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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

生产资料。涉土矛盾、涉土信
访、征地拆迁是涉及千家万户的
难事。沿海国土分局立足维护
群众最根本利益，站在最前沿为
群众解决问题、钝化矛盾，赢得
了一片赞誉。在祝某与孙某的
用地纠纷中，由于历史原因，双
方的宅基地都无法进行确权登
记，双方积怨十多年、信访不断，
几年前就上过法庭。沿海国土
分局局长孙靖带队，多次登门不
厌其烦，理清历史原因，依据现
实情况做通多方工作，在各退一
步的情况下，使这一对“老冤家”
成了好邻居，20多年的矛盾就此
化解。

“处理涉土矛盾，最重要的
是要公平、公开、公正，端平一碗
水，就不怕矛盾化解不了。”孙靖
的这句话，在沿海经济区港城建
设、弶港镇土地整理过程中的征
地拆迁中最能体现。征地拆迁
为什么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
策宣传难以到位。每一个项目

论证初始阶段，沿海国土分局总
会在征地现场驻点办公，将征地
拆迁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
宣讲，征地拆迁“阳光公开”，让
群众心里有本“明白账”。大到
房屋面积，小到一棵青苗，向群
众交代明白；摸底、丈量、测算、
签合同全部公开，不搞“暗箱操
作”，杜绝了关系户；补偿款及时
足额发放，防止克扣、截留、冒
领、虚领。

天下难事苦耕耘，吹尽狂沙
始到金。

近年来，沿海经济区因为区
域规划调整和产业定位，国土部
门组织实施的征地拆迁项目，无
一例拆迁信访矛盾，无一起越级
信访，这其中，沿海国土人为拓
展城市空间、推进沿海开发所做
的工作意义深远。

不仅如此，作为坐拥广袤滩
涂的沿海经济区，土地资源后备
储量充裕，管不好，就有可能出
现“大手大脚”的用地现象，不仅
会给沿海开发带来致命的约束，
更会破坏耕地保护的红线。

在沿海经济区管委会的支
持下，沿海国土分局强化政府主
导、国土牵头、部门配合的耕地
保护责任制落实，将耕地保护纳
入区及镇村综合目标考核体系，
弶港镇每年都与村居签订耕保
责任状，层层落实责任，耕地保
护、节约集约、土地执法等情况
与镇村干部报酬挂钩，形成了网
格式的保护体系。

在守底线的同时，不断加大
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力度，既保证耕地质量有
提升又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2016年先后实施耕地占补平衡
项目库项目2个，新增耕地面积
960亩。

长河奔涌向大海，国土临风
动地歌。

坚韧执着的沿海国土人，用
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忠诚，对服务
经济发展的真诚，对项目建设
的满腔热忱，投身沿海大开发
的浪潮中，宛如鲜艳盛开的映
滩红，历经冲刷、不改本色、傲
立潮头！

难事督办 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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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南黄海，潮起潮涌，鲜艳的盐蒿绽放着,一簇一簇铺满整个滩涂，漫野红透，璀璨夺目。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上，市国土资源局沿海分局始终把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群

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保护耕地作为第一责任，同声唱响“三个一”主旋律，繁事简办、特事特办、
要事快办、难事督办，用真诚的服务演绎出美妙炫动的乐章，成为那一簇簇映滩红中最亮丽的色
彩！

“江苏省优秀基层国土资源所”、盐城市“四星级”服务窗口、东台市“五星级”服务窗口、东台市
文明标兵单位、东台市人民满意基层服务单位、双管单位评议连续六年蝉联第一名，连续六年被沿
海经济区和弶港镇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沿海分局组建六年多来，一
年一殊荣，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民生百姓事，情牵国土人。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来办。”这是市国土资源局沿海
分局分局长孙靖常常提醒窗口
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辗转工作
过多地基层国土资源所的他，深
知群众办事不易。国土资源部
门是服务群众办事的窗口，事关
群众利益和国土部门的形象。
履新沿海国土分局的第一天，他
就在分局会议上要求以解决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审批难、办证难
为突破口，擦亮“窗口”，让群众
满意。

古语云：屋漏在下，止之于
上。

从分局长、副分局长到办事
员，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张贴上
墙，所有办公室一律开门办公，
方便群众找人。

繁事简办，一站服务。先拿
审批难、办证难开刀，方便于
民。过去申办一份土地证，分
局、市局跑五六个来回，往往要
等一个多月。从重塑受理流程
开始，沿海分局将所有涉土办事
流程编印成册，摆放在服务大厅
的最醒目处，服务承诺公布上
墙，简化程序，简化手续；完善了

窗口办事第一责任人制度，并要
求对办事对象实行一次性告知，
决不让群众反复跑。大厅五名
工作人员逐一签订公开承诺：

“差错不在我这里发生，群众不
满意不在我这里出现。”

凡是确认受理的行政审批
事项，落实专人跟踪负责，实行

“保姆式”服务。窗口受理后，由
受理人员“一竿子到底”，从分局
审批、市局相关科室办理、确认
发证等，不再是办事人员“团团
转”，而是分局“代办、包办、跟踪
办”，最大可能减少中间环节，
100%实行网上审批，复杂事项
最多 10个工作日内办结，大大
节省了群众办事的时间。原来
审批、办证要来回跑一个多月，
而现在只要资料齐全，最快当天
就可以拿到证件。

摆放在服务大厅的意见簿
上，群众留言点赞：“服务大厅就
是好，省得办事来回跑，为民想
得太周到。”

采访中，无论是区镇领导，
还是企业负责人，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国土部门，真的是我
们的贴心人！”

江苏华大集团董事长姜华

杰正在接待外地客商，听闻要采
访关于沿海国土分局的事宜，赶
紧安顿好客商专门抽出时间接
待记者：“一定要好好夸一夸国
土部门。”“感觉像在自己家里办
业务，方便得很。”他说，之前办
个证要市、镇等部门来回跑断
腿，而今在沿海分局，只要提交
的资料齐全，就安心回家等待，
几天时间内，分局的人员就会将
办好的证件送到企业手中，这省
了好多心。不仅仅是办事上，作
为海产品深加工出口龙头企业，
华大集团在打造自主产业链的
同时，各项业务遍地开花，研发
中心、加工区域、养殖区域、展示
中心等等，仅集团本部就征用土
地316亩，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
米，在这一系列的征地拆迁、挂
牌出让、交地以及处理涉土矛盾
过程中，到处都有沿海国土人的
身影。“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责
无旁贷。”

“今年一季度，我集团的外
贸订单就已经有了 1300 万美
元，是去年全年的 1.5 倍，说实
话，没有国土部门细致周到的服
务，哪有这么快的投产达效速
度？”姜华杰如实说。

繁事简办 一站服务

特办企业事，温暖业主心。
沿海开发，千舟竞帆。在这

片太平洋西岸最具魅力的土地
上，近年来一大批央企、国企、合
资企业纷至沓来。沿海分局辖
区608平方公里，南临江海第一
门户——南通，北望徐淮大地，
西接里下河平原，海岸线总长85
公里，3个省属农场、16个市属
农林场圃、省沿海集团、沿海经
济区、5个集镇合并组建的弶港
镇、上百家的各类企业……10个
人的沿海国土分局，管理着全市
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业务特别繁琐，人手特别紧
张，心态特别平和。”副分局长顾
卫忠坐镇指挥各类具体业务事项
办理，他一边手指飞快在电脑键
盘上敲击着，将各种电子报件一
一审核上传，一边笑着归纳出“三
个特别”，“最多的一天，三个人上
门服务了7个项目，从早上出去，
跑到天黑回来，人几乎累瘫了。”

新上项目的用地，需要国土

部门的人现场踏勘确认，“项目
等不起啊。”顾卫忠的话不无道
理。作为东台的副中心城市，沿
海经济区每年都有若干项目进
驻，为了让企业顺利落户，沿海
国土分局把新落户企业项目用
地作为特事来办，开辟绿色通
道，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企业服
务，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项目用
地的审批，一旦具备条件主动帮
助办理国土证书并送到企业。

沿海经济区党工委副书记、
弶港镇党委书记徐红说起沿海
国土分局，谈得最多的就是“省
心、贴心”四个字。在全市“两重
一实”项目推进中，沿海国土分
局超前介入，立足问题导向，将
所有项目分解落实到具体负责
人，在分局的服务大厅内挂图作
战，实行办结事项销号制，做到
人人有联系项目、个个有服务企
业。在纳盛特公司洽谈初期，沿
海国土分局就先行介入，合同签
订后立即启动用地指标落实，对

辖区内原有的卓尔印染、东节
电、长江印染等存量闲置厂房、
土地进行优化整合。该公司
2016 年 7 月份正式动工，2017
年 3月已经投产见效，预计全年
销售额将达到7亿元。

在光亚集团新厂区启动过
程中，沿海国土分局先后 20 多
次登门为企业现场会办，解决发
展用地难题。在市局的大力支
持下，及时调整相关规划，采取
收储、挂牌出让等方式，先后办
理供地手续217亩，保证了企业
紫菜加工、机械制造、染色粒子、
海产品万吨冷库等项目如期开
工建设、建成。为了不耽误企业
投产步伐，沿海分局一班人开足
马力，全力以赴加班加点，连续
工作近半个月，白天处理一般性
业务事项，晚上还有时挑灯夜
战，加快申报用地计划材料。该
企业项目负责人由衷地说：“国
土分局的办事速度，就是沿海经
济区的特色速度！”

特事特办 贴心服务

滩涂上，巨大的风叶缓缓转
动，诉说着南黄海千年的期待。
这片热土，因了沿海开发号角的
吹响而日渐沸腾。

经济发展，用地先行。项
目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都
要先落实在“地”上。沿海国土
分局倾情倾力，要事快办，用地
优先落实到绿色产业、交通能
源、城市建设、公益民生等重点
项目中。用地指标优先，报批供
地提速，促进和谐发展。

沿海开发的宏伟蓝图已经
绘就，沿海国土分局主动发挥国
土“先锋”作用，支持绿色产业与
工业“稳增长”。仅 2016 年，沿
海国土分局就先后对接服务沿
海区八大类重点工程30个建设
项目，共办理土地转征收2个批
次2个地块，单独选址7个地块，
总面积117亩；对需新增用地或

使用土地的 9 个项目按时完成
征供地、面积 470亩；对已办理
征供地完成土地登记和不需新
增土地的 21个项目，设立专门
台账，明确后续服务跟踪人员，
确保服务项目到位。特别是服
务黄海森林公园创建工作中，及
时明确专人跟踪服务，把握项目
实施建设的各个节点，确保游客
服务中心、游客接待中心、游客
驿站、自驾游营地各类项目建设
用地合法合规。

与此同时，沿海国土分局严
格落实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规定，审核工
业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
密度、绿地率，按照用地定额指
标核定工业项目用地规模，集约
节约用地。

用地环境优化，助推沿海经
济区的新兴绿色产业快速发展。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
利于拉动发展，优居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沿海经济区港城总
面积为 30平方公里，在港城建
设过程中，沿海国土分局致力城
市区划功能定位，着力建设沿海
经济区现代商贸核心区、文化风
情展示区、旅游休闲引领区、城
市开发示范区等特色区域。

要么往上跑，要么往下跑，
为项目服务竭尽全力。在切实贯
彻“依法依规、加快推进”八字方
针的基础上，沿海国土分局加快
项目土地报批、国有土地收回、改
制企业拆迁腾地的步伐，加快安
置房用地安排和国土办证的速
度，助力项目快速推进。

美丽的梁垛河、方塘河流昼
夜不歇，奔流入海，见证了国土
部门助力沿海项目建设的“沿海
热度”。

要事快办 优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