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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文件（7）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0 年度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

运城市人民政府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运城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全市 2020 年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基本情况

（一）土地资源基本情况。根据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全市土地总面积 14182.7805 平方公里（2127.417 万亩）。截止

2020 年底，全市国有土地面积为 265849.09 公顷。其中，国有耕

地 36406.81 公顷；国有园地 6339.61 公顷；国有林地 105624.13

公顷；国有草地 15215.74 公顷；国有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35186.48

公顷；国有交通运输用地 8326.28 公顷；国有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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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49680.24 公顷；国有其他土地 9069.8 公顷。

（二）林业资源基本情况。根据省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止 2020 年底，国有林地 142129.4551 公顷。全市共有国有林

场 16 个，面积 125906.67 公顷；自然保护地 13 处，总面积

155757.98 公顷。

（三）矿产资源基本情况。截至 2020 年底,我市已发现的矿

产资源有煤、铜、铁、铝、芒硝等 60 余种，列入国家矿产资源

储量表的有 28 种，开发利用的有 34 种，铜、镁、芒硝等矿产在

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位置，铜矿探明资源量占全省的 95%以上，

金属镁产量占全国的 40%左右，芒硝资源是全省独一家。

（四）水资源基本情况。全市境内有黄河、汾河、涑水河、

姚暹渠四大河流，盐湖、伍姓湖两大湖泊。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为 263 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 2100 立方米的 1/8，在全省排倒

数第一，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1000 立方米的危险警戒线。全

市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 8.10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2.44 亿立方

米，地下水 6.62 亿立方米，重复计算量为 0.96 亿立方米。

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成效

全市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

入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积极探索推

动自然资源分类施策、有效保护和有序开发利用，形成归属清晰、

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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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一是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成立了的以市长为组长的运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运城市深化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工作实施

方案》，初步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

界等“三条控制线”，形成了《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文本初稿。二是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成

年度省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有率

不低于 100%。2020 年，省下达我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任务分别是 741.4938 万亩和 660.8024 万亩，均超额完成。

积极组织全市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足和储备区数据更新工

作。扎实推进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项目，复垦规模 1183.95 亩。

三是严格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积极推进开发区节约用地管理,

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利用率。统筹安排项目用地，

确保重点项目及时落地。推进公示地价体系建设，组织完成了中

心城市等五个县城的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四是扎实推进国土“三

调”工作。2020 年 11 月 4 日保质保量通过国家“三调办”核查，

圆满完成运城市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上报任务。五是深入开展

“批而未用”土地处置专项行动。2020 年全年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完成 2022.25 亩，占目标任务的 231%，完成批而未供土地消化

5335.69 亩，占目标任务的 106.73%。大力推进“标准地”制度

改革，全市摘牌成交 19 宗“标准地”，供地总面积 1358 亩，超



- 4 -

额完成了省政府要求的年底前所有省级工业类开发区至少出让 1

宗“标准地”的目标任务，改革成效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二）林业资源管理。一是严格落实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制度。深入开展“森林督查”专项行动，全年核查 2203 个图斑，

共发现违法违规占用林地和滥伐林木案件 111 个，行政处罚 59

起，刑事立案 2 起。全年完成造林任务 22.6 万亩。实施干果经

济林提质增效工程 29.3 万亩。二是持续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检查和火险隐患整治专项行动。2020 年，我市未发生一起森林火

灾，远低于责任目标 0.04%。三是不断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工

作。妥善处置禁食在养野生动物，保护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四是

顺利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三）矿产资源管理。一是强化规划管控，优化矿业开发布

局。依法依规开展矿业审查审批，不断强化矿产资源用途管控，

全市共保留在册非煤矿山企业 224 家，二是持续开展整治，强化

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全市共排查露天矿山 289 家，包括有证矿山

224 家、主体灭失矿山 65 家。共发现存在问题矿山企业 83 家，

均已按时保质整改完成，完成率 100%。三是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通过综合整治共排查出有证矿山需修复的土地面积

15.27 平方公里，已完成修复土地面积 4.51 平方公里；责任灭失

露天矿山需修复的面积 7.72 平方公里已全部完成。

三、国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收益收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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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

度。2020 年，全市共出让国有土地 13605.21 亩，全市出让国有

土地总成交价款约 57.93 亿元。矿业权未组织公开出让，延续采

矿权收取出让收益 1.13 亿元。

不断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共受理土地登记

125 宗，其中转让 68 宗,抵押 57 宗，涉及土地转让面积 631474.28

平方米，转让金额 20056.50 万元。涉及土地抵押面积约

2305679.68 平方米，抵押贷款金额 224568.28 万元。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评估开展难度较大。由于对自

然资源资产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价值评估核算工作仍处于探索

阶段，无法客观反映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实际价值难以估量。

（二）严格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

利用矛盾突出。一些企业环保意识不强，在生产过程中污染河流、

土地和生活环境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生态修复工作亟待统筹。生态修复涉及多类学科多个

部门多项工作，政策配套需进一步完善，人员保障上需加大力度，

急需整合行业资源和行业力量。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以及相关奖惩、监督考核机制仍需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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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充分认

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维护自然资

源资产全民所有者权益。启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

系建立工作，摸清全市底数，为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提供支撑。

（二）完善规划编制，强化资源保护。明确 2035 年国土空

间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

间，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全市国土空间

规划的“一张蓝图”。

（三）深入推进制度改革，凸显国有资源资产价值。健全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效管理国有自然资产，提升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效益，激活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率，形成助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力支撑。

（四）依托资源资产监管体系，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

建立健全依法建设占用各类自然生态空间和压覆矿产的占用补

偿制度。落实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修复、谁受

益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等产权安排，

激励社会投资主体从事生态保护修复。

（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保护资源舆论氛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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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广泛开展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节约资源意识，及时公开非法侵占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典

型案件的处置情况，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资源的行动自觉。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履行“两统

一”职责,管好用好自然资源，确保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为推动运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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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版）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0 年度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运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

运城市人民政府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运城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全市 2020 年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基本情况

（一）土地资源基本情况。根据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全市土地总面积 14182.7805 平方公里（2127.417 万亩）。截止

2020 年底，全市国有土地面积为 265849.09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

面积的 18.74%。其中，国有耕地 36406.81 公顷，占全市耕地总

面积 7.19%；国有园地 6339.61 公顷，占全市园地总面积 4.06%；

国有林地 105624.13 公顷，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 31.66%；国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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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5215.74 公顷，占全市草地总面积的 10.99%；国有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35186.48 公顷，占全市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总面积

25.97% ；国有交通运输用地 8326.28 公顷，占全市交通运输用

地总面积 26.77%；国有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9680.24 公顷，占

全市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总面积 87.63%；国有其他土地 9069.8

公顷，占全市其他土地总面积 14.9%。

（二）林业资源基本情况。根据省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止 2020 年底，国有林地 142129.4551 公顷，占全市林地总面

积 21.6%。全市国有林场经营的林地面积 125906.67 公顷，占全

市林业用地的 19.14%。全市共有国有林场 16 个；自然保护地 13

处，总面积 155757.98 公顷，其中：省级自然保护区 1 个（运城

湿地），无国家级；森林公园 5 个（孤峰山、稷山板枣、九龙山、

东华山、五老峰），其中：五老峰、稷山板枣 2 个为国家级，其

余 3 个为省级；湿地公园 3 个（垣曲古城、稷山汾河、新绛汾河），

其中垣曲古城、稷山汾河 2 个为国家级；地质公园 1 个（水峪口）；

风景名胜区 3 个（五老峰、孤峰山、百梯山），其中五老峰为国

家级。

（三）矿产资源基本情况。截至 2020 年底，我市已发现的

矿产资源有煤、铜、铁、铝、芒硝等 60 余种，列入国家矿产资

源储量表的有 28 种，开发利用的有 34 种，铜、镁、芒硝等矿产

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位置，铜矿探明资源量占全省的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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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属镁产量占全国的 40%左右，芒硝资源是全省独一家。

（四）水资源基本情况。全市境内有黄河、汾河、涑水河、

姚暹渠四大河流，盐湖、伍姓湖两大湖泊。据运城市第二次水资

源评价报告，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35.7 毫米，多年平均天然水资

源量为 13.3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5.87 亿立方米，地下水 9.99

亿立方米，重复计算量为 2.52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263 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 2100 立方米的 1/8，在全省排倒数第

一，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1000 立方米的危险警戒线。全市水

资源可利用量仅为 8.10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2.44 亿立方米，

地下水 6.62 亿立方米，重复计算量为 0.96 亿立方米。

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成效

全市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创建黄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建强建优晋南市域中心城市、积极构建全国新发展格局关键环节

城市为牵引，紧紧围绕打造“三个强市”、构建“三个高地”目

标任务，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总抓手，深入推进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积极探索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

然资源所有权统一确权登记的方法。深入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改革，积极探索推动自然资源分类施策、有效保护和有序开

发利用，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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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

（一）国有土地资源管理。一是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严格贯彻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有序推进

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成立了的以市长为组长的运

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运城市深化国土

空间规划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基本完成了双评价工作，初步划

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三条控制

线”，形成了 13 个专题研究初稿和《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文本初稿。开展了运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二是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完成年度省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

有率不低于 100%。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

少、垦多少”的原则开垦耕地。2020年，省下达我市耕地保有量

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任务分别是 741.4938万亩和 660.8024万亩，

均超额完成。积极组织全市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足和储备区

数据更新工作，根据国家保护面积下达情况及政策调整，及时做

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整改工作。扎实推进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

项目，复垦规模 1183.95亩，新增耕地 74.7亩。三是严格落实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积极推进开发区节约用地管理，开展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利用率。实施严格的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制

度，按照“新增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的原则，统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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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项目用地，确保重点项目及时落地。推进公示地价体系建设，

组织完成了中心城市等五个县城的基准地价更新工作。2020年全

市共获批各类项目 44宗 20304亩，其中市本级报批 3宗 955亩，

各县（市、区）报批 41 宗 19349 亩；全年市本级出让国有土地

1042.56亩，成交价款 133050.13万元。四是扎实推进国土“三调”

工作。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落实县级调查、市级核查责任，加强

质量控制和数据共享应用，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于 2020

年 11月 4日保质保量通过国家“三调办”核查，圆满完成运城市

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上报任务。五是深入开展“批而未用”土地

处置专项行动，实行一季一通报，一季一排名，建立供地台帐，

每季度向各县政府通报情况，调动各级做好用地保障工作的积极

性。全年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 2022.25亩，占目标任务的 231%，

完成批而未供土地消化 5335.69 亩，占目标任务的 106.73%。大

力推进“标准地”制度改革，推进工业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

全市摘牌成交 19 宗“标准地”，供地总面积 1358 亩，收取价款

2.49亿元，加快了项目开工建设进度，超额完成了省政府要求的

年底前所有省级工业类开发区至少出让 1宗“标准地”的目标任

务，改革成效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二）林业资源管理。全市共有国有林场 16 个，均为财政

全额供养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一是严格落实国家对森林资源的

保护制度。二是持续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检查和火险隐患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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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三是不断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工作。严格落实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通

知》（晋政办发〔2020〕71 号）文件要求，妥善处置禁食在养野

生动物，保护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全市共处置禁食在养野生动物

4837 只，在全省率先完成禁食野生动物补偿兑付工作，受到省林

草局通报表扬。四是顺利推进自然保护地保护整合优化。启动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调查摸底、科学评估等工作。严守林地、湿

地保护红线，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规定，杜绝了侵害林地、湿

地等违规行为的发生。积极推广无公害和生物防治技术，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7‰以下。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的方针，严格执行属地管理原则，狠抓网格化巡察和定点责任守

护，2020 年，我市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森林火灾受害率为 0，

远低于责任目标 0.04%。深入开展“森林督查”专项行动，全年

核查 2203 个图斑，共发现违法违规占用林地和滥伐林木案件 111

个，行政处罚 59 起，刑事立案 2 起，对全市森林资源安全起到

了保驾护航作用。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全年完成造林任务 22.6 万亩。实施干果经济林提质

增效工程 29.3 万亩。

（三）矿产资源管理。一是强化规划管控，优化矿业开发布

局。严格执行土地资源利用总体规划、矿业权总体规划等，依法

依规开展矿业审查审批，不断强化矿产资源用途管控，全市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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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册非煤矿山企业 224 家，二是持续开展整治，强化矿产资源

监督管理。按照中央和省精神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并印发

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意见》（运发〔2018〕23 号）和《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运政发〔2018〕27 号），

积极开展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全市共排查露天矿山 289 家，

包括有证矿山 224 家、主体灭失矿山 65 家。共发现存在问题矿

山企业 83 家，责令企业进行停产整治，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

均已按时保质整改完成，完成率 100%。三是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通过综合整治共排查出有证矿山需修复的土地面积

15.27 平方公里，已完成修复土地面积 4.51 平方公里；责任灭失

露天矿山需修复的面积 7.72 平方公里已全部完成，初步形成了

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四）水资源管理。一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按照《关于印发运城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和考

核办法的通知》，圆满完成年度用水控制指标分解下达工作、用

水计划执行情况及实际用水量统计工作。二是严格取水许可管

理，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取水许可监管，规范取水秩序，促进我

市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监

管工作的通知》（运水资源函〔2020〕36 号）。开展全市企业投资

项目取水许可事项承诺制信用监管，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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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核实，提升信用监管水平。三是加强用水计划监管。取

用水计划下达后，每月按时统计用水户的实际用水量。同时，开

展全市黄河干流和支流取水情况的监管，通过建立健全取用水台

帐，严格检查取用水户计量设施，完善、改进和规范下达的取用

水计划事中事后监管，严格地控制了我市的用水总量，有效地杜

绝了水资源的浪费现象。在全市开展了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工

作，通过全省竞争立项，为我市争取了 10 个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项目，项目实施后可明显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保护水资源。

三、国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及收益收缴情况

严格执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

度，认真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招拍挂出让的组织实施工

作。2020 年，全市共出让国有土地 13605.21 亩，其中：市本级

出让国有土地 1042.5615 亩，各县（市、区）及运城经济开发区

出让国有土地 12562.647 亩。全市出让国有土地总成交价款约

57.93 亿元，其中：市本级出让国有土地成交价款约 13.31 亿元，

各县（市、区）及运城经济开发区出让国有土地成交价款约 44.63

亿元。矿业权未组织公开出让，延续采矿权收取出让收益 1.13

亿元。

不断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共受理土地登记

125 宗，其中转让 68 宗，抵押 57 宗，涉及土地转让面积 631474.28

平方米，转让金额 20056.50 万元。涉及土地抵押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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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679.68 平方米，抵押贷款金额 224568.28 万元。

全市国有林地总面积 213.19 万亩。纳入政策性森林保险的

国有公益林投保面积 259.89 万亩，保费补贴 467.68 万元，保额

近 20.79 亿元。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评估开展难度较大。目前，对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掌握，仅停留在数量的调查统计上。由于对

自然资源资产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价值评估核算工作仍处于探

索阶段，无法客观反映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实际价值难以估量。

（二）严格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

利用矛盾突出。一些采矿企业环保意识不强，在采矿过程中污染

河流、土地和生活环境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长期以来把供水作

为民生福利事业，在进行水价改革后供水价格依然偏低，不利于

调动节水积极性。

（三）生态修复工作亟待统筹。生态修复缺乏系统性与整体

性，涉及多类学科多个部门多项工作，政策配套需进一步完善，

人员保障上需加大力度，急需整合行业资源和行业力量。市场化、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相关奖惩、监督考核机制仍需加强研

究。生态修复工程的资金保障方式单一，政策支持不足，亟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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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支持，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充分认

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优化国土空

间，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维护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者权益，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

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启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价格体系建立工作，摸清全市底数，为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提供支撑。

（二）完善规划编制，强化资源保护。修改完善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明确 2035 年国土空间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综合考虑

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三条控制线”，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

（三）深入推进制度改革，凸显国有资源资产价值。根据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相关政策，健全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通过土地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强化矿产资源整合、

完善水资源配套制度及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有效管理国有自然

资产，提升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效益，激活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形成助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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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撑。

（四）依托资源资产监管体系，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

坚持谁破坏、谁补偿原则，建立健全依法建设占用各类自然生态

空间和压覆矿产的占用补偿制度，严格占用条件，提高补偿标准。

落实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责任人承担修复或赔偿责

任。对责任人灭失的，遵循属地管理原则，按照事权由政府组织

开展修复。按照谁修复、谁受益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然

资源资产使用权等产权安排，激励社会投资主体从事生态保护修

复。

（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保护资源舆论氛围。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微信公众号、政府门户网站等宣传工具，

广泛开展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自然资源的法治宣传教育，提

高公众节约资源意识，及时公开非法侵占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典型

案件的处置情况，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

舆论氛围，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资源的行动自觉。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

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履行自然资源部门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的“两统一”职责，管好用好自然资源，确保国有自然

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为推动运城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