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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赵蝶）记者昨日从四

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四川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探索用地新方式保障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近日印发，共提出强化规划支

撑、保障用地指标、鼓励盘活利用存量建

设用地、创新国有建设用地保障方式等

11条创新举措，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通知》明确，统筹合理用地需

求，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休闲观

光旅游、电子商务，以及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作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用地保障范围；引导产业在园区、

城镇开发边界内和农村聚居点外合

理布局，全面推进以片区为单元的乡

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强化乡村国土

空间规划支撑作用；要求在新编县乡

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在制定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安排至少 5%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拆旧复垦中产生的建设用地

指标不少于 30%比例留给项目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用地需求。

《通知》提出，采取鼓励盘活利用

存量建设用地、创新国有建设用地保

障方式、拓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途

径、规范使用设施农业用地和探索融

合用地方式等措施，探索用地新方

式。项目涉及集体建设用地办理农用

地转用的，选址在农村聚居点集中布

局区内，按批次用地方式办理审批；

选址在农村聚居点集中布局区外，在

符合有关规划和要求的前提下，可不

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农用地

转用也按批次方式报批；涉及建设用

地批准和规划许可手续的，可合并办

理，统一核发规划许可证书。对工业、

商业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按照

国家和四川省统一部署，通过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在一定年

限内有偿使用。支持项目根据农村休

闲观光旅游融合业态特征和类型，探

索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多

种方式融合使用。对直接用于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物种植设施

和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要在保护

耕地、合理利用土地等前提下、合理

确定设施农业用地位置范围。

《通知》指出，在现有政策基础

上，着重针对点状式布局分散项目，

进行突破性探索，解决地方政府和

用地主体诉求，提升农村产业项目

用地匹配度。明确项目建设确需办

理土地转用和征收手续，且需编制

成片开发方案的，应纳入城镇开发

边界和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 年

的国土空间规划。对项目所在区域

未被村级片区规划覆盖的，在符合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和预留建设

用地规划指标规模内，可编制规划

落实方案，经论证后报有审批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作为办理乡村

规划许可的依据，统筹安排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

四川出台十一条创新举措
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

9 月 26 日，晨雾中的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区龙安乡群策村，生态产业、加工

厂房、农民新居及畅通的高速公路构成

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

特约记者张国盛摄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幸福家园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时间书写的是历史，铭刻的是奋

斗。非凡十年，且看治蜀兴川之变。近

日，四川省统计局公布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权威数

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是中华民族

发展历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

年，也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创

新取得非凡成就的十年。十年来，四川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攻坚期迎难而上，在改革深水

区中流击水，在大战大考中办成了一

件件大事要事，在服务国家发展全局

中，展现了“四川作为”，体现了“四川

担当”。巴蜀儿女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

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天府之国更加

富足安宁、巴山蜀水更加秀美安澜、人

民生活更加幸福安逸。

这是“大事要事”的十年

总量连跨三个万亿台阶。四川始

终把提高位势能级和综合竞争力作为

最迫切任务，发挥自身优势特色，抢抓

重大战略机遇，经济实力持续壮大。

2012 年四川经济总量为 2.4 万亿元，

2015 年达到 3 万亿元，2018 年超过 4

万亿元，2021 年突破 5 万亿元，达到

53850.8 亿元，在全国排位稳居第 6

位，占全国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4.4%提

高至 2021 年的 4.7%。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川贫

困量大面宽程度深，是全国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之一。经过 8 年艰苦努力，

2020 年底，四川 625 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1501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解决了延续

千年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

题。特别是聚力攻克大小凉山彝区这

一堪称全国最突出的深度贫困堡垒、

推动实现新的“一步跨千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势见效。

川渝多领域合作纵深推进，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项目加快

实施，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扎实推进，成都获批建设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

都市圈发展规划全面实施。2021 年双

城经济圈经济总量 7.4 万亿元，占全国

和西部的比重分别为 6.5%和 30.8%，

正奋力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基础设施建设大踏步前进。大力

推进以高铁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四川高铁从无到有、持续提速，

2021 年高铁运营里程达 1390 公里；公

路路网提档升级，高速通车里程十年

增加超 4000 公里，2021 年四川所有建

制村通硬化路和客车，公路总里程达

39.9 万公里，居全国第一；民用航空扩

展能级，成都成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

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正全力打造中

国民航发展第四极。

全力抗击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

害。在较短时间内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攻坚战，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务实

有效处置多轮散发疫情，常态化疫情

防控机制更加完善。面对冬春防火、夏

秋防汛、四季防地灾、全年防地震的严

峻挑战，四川有效应对处置地震、暴雨

洪涝、泥石流等灾害，全面完成“4·20”

芦山地震、“8·8”九寨沟地震等灾后恢

复重建。

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十年

创新彰显发展特色。作为科教资

源富集、创新基础厚实的中西部地区

科教大省，四川加快把创新资源优势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2021 年四

川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

比重提高到 15.6%；高新技术企业突

破 1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达

2.18 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达 4012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7.5%。2021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投入达 1214.5 亿元，投入强度达

2.26%，比 2012 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

点。十年来，四川总体跨过创新型经

济体门槛，正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重要承载区和创新要素加速汇

聚地。

协调提升发展成色。十年来，四川

先后实施多点多极支撑、“一干多支”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2021 年成都

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 2.5 万亿元，占全

省GDP的 46.4%，引领带动作用进一

步增强。市（州）经济追赶发展，经济总

量千亿以上市（州）个数从 2012 年的 8

个增加到 2021 年的 16 个；7 个区域中

心城市经济总量均超过 2000 亿元。强

县强区培育成效明显，2021 年经济总

量超百亿元的县（市、区）达 125 个，比

2012 年增加 46 个，其中超千亿元的从

1 个增至 11 个，2021 年全国百强县、

百强区个数分别达到 4 个和 13 个，均

创历史新高。

绿色绘就发展底色。四川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担负上游责

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整体性改善。

2021 年四川森林覆盖率达 40.2%，比

2012 年提高 4.9 个百分点。全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2021 年四川优良

天数率 89.5%，203 个国考断面中优

良断面占比 96.1%。加快绿色低碳清

洁能源发展，乌东德、白鹤滩等水电

站建成发电，全部投产后相当于再造

一个“三峡”。探明天然气储量达 4.88

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达 432 亿立方

米，均居全国第 1 位；单位 GDP 能

耗、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均保持

下降态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39.5%。

开放增添发展亮色。四川提出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发展战略，打

造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的路径

更清晰。开放通道更畅通，出川大通

道达到 40 条，以“四向八廊”为主骨

架的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基本形成。

开发平台更多样，综合保税区由 1 个

增至 6 个，国家级经开区由 6 个增至

10 个，累计开行中欧班列 9000 余列，

成功举办西博会、科博会等活动。开

放经济更强大，2021 年进出口总额近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2.5 倍，年均增

长 10.7%，外商投资规模稳居中西部

第一，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共享检验发展本色。四川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面小康质

量更高、成色更好。民生保障体系不断

健全，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出占比稳

定在 65%以上，2021 年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是 2012 年的 2 倍，

五年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523.1 万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前

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超过 90%，义务教

育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目标，2021 年四

川各级各类学校 2.4 万所、在校生

1627.1 万人。卫生事业持续推进，2021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

员均是 2012 年的 1.7 倍，人均期望寿

命从 2012 年的 75.2 岁提高到 2021 年

的 77.95 岁。

十年加速跑
四川经济总量连跨三个万亿台阶
阴本报记者 赵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