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是县政府综合管理土地、矿产资源的

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1）承担全县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

自然资源的责任。

（2）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

（3）承担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责任。

（4）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

（5）承担全县耕地保护的责任。

（6）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县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

（7）承担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

（8）承担规范国土资源市场秩序的责任。

（9）承担全县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和储量管理的责任。

（10）承担全县地质勘查管理的责任。

（11）承担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

（12）依法征收资源收益。

（13）负责国家、省、市、县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和规划

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用地的统一征地管理工作。

（14）负责基础测绘、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成果汇

交、保管、利用和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审核与公布；负责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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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保护和管理。

（15）负责指导监督不动产登记工作。

（16）负责指导监督移民（脱贫）搬迁工作。

（17）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严格耕地保护,坚守红线耕地。一是与县、镇、

村、组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夯实耕地和基本农田的

保护责任。加强对耕地和基本农田巡查检查和日常监管，及

时查处违法违规占地的行为，确保了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二

是加大土地整治力度。扎实推进茅坪镇四新村等 4 个村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目前全部完工；构扒镇等 3 个镇土地

整理项目已完成招投标，已组织实施。三是完成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工作。根据上级下达我县“一增两减”指标，我县耕

地保有量由原来的 39.4 万亩核减为 35.4 万亩；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由原来的 38.5 万亩核减为 30.5 万亩，对已实施土地

开发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地块严格按要求划入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范围，最终成果已报国土部备案。

（二）主动作为，全力服务县域经济。一是加强建设用

地预审。积极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引领作用，强化用地

预审，把好建设用地审查关，对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提前介入，

积极引导企业和重点项目依法依规用地。全年共办理项目用

地预审 10 个，预审用地 17.6279 公倾。二是严格落实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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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压，节约集约用地的土地供应政策，为脱贫攻坚、追赶超

越、重大项目建设、陕南移民搬迁安置、保障性住房、民生

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今年以来，今

年以来，组织供应土地 91 宗 8.68 公顷（其中出让 81 宗 4.5

公顷，划拨 10 宗 4.18 公顷），实现土地价款收益 1690 万

元。

（三）持续治理整顿，规范矿业秩序。一是持续开展矿

山开采集中整治行动。针对违法开采绿松石矿行为，我县高

度重视，组建了由国土、公安、安监、林业等部门组成的联

合执法工作组，制定了专项行动方案，开展为期一年的的绿

松石开采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共出动执法巡查人员 500 余

人次，封堵遗弃矿洞 25 个，约谈 11 家矿山企业负责人，对

梳理出来的不按开采利用方案施工、未按设计要求建矿、未

按环评建设环保设施、未批先占林地等 79 个问题，制定了

处置方案，明确了处理意见，下达了《整改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并已全部整改到位。二是督促、指导矿业权人及时上

报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全县已在公示系统公示采矿权 47 个，

探矿权 14 个。三是深入推进矿山整合关闭。我局结合专项

整治行动，对不符合条件的矿山企业进行了整合关闭，对长

期为进行年检的企业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了公告注销，且

在整治期间，不予受理采石类新立采矿权申请。今年以来，

我县共发布采矿权注销公告 12 家，关闭矿山 1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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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狠抓固定资产投资。根据“追赶超越”目标任务

分解要求，我局落实了“局长负总则、分管领导具体抓、工

作人员抓落实”工作机制，将任务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人，

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有序推进。全年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

亿元。

（五）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执法巡查。一是加大违法用

地巡查清理工作。按照“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置”

的原则，加大对全县违法用地进行了巡查清理。今年以来，

累计开展土地、矿产巡查 76 次，发现土地违法行为 57 起，

口头制止违法行为 20 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接受整改 29 起，

立案查处 8 起（含卫片执法立案查处 1 起）。二是强化卫片

执法。国土资源部下发我县 2016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遥感监

测图斑共计 49 个，经图斑拆解，共为 50 个，总面积 806.20

亩，其中耕地 334.86 亩。经核实，27 个新增建设用地图斑

中，违法图斑 1 个，面积 0.43 亩，其中耕地 0.43 亩；合法

图斑 26 个，面积 251.37 亩，其中耕地 154.75 亩。违法占

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0.28%。对 1 宗违法用地，我局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行政处

罚，并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向白河县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

申请。

（六）强化地灾监管，做好地灾防治。一是抓好群测群

防体系建设。我县紧抓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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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群测群防体系，扎实做好了地质

灾害安全隐患的防范、监测和预警工作。自 9 月 23 日持续

强降雨以来，我县共发生地质灾害 414 起（其中滑坡地质灾

害 413 起，泥石流 1 起），房屋受损 533 间、倒塌 175 间，

因灾撤离安置 556 户 2139 人。通过扎实有效的监测预警，

实现了大灾面前零伤亡目标。二是做好气象联动预警。我局

会同县气象局、移动公司建立了气象预警发布平台，在异常

天气情况下利用平台将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送给各级

负责人、责任人。今年以来共发布预警信息 100 余次，累计

发送 5 万余条信息。三是加大宣传力度。今年以来，举办了

以“世界地球日”等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9 次，组织开展

业务知识集中培训讲座 10 场次，参加人数 13850 人，发放

宣传资料 16100 余份，全县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235 次，

参加演练人数 5389 人。四是扎实推进高标准“十有县”创

建工作。年初，制定了《白河县创建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

有县”实施方案》，成立领导机构，建立健全了县、镇、村

三级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网络，落实创建经费 60 万元，“十有

县”创建顺利通过市局验收，应急能力及信息化建设全面完

成。五是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管

理有关规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中、省、地质灾害治理

项目，并顺利通过省、市专家组验收。同时，从农业发展银

行贷款近7000 万元对全县移民搬迁安置点、在建工程、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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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山建房、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危险性大且急需

治理的隐患点进行应急工程治理。

（七）移民搬迁原宅基地腾退复垦扎实推进。进一步明

确了各镇人民政府为旧宅基地腾退复垦的责任主体，建立健

全了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初验，县国土局根据初验结果，

以村为单位对初验合格的搬迁户按 2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

验收的工作机制，严格把关验收标准，按照“一户一档”的

原则，完善资料清单和备案制度，深入推进旧宅基地腾退复

垦工作的开展。为稳妥推进移民搬迁旧宅基地腾退复垦工

作，我局委托具有资质单位对城关镇等 11 个镇 11 个避灾扶

贫移民搬迁旧宅基地腾退复垦项目进行了规划设计，11 个项

目涉及总面积 1497 亩（其中：耕地 1294 亩），目前，该项

目已向市局申请验收。同时组织实施了《仓上镇天宝村等 7

镇省域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规划》，涉及土

地总面积 463.40 亩（其中耕地 357.64 亩），目前，该项目

实施规划已经由市局组织评审通过，项目已完成设计。

（八）积极稳妥推进不动产登记。围绕“规范办事流程、

打造服务窗口、树立行业形象”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不动

产登记各项工作开展。一是积极主动服务，提高办事效能。

针对统一登记中涉及群众难以获取的申请材料需部门之间

协调取得的，我局在申请登记前期及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

登记前期的准备工作，让群众少跑路，切实提高群众办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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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二是创新思路，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中的“中梗阻”问

题。对不动产登记中涉及的乡村规划、建设手续材料缺失如

何办理不动产登记等历史遗留问题，多次召开局务会议进行

讨论，落实了相关解决措施，形成集体决策，切实解决了过

渡阶段不动产登记中的部分“中梗阻”问题。三是优化业务

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缩短办结时限。取消申请材料的书面

审查，一般登记实行三审制，查封登记一审制，注销登记二

审制；登记申请材料取消了房屋管理部门的交易确认书；进

一步缩短办结时限，查封及异议登记即时办结，抵押登记 3

个工作日办结，其他类登记 15 个工作日办结。四是启动农

村宅基地权籍调查试点工作，利用有限的资金，启动了仓上

镇裴家村农村权籍调查试点项目，现已完成招投标，作业单

位已驻场开展调查工作。五是加强政策宣传，争取理解支持。

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媒介和法制宣传活动宣传不动产登记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争取理解与支持，群众信访量明显减少。

今年以来，我局共共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2934 本（其中农村

房地一体登记证书 490 本），证明 623 份。

（九）精准扶贫扎实开展。按照“抽硬人、硬抽人”的

要求，抽调了 40 多名干部入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帮扶干

部每月至少入户 2 次，做好贫困户信息采集等基础性工作，

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和脱贫措施，全面完成了各项规定动作。

（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以深入推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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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管理和

土地整治项目、土地出让、土地征收、违法用地等权力运行

机制，切实加强国土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党风廉政

红线弦，形成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氛围，为国土

资源管理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媒体曝光、网络

反映、群众举报或上级转办的信访问题线索，及时调查核实，

及时处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决算和所属二级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 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共有 2 个，包括：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164001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机关

164002 白河县人民政府土地统征储备中心

164003 白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 ……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78 人，其中行政编制

13 人、事业编制 65 人；实有人员 66 人，其中行政 13 人、

事业 5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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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53,423,728.79 元，较上

年减少 17,852,972.43 元，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减少、工程

项目未完工没有及时结算。

（2）2017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39,864,192.93 元，比上

年减少 41,956,089.92 元，原因同上。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收入合计 53,423,728.79 元。其中:财政拨

款 40,728,789.51 元，占总收入的 76.24%，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20,090,871.51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0,637,918.00 元；事业收入 0 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

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占总收入 0 %；其他收入

12,694,939.28 元，是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各项

收入，占总收入的 23.76 %，主要是拨入土地整理开发、地

灾防治等专项项目资金。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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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本年支出合计 39,864,192.93 元。其中:基本支

出 6,602,766.42 元，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占总

支出的 16.56%；项目支出 33,261,426.51 元，是为完成特定

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预算支出之外，财政预

算专款安排的支出。我局主要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土地整理开发、土地拆迁补偿、地灾防治、不动

产登记等专项业务支出，占总支出的 83.44%。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8,750,446.16 元，

其中：基本支出 6,602,766.42 元，项目支出 12,147,679.74

元，既包括使用当年从省级财政取得的财政拨款发生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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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包括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

出。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比上年减少

10,049,983.25 元，主要是因为业务量减少、工程项目未完

工没有及时结算等。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 度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财 政 拨 款 基 本 支 出

6,602,766.42 元，其中：人员经费 6,151,671.27 元，公用

经费 451,095.15 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

要。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 度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财 政 拨 款 项 目 支 出

12,147,679.74 元，用于土地利用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土地整理开发、地灾防治、不动产登记等专项业务支出。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637，918.00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926,892.42 元，用于

土地整理开发、土地拆迁补偿等专项业务支出。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

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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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

出 73,393.00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2,716.00 元，公务接待费 50,677.00

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2,716.00 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716.00 元，

车辆运行维护费包括燃料费、维修费、停车费、通行费、保

险费、审验费等项目。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1 辆。

（3）公务接待费 65670.00 元，2016 年度公务接待累

计 75 批次 596 人。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培训费支出 8,764.00 元，

比上年增加 3,671.00 元，增长 41.89%，主要是培训次数增

加。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会议费支出 6,518.00 元，

主比上年增加 6,518.00 元，增长 0%，主要是召开了大型会

议。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对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

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14.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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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7 年度）

项目名称 土地开发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164001 实施单位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0 592.42 10.00 98.73% 9.87

其中：本年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600 592.42 10.00 98.73%

其他资金 0 0 0 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补充耕地任务目标，申报立项实施了城关镇牛角村等 7个土

地开发项目，建设总规模为建设总规模为 143.3499 公顷（合

2150.25 亩），新增耕地 133.3945 公顷（合 2000.921 亩），概算

总投资为 4482.61 万元。2017 年度完成项目总投资 13%.

根据补充耕地任务目标，由申报立项实施了城

关镇牛角村等 7个土地开发项目，建设总规模

为建设总规模为 143.3499 公顷（合 2150.25

亩），新增耕地 133.3945 公顷（合 2000.921

亩），概算总投资为 4482.61 万元。截止 2017

年底，项目已完成投资 13%。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实际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50 分）

数量指标

建设规模(亩) 8 >300 280 亩 6 工期拖延

新增耕地(亩) 8 >300 280 亩 8

质量指标

耕地质量等别量 12 >10 11 12

验收合格率 12 >90% 95% 12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年) 20 按时 按时 18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新增耕地增减经

济效益
15 上升 上升 15

社会效益

指标

新增耕地面积

(亩)
15 >400 430 亩 15

满意度指标（1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项目区受益群众

满意度
3 >90% 95% 3

调研对象满意情

况
4 >90 分 93 4

座谈对象满意度 3 >90% 96% 3

总分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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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7 年度）

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实施单位 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50 622.35 10 95.75% 9.58

其中：本年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650 622.35 10 95.75%

其他资金 0 0 0 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1）完成白河县第二中学桥头滑坡治理工

程，投资 200 万元进行治理；（2）完成我县高级中学崩塌治理

项目后期工程，需投资 450 万元。这两个项目都由排水工程、刷

方及裂缝回填、防护网工程、格构护坡、预应力锚索格构、（锚

拉）抗滑桩、反压回填、肋板锚杆挡墙等单项工程组成。

截止 2017 年底，完成了白河县第二中学桥

头滑坡治理工程；完成了我县高级中学崩

塌治理项目后期工程，这两个项目都由排

水工程、刷方及裂缝回填、防护网工程、

格构护坡、预应力锚索格构、（锚拉）抗

滑桩、反压回填、肋板锚杆挡墙等单项工

程组成。共完成总投资 622.35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实际值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出指标（50 分）

数量指标

地灾治理规模

（平方米）
8 >1700 1778 平方米 8

消除隐患面积

（平方米）
8 >1700 1778 平方米 8

质量指标

勘查、设计 12 提高 提高 6.5

根据实

际项目

进行变

更

验收合格率 12 >90% 96% 12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年) 20 按时 按时 2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减少隐患点群众

财产损失
15 上升 上升 15

社会效益

指标
消除隐患 15 提高 提高 15

满意度指标（1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灾害治理区群众

满意度
3 >90% 94% 3

调研对象满意情

况
4 >90 分 95% 4

座谈对象满意度 3 >90% 95% 3

总分 100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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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 451095.15 元，用于维持机

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

2016 年同口径减少 387,254.25 元，增加 46.19 %，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土地利用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土地整理开

发、土地拆迁补偿、地灾防治、不动产登记等专项业务支出

等业务量减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政府采购支出 1,939,376.00 元，其中：工程类

采购支出 0 元，货物类采购支出 1,072,876.00 元，服务类

采购支出 866,500.00 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0 台（套）。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

设备 0 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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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

附件：1、白河县国土资源局 2017 年部门决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