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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乡市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采矿

和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闲置土地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新乡市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采矿和批而未征、

征而未供、供而未用闲置土地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已经

市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



新乡市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采矿

和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闲置土地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维护良好的城乡建设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

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根据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和市政府工作部署,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违法

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采矿和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

用闲置土地专项整治行动(以下简称“三违三未”专项整治

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品质城市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聚焦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采矿和批而未征、征

而未供、供而未用闲置土地等突出问题,通过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以坚决有力的措施,全面彻底排查,依法依规整治,持

续有效监管,全力抓好问题整改落实,确保排查发现问题逐

一整改到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到位,为改善新乡城市形象、

拓展用地空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市整体工作进入全

省第一方阵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拆除一大批违法



建设、打击查处一大批违法占地和违法采矿、盘活利用一大

批闲置土地,建立“及早发现、及时制止、应拆必拆、应清

则清”自然资源长效管控机制,实现违法占地、违法建设、

违法采矿零容忍常态化,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闲

置土地盘活使用最大化,维护良好的规划建设和自然资源管

理利用秩序。

三、工作原则

(一)聚焦问题,求真务实。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制

度和台账管理,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确保问题不查清决

不放过、整改不到位决不放过、责任不落实决不放过。

(二)依法依规,标本兼治。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依法依规、彻底整改的原则,对照问题清单,深入剖析问题根

源,强化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止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文明执法,维护稳定。坚持文明执法,改进工作方

法,防止简单粗暴,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与维护稳定的关系,有

效化解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四、治理重点

一是安全隐患大、妨碍重点项目建设、严重影响城乡

规划和居民生活、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建设。二是 2018 年

以来违法占用耕地、特别是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尚未处理到位

的。三是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采矿行为。四是 2009



年 1 月 1 日以来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的闲置土地。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10 日)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迅速

行动,层层召开动员会进行宣传发动,促进“三违三未”专项

整治行动深入开展。

(二)调查摸底阶段(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31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相关信息平台数据下发“三

违三未”问题图斑,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结合问题

图斑,深入细致地开展摸底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逐项提出处理意见,确定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单位和

具体责任人,并于 5 月 31 日前报市“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对排查发现的“三违三未”行为,强化督查,狠抓整改

进度,做到应拆必拆,应改尽改。对处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要及时提请本级“三违三未”治理办公室协调解决,解决不

了的,向市“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报告,切实做

到“即拆、即清、即整、即建、即美”。从集中整治阶段开

始,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每周五要向市“三违三未”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工作进度。

1.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



地的,拆除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凡占用基

本农田 5 亩、一般耕地 10 亩以上的违法用地,如不能消除违

法状态,应依法查处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到位。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违法建设,依法予以拆除:危害公

共卫生、公共安全的;破坏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纪念意义、

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建筑物以及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

严重影响主次干道、铁路两侧、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城

市主要出入口等地带城市风貌的;严重影响他人合法建筑物

安全或使用的;违反规划强制性内容和标准的;其他严重违

反城乡规划的情形。

3.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且符合供地政

策的违法建设,依法处罚,限期整改。

4.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有关规定,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

出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

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越界开采的

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以上行为,构成犯罪的,移交

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5.对批而未征土地,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落实“增

存挂钩”机制的要求,加大处置力度。对国务院、省政府批

准的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两年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的(含部分实施的),逐批次进行清查,摸清底数,确



实不再实施的,报原批准机关撤回或核减批准文件。对失效、

撤回、核减的用地批准文件,相应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相关税费仍然有

效。

6.对征而未供土地,一是对已完成征收的土地,要形成

“净地”,具备供地条件,加快供地进度。二是对因规划调整

等原因造成项目无法实施的,可依法调整土地用途和建设条

件,重新落实项目;对供地前置手续不全导致批而未供的,当

地政府要组织协调,提高审批效率。三是对已用未供土地,要

加快完善供地手续。

7.对供而未用闲置土地,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有

关规定,区分情况,分类施策,加快处置。除《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按照下列方式处理:(1)未动工

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

决定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

地闲置费。土地闲置费不得列入生产成本。(2)未动工开发

满两年的,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闲置土地设有



抵押权的,同时抄送相关土地抵押权人。

产业集聚区、园区低效用地整治提升行动,要紧密结合

“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清理力度,摸清底数,推进

低效用地再开发和盘活。对停建缓建项目、停产半停产企业

占用土地进行整改处置,实行存量盘活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挂钩机制,鼓励采取租赁、回购、重组等方式灵活处置。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完成存量问题整改扫尾工作,对未整改到位任务紧盯

不放,实行挂账整改,实现“问题清零”。巩固取得的成果,不

断总结“三违三未”治理经验,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治理工作

机制,构建全覆盖、网格化的“三违三未”防控和治理长效

机制。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于 2021 年 3 月底前将开

展“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报告市专项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新乡市“三违三未”专项整

治行动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

长,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负责“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决策部署、统筹协

调和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兼任副主任,具体负责专项整治行动的组



织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建

立相应组织机构,加强部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二)明确任务分工。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原则,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为“三违三未”专项

整治行动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为直接责任人,对列入

整改台账的问题,要按照“程序合法、定性准确、纠正彻底、

处理到位”的要求,逐宗逐件挂账整改、销号管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要做好专项整治行动统筹协调、指导管理等工

作。公安机关要对移交的案件及时立案查处,对干扰执法的

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法院要按照“裁执分离”有关规定,

对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依法裁定,明确相关单位组织实施。

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确保

高质量完成专项整治任务。

(三)严格工作责任。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将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列入工作目标,建立工作报告、通报讲评、

责任追究等制度。对工作进展快、效果好的,市政府将给予

通报表彰;对工作不认真、组织不力、进展缓慢以及瞒报问

题的,市政府将采取通报批评、约谈、停批建设用地等方式,

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营造良好氛围。要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对

“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的宣传和法律法规解读,认真总



结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进行深入宣传和推广,在全社会营

造关心支持专项整治行动的良好氛围。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典型经验要及时上报市“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全市宣传推广。

附件:“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

“三违三未”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王登喜 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王天兴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何光亮 市政府副秘书长

牛守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吴毅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陈艺平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 明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主任

刘跃江 市公安局副局长

尚志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赵军伟 长垣市人民政府市长

范士富 卫辉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彦斌 辉县市人民政府市长

聂长明 新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军伟 获嘉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保明 原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泽宙 延津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献臣 封丘县人民政府县长

顾崇豪 卫滨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宏锋 红旗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开元 牧野区人民政府区长



范文卿 凤泉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海潮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王景书 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杨 洁 平原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何光亮同志兼任主任,牛守军同志兼任副主任,负责专项

整治行动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



主办：市资源规划局 督办: 市政府办五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新乡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