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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督察制度全面步入法治轨道
要要要新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曳系列解读之七

阴宋 歌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协办

新叶土地管理法曳将土地督察制度
确定为土地管理法律制度遥 新修订的
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曳渊以下简称 叶条
例曳冤以此为基础袁结合督察制度实施 15
年来的实践经验袁进一步将督察范围和
机构职责尧职权具体化袁绘制出土地督
察运作的基本规则框架遥

叶条例曳明确了土地督察的主体
在现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下袁具有

督察职能的主体有自然资源部向地方
派驻的 9 个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袁自
然资源部在北海尧东海尧南海分别设立
的 3 个海区局等袁职责各有分工遥 新叶土
地管理法曳第六条规定履行土地督察职
能的主体为野国务院授权的机构冶遥 何为
野国务院授权的机构冶袁叶条例曳给出了确
定答案袁 履行土地督察职能的机构为
野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冶袁即自然资源
部向地方派驻的 9 个国家自然资源督
察局袁根据国务院的授权袁承担督察区
域的土地督察工作遥

叶条例曳明晰了土地督察的范围
在土地督察制度创立之初袁督察机

构主要围绕地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
实情况尧土地执法情况等开展工作遥 随
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土地督察
制度的持续实践袁近年来工作职责有了
新的丰富和发展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逐
渐走向更加综合的多功能监管和全生
命周期监管遥 因此袁叶条例曳将新叶土地管
理法曳中野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冶确
定为以下六方面内容院

一是耕地保护情况遥 这是督察机构
与生俱来的使命遥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袁保护好耕地离不开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曳渊中
发也2017页4 号冤要求督察机构要加强对
省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尧健全
耕地保护制度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遥 督察
机构就是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尧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袁监督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
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袁 采取
野长牙齿冶的硬措施袁在督察中算大账尧
算细账袁对违法占用耕地野零容忍冶袁坚
决遏制耕地野非农化冶尧严格管控野非粮
化冶袁推动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袁为国家粮
食安全保驾护航遥

二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遥 野节
约优先尧保护优先尧自然恢复为主冶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遥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化解当前和
今后紧张的土地供求关系的着力点袁督
察机构应当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要求袁将节约集约落实落细袁大力探索
实践土地利用督察方式袁 加强对土地利
用领域的监督袁 发现和查处地方政府和
相关部门尧单位的土地无序开发尧低效利
用尧粗放浪费尧收益流失等问题袁促进合
理开发利用土地袁 通过积极转变土地利
用方式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遥

三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情
况遥 野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
资源执法督察内容冶是中央文件的明确
要求袁也是履行野两统一冶职责的应有之
义遥 国土空间规划是体现野多规合一冶国
家意志的约束性规划袁督察机构要立足
于督促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袁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为底板袁
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 野一张
图冶袁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袁强化底线约
束袁重点督察生态保护红线尧永久基本
农田尧 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尧
约束性指标落实情况袁坚决查处规划编
制和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袁推动
构建服务和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
间布局和支撑体系遥

四是国家有关土地管理重大决策
落实情况遥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土地
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袁 聚焦重大专
项行动尧 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
督察袁 着力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尧 共性问
题袁 督促健全完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机
制遥 2018 年以来开展的野大棚房冶问题专
项清理整治督察袁2019 年以来对全国
野三调冶成果开展的四轮督察袁2020 年起
开展的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
等行动都充分展示了自然资源督察融入
自然资源管理大平台的行动和决心遥

五是土地管理法律尧行政法规执行
情况遥 要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确立督察制
度在土地管理格局中的最佳定位袁使土
地督察的成果得到最大化的发挥袁建立
高效的作用机制和反馈机制必不可少遥
为此袁督察机构坚持严格督促整改与促
进政策完善野两手抓冶袁既对地方政府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违反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的问题一督到底袁又发挥
野制衡作用冶袁对在督察中发现的土地管
理政策不合理尧不完善尧不适应的情况袁
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遥 另外袁还要推进

督察与部相关职能部门互动制度化袁促
进督察成果与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组
合运用遥

六是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
况遥 作为兜底条款袁主要解决前述条款
未尽事宜或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的新情况遥 在实践中袁针对土地管理领
域某一方面的突出问题和领导批示尧部
门转办尧信访反映尧媒体披露等重大违
法违规问题线索开展督察袁推动解决影
响较大的个性问题袁也是督察机构的主
要职责之一遥

叶条例曳确定了督察权的行使方式
一是调查了解遥 主要通过例行督

察尧专项督察尧日常督察等组织方式袁了
解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人民政府贯彻落
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土地管理重大决策部
署尧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以及批尧供尧
用尧补尧查全过程全流程情况袁发现其中
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遥 调查方式包括
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分析尧材料审核袁或者
通过媒体披露尧 群众举报等发现问题线
索遥在进行调查过程中袁有权向有关单位
和个人了解督察事项有关情况遥 叶条例曳
还将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配合督察工作
确定为法定义务袁规定应当支持尧协助督
察机构开展工作袁如实反映情况袁提供相
关材料袁为土地督察获取真实尧有效的信
息提供了法律保障遥

二是整改纠正遥 这是保障土地督察
权威性和监督有效性的核心要求袁也是
从行政法规的层面对叶关于建立国家土
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曳有关规定
作出进一步确认遥 督察机构在开展督察
工作中发现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落实国家有关土地
管理重大决策不力的袁在经总督察批准
后袁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督察意见遥 整
改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遥 叶条
例曳针对督察实践中时常发生的地方政
府虚假整改尧应付整改尧拖延整改或者
整改不到位等问题袁
突出督察意见的刚
性约束力袁将地方政
府认真组织整改并
报告整改情况作为
法定义务予以确认遥

三是约谈遥 约谈
是督察机构约见对
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
重大决策部署不力袁

或者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地方党委政
府有关负责人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袁指
出相关问题尧听取情况说明尧提出整改
建议的一种行政措施遥 这既是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
约用地制度的一种工作方式袁也是当前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尧确保粮食安全的
形势下袁严格实行党政同责袁压实各级
党委政府保护耕地责任的具体体现遥 根
据工作需要袁约谈可以采取集中约谈和
个别约谈的方式袁可以由总督察尧副总
督察约谈或者委托派驻地方的督察局
进行约谈遥 实践中袁除涉及国家秘密尧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袁约谈应当对外公
布相关信息袁必要时可邀请媒体记者参
加约谈会议袁 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督遥

四是追责建议遥 任何一个监督部门
都不能包打天下袁贯通协调其他各类监
督是必然趋势遥 自然资源部已尝试将土
地督察工作与违法问责机制有机结合袁
开展了督察尧 执法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贯通协调机制先试探索袁形成监督合力遥
叶条例曳提高督察成果效用袁将土地违法
问责工作制度化和法律化袁 规定可以依
法向监察机关尧 任免机关等有关机关提
出追责建议袁形成严肃整改的高压态势遥
另外袁 督察机构还在探索加强与中央巡
视尧审计尧环保督察等中央监督机构的协
作配合袁实现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袁营造
有利于督察工作开展的社会氛围遥

新叶土地管理法曳及叶条例曳描绘了
土地督察制度的基本框架袁但是由于还
不是督察专门立法袁 对督察原则和方
式尧督察程序尧土地违法行为的纠正和
整改标准尧法律责任等操作性规范尚未
作出具体规定遥 另外袁有关矿产资源督
察尧海洋督察等内容尚缺少相关法律支
撑袁这都需要专门立法将有关内容进一
步细化规范袁自然资源督察法治化道路
依然任重道远遥

同事勇哥和夫人吵架袁 几天了一直在冷
战遥 勇哥说野在家没意思冶袁于是每天早早就来
到公司袁黑着脸坐着袁闹得大家每天问他院和好
了没钥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词要要要野婚姻
沉默症冶袁像勇哥和夫人因为小事吵架袁几天
相互间不言不语袁那顶多叫野冷战冶袁生活中有
的夫妻是不吵架也不爱说话的遥 平日里袁各自
上班袁等下了班回家袁两人见面也就问问野今
天吃什么冶野孩子回来了没有冶 等必要的交流
内容袁其余时间便是沉默遥 除去一起吃饭袁分
工合作做点家务袁 两人基本就是各自拿着手
机过活袁要不然就是各忙各的袁互不打扰袁甚
至感觉睡在一个房间里也是打扰袁干脆分床袁
各睡各的遥 我十多岁的女儿曾经好几次和我
说起她的一个同学袁父母就是这样的情况遥 我
一度疑惑袁夫妻两人是不爱了吗钥 是因为孩子
才这样勉为其难在一起钥 或者是走过漫长岁
月袁恋爱时的激情褪去袁慢慢变成了搭伙过日
子钥 我不可能去追根究底别人的隐私袁却在心
底不断地问自己院我愿意过这样没什么交流的

平淡日子吗钥 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遥
记忆里袁早年和老公结婚的时候袁有亲昵袁

也有争吵遥 每次争吵过后袁我曾想袁晾着他吧袁
非得等他向我道歉才行遥 但熬不过袁两人整天
抬头不见低头见袁 非得表现得像陌生人一样袁
我真做不来袁 于是向老公提出条件院野向我道
歉袁事情就算过了遥 冶老公是犟脾气袁起先不肯袁
却禁不住我软磨硬泡只能投降遥 事后闲扯袁我
将之归为是老公先向我服软袁老公则一口咬定
我的软磨硬泡才是先服软袁最后袁我们相视一
笑院谁先服软又有什么关系呢钥 两个人一起生
活袁有争执有意见相左是平常事袁但不要将这
平常事搞成了心里的疙瘩遥 闹矛盾袁就要尽快
解决袁沉默尧躲避可能是最差方案遥

在这十几年的婚姻生活里袁 我俩从不冷
战袁即便有争吵袁也是吵完当天就解决矛盾遥 其
余的时间里袁我们会一起交流工作袁讨论新闻袁
展望未来的生活袁论道一下孩子的教育噎噎

时常有人吐槽袁感觉夫妻相处很累袁不如
直接单身袁却忘了好的婚姻不是去苛责袁而是
去经营袁 最简单的经营便是两人要有话可聊袁

彼此之间乐于交流尧乐于沟通才是婚姻幸福的
根本遥 如果两个人相处袁没啥话可说袁没啥事可
做袁慢慢就变得陌生袁将就着过日子袁能幸福才
怪呢浴

夫妻相处之道袁沟通交流很重要袁切记远离
野婚姻沉默症冶遥最好的婚姻不是搭伙过日子袁而
是一起携手相伴袁过好彼此的余生遥 管洪芬

不在婚姻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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