挥”、职能部门“随时响
应”的“呼应”关系，实现市、区、街
（镇）、社区（村）四级响应联动。

疫情防控期间，广州构建起
市、区、镇（街）、村（社区）、网格
五级疫情防控责任体系，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基层群众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建立全流程闭环
工作机制，累计排查重点地区来
穗人员 41万人。扎实开展在职
党员回社区，全市先后有3.6万多
个基层党组织、26万多名在职党
员回社区开展服务。

群众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参
与者，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受益
者。广州以开放思维探索城乡基
层治理新路径，形成了“民主商

议、一事一议”“分层议事”“众人
之事众人议”等议事模式，实施社
区来穗人员“五个一工程”，有效
破解超大城市大量流动人口带来
的社会治理难题。据统计，全市已
建成2725个居民议事厅，实现村
居议事厅全覆盖，逾128万广州市
民参与群防共治队伍；建成1129
个来穗人员服务站，2019年完成
2.03万名来穗人员及其随迁人员
积分制入户，来穗人员幸福感、归
属感显著增强；开设 203个社工
站，实现全市镇（街）社工站全覆盖，
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项目运作、专业服务、法
治保障”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近年来，平安广州建设成效
显著。广东省社科院调研组发布
的《广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广州
案件类警情、刑事立案数分别同
比下降13.7％和5.2％；全市群众
安全感得分98.2分、治安满意度
得分 98.1分，公安工作满意度
98.1分，在年度全省平安建设（综
治工作）考评结果中位列第一，成
为全球最具安全感的城市之一。

超九成市民满意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75%以上公共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逾128万市民参与群防共治

真金白银保障优质公共服务

今年春节，广州黄埔区大沙北社区党总支书记
龙玮琪连夜从湖南老家赶回广州，投入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在她的带领下，社区守住了疫情防控的第
一道防线。这是广州疫情防控全民参与的一个缩
影。

作为实际管理服务人口逾2200万、流动人口
逾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近年来，广州在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
的道路。广州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市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在由新
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
广州连续三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

长者配餐服务覆盖社
区，大大提升了老人的幸福
感。图为老人在白云区某

“长者饭堂”用餐
宋昀潇 摄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党组书记、厅长陈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寄望
广东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抓好生态
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
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的‘十四五’期间12个
方面重大任务中，‘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等多项任务
涉及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
主责主业和使命担当。”近
日，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光荣在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征程任重道远，新使命
催人奋进，要把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与总书记出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
结合起来，以推进自然资
源高效利用示范省建设为
主抓手、主平台，系统谋划
一批创造型、引领型、集成
型改革，确保把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