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 锡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于下发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下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江阴市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市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5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严格落实省、市耕

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

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

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14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3%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9%；持续推进存量用地挖

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66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 0.24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65%。 

四、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广“线上登记”模

式，稳步开展“不见面”登记试点；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 

五、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六、编制并实施《江阴市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和治理。 

七、完成智慧江阴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立项，开展地理

国情监测。 

八、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九、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十、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宜兴市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市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5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严格落实省、市耕

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

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

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12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2%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8%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58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18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50%。 

四、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广“线上登记”模

式，稳步开展“不见面”登记试点；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 

五、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六、编制并实施《宜兴市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和治理。落实《无



  

锡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各项指标要求，推动

形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 

七、完成智慧宜兴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项目招标、评审，

并启动实施建设；开展地理国情监测。 

八、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九、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十、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梁溪区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区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全力保障国家、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探索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04 万亩。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1%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8%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20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06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90%。 

四、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防控，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开展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市区统一

土地招商平台的作用，力争吸引 2017 年度销售排名前 100 强的

品质房企落地。 

五、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深入推进“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六、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七、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八、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土地执法模范创建活

动，形成良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九、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锡山区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区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3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严格落实省、市耕

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

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

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15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1%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7%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36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18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65%。 

四、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防控，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开展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市区统一

土地招商平台的作用，力争吸引 2017 年度销售排名前 100 强的

品质房企落地。 

五、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 

六、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七、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八、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九、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惠山区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区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3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严格落实省、市耕

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

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

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16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0%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7%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36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18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67%。 

四、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防控，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开展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市区统一

土地招商平台的作用，力争吸引 2017 年度销售排名前 100 强的

品质房企落地。 

五、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 

六、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七、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八、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九、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滨湖区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区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1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严格落实省、市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

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25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6.1%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8%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33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18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70%。 

四、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防控，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开展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市区统一

土地招商平台的作用，力争吸引 2017 年度销售排名前 100 强的

品质房企落地。 

五、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 

六、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七、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八、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九、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 
 

新吴区人民政府： 

现明确你区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一、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和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完成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 100 亩；深入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

利用；严格落实省、市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全力保障国家、

省、市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融合”。 

二、积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提高新增资源利用效率，消化

利用 2008-2015 年历史批次批而未供土地 0.14 万亩；2016 年、2017

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地率分别达到 70%、50%以上。 

三、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建设用地地均 GDP 增长 5.9%

以上，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下降 5.6%以上；持续推进存量用

地挖潜增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0.37 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0.18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占供应总量的 75%。 

四、加强土地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和风险防控，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开展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市区统一

土地招商平台的作用，力争吸引 2017 年度销售排名前 100 强的

品质房企落地。 

五、巩固不动产登记“3550”改革成果，在乡镇（街道）推进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点标准化建设；妥善处置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 



  

六、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统筹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七、组织开展 2018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 2017 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确保例行督

察发现问题宗地、面积、金额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三个 85%”，

年度卫片发现违法用地当年整改到位率达到 50%，顺利通过验

收。 

八、落实政府综合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并落实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合防控查处机制，有

效消除违法用地的违法违规状态；深入开展创建省“土地执法模

范县（市、区）”和市“土地执法模范镇（街道）”活动，形成良

好的土地综合执法监管格局。 

九、积极稳妥做好涉土信访矛盾化解、稳控工作，全力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越级上访案

件。 

以上目标任务，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由市政府统一组织考核并通报。望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全面完成 2018 年度国土资源重点

工作目标任务。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