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棚房”问题有关政策问答

一、什么是“大棚房”问题？

“大棚房”问题，是指一些工商企业、个人及

组织借建农业设施或农业园区之名，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

的行为；其本质是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改变农

业生产功能，触碰耕地保护红线和农地非农化。

二、“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范围是什么？

“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范围主要包括三类

问题：

第一类，在各类农业园区内占用耕地或直

接在耕地上借建农业设施之名违法违规搞非农

业建设，特别是“私家庄园”、别墅、度假酒店、商

业养老设施、经营性住宅等，或以设施农业为名

按设施农用地备案后，改变土地性质和设施用

途，用于非农经营的。

第二类，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进行非农建设，主要包括建设住宅、餐饮、娱乐

等破坏耕作层的非农设施。

第三类，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严重超标准，

甚至违法违规改变性质和用途，进行住宅类经

营性开发和建设餐饮、娱乐设施等。

三、哪些问题必须坚决彻底整治？

“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的重点是在各类农

业园区内占用耕地或直接在耕地上借建农业设

施之名违法违规建设的非农设施。对下列违法

违规行为的，必须坚决彻底整治。

1.违法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各类非农

设施，必须全部拆除并复耕。

2.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住宅、别墅、商业性

地产、餐饮、度假酒店、养老设施等明显违法违

规行为的，必须全部拆除并复耕。

3. 工商资本和个人打着设施农业的旗号，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在大棚内建房，严重超标准

建农业大棚看护房，用于居住、出租、出售，或搞

餐饮等经营性开发的，必须全部拆除并复耕。

4.农民或合作社建设的农业大棚看护房严

重超标准，并将其变成住宅，或从事与设施农业

无关的经营性活动的，必须全部拆除并复耕。

四、哪些情况可以区分情况分类整改？

对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各类自然保护

地，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通过整改，并经

区人民政府认定后予以保留。

1.符合《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

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

127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 重庆市农业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支持设施农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渝国土房管〔2014〕799号）

关于设施农用地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农委等部门关于用好农

业农村发展用地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211号）、《重庆

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贯彻落实〈关于用好农业农

村发展用地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指导意见〉有

关事项的通知（试行）》（渝国土房管规发﹝2016﹞

9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 重庆市规划局 重庆

市旅游局关于支持旅游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

（渝国土房管规发〔2017〕6号）等关于支持农业

农村发展、旅游发展政策要求；

2.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或经

规划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的旅游、农业、避暑休闲

等各类专业专项规划；

3.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要求。

全面排查清理

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事关耕地保护红线，事关粮食安全底线，事关农民权益乃至乡村振兴大局，是守红线、守底线的重大行
动。中央对“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陈敏尔要求要认真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部署，持续用力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中央有部署、市委有要求，綦江就要有实际行动。自“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区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认真贯彻落实，精准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整治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促进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核 心 提 示

全面排查 彻底整改
坚决打赢打好“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陈正策

2018 年 9 月 7 日，全国、全市“大

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后，我区及时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贯彻全国、全市会议精神，安

排部署排查摸底和自查自改工作。

“专项整治工作启动后，我区成

立了‘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和推进组，并建立相关工

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区

专项行动推进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区委区政府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高

度重视，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

多次研究，区委书记袁勤华、区长姜

天波明确要求全区各级干部务必从

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的

高度，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把清理整

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来抓。

据介绍，按照“逢棚必进、逢农业

项目必查”工作要求，我区组织各级

干部，严格按照清理整治范围，突出

农业园区、各类大棚、设施农业重点，

对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非农

设施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清理，确保

排查清理见底。截至目前，全区共排

查清理2598个项目（包括1696个农业

项目和国土部门提供的相关图斑项

目），正在抓紧对疑似项目进行核查

比对，确保不漏报、错报。

问题查找出后，关键在整改抓落

实。

“按照‘边查边改、集中整改、确

保效果’的原则，我们在前阶段清理

中就对有关项目进行了整改，比如对

一农业大棚内非农设施及时进行了

拆除。”区专项行动推进组办公室负

责人说，我区对清理出的问题分门别

类处理，将所有清查问题纳入整治整

改范围，制定印发了整治整改方案，

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层层

压实责任，限时完成整改。

截至目前，已拆除复耕彻底整治

违法违规项目3个，正在依法依规办

理设施农用地手续项目 10 个，其它

“大棚房”问题项目正在制定“一案一

策”整治整改方案，依法依规分类推

进整改。

“为加大整治整改督办力度，从1

月23日起，我们对各街镇整治情况实

行每日通报。”区专项行动推进组办公

室负责人表示，经过前一阶段的排查，

对全区“大棚房”问题项目已经建立了

相关台账，1月份开始，重点对违法违

规项目进行分类整改，并采用通报、排

位、签发通知单等方式督促整改，确保

3月20日前全部整改到位。

在具体工作中，凡需整治整改的

“大棚房”问题项目，均实行一个问题

项目组织一个专班，由各街镇主要负

责人亲自挂帅，落实责任领导和责任

人员，限时打表推进整改，确保按时完

成。

整改完成后，验收组将严格按照

《重庆市“大棚房”问题整治验收标准》

组织验收，严格履行签字手续，防止出

现整改不到位、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

问题，确保整改到位、全部整治、及时

销号。

“总体来说，对于违法违规项目，

我们既要敢于动真碰硬，防止走过场、

钻空子，也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

依法依规整治整改。”区专项行动推进

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我区也将加大问责追

责力度，切实让监管严起来、实起来、

硬起来，形成震慑效应。对违法违规

建设“大棚房”等问题的责任主体，依

法依规从严查处。对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专项行动中发现

的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公

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保持高压态势

持续推进“大棚房”问题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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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团中央有关部门、全国学

联秘书处、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举办的

“寻访 2018 年度‘最美中学生’‘最美

中职生’”活动结果正式揭晓。重庆市

共有 21 人荣获全国“最美中学生”称

号，綦江中学高2019届27班学生段鳕

玲榜上有名。

据悉，“寻访2018年度‘最美中学

生’‘最美中职生’”活动于2018年6月

启动，面向全国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

校学生，寻访在热爱祖国、科技创新、

见义勇为等方面表现突出，自觉树立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美

中学生”和“最美中职生”。

綦江中学学生段鳕玲在热爱祖

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孝老爱亲四

个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让我们一起走

进段鳕玲的世界，分享她的四个“最

美”故事。

热爱伟大的祖国

作为共青团员的段鱈玲，严于律

己，性格热情开朗。她把终身学习作

为追求的目标，学以致用是她秉承的

态度，敬爱师长是其基本要求，胸怀天

下是她的努力方向。她常说：“爱的能

力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的礼物。”

“人是一株能思想的苇草。”她常

常思考帕斯凯尔说过的话，思考中华

民族根与魂的关系，思考怎样去做一

个对社会和国家有价值的人。她在思

考中砥砺前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

我。

段鱈玲深知“思而不学则殆”的道

理，故在高二年级时参加了綦江中学

第 22 期业余党校的培训。在两周一

次的学习培训中，她对党和民族有了

深刻的认识，并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对

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作为一名中学生，段鱈玲深知学

习是当下的主要任务。她端正好自己

的学习态度，努力寻求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在綦江中学“问题式大课堂”

的熏陶和影响下，她养成了有问必究

的好习惯。

与此同时，段鱈玲积极培养对各

个科目的浓厚兴趣，参加了许多学科

的知识竞赛，并获得了诸多奖项：2017

年12月，她荣获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

竞赛高二年级组全国一等奖；2018年

3 月，她荣获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地球

科学竞赛西南赛区高中组三等奖；

2018年9月，她荣获全国高中生数学、

物理奥赛二等奖……

在这些学科中，段鱈玲尤其偏爱

数学。高一时，在该校举办的“雏鹰大

讲堂”活动中，她向全校师生做了一个

关于《数学思维与数学问题》的讲座。

为了做好这次讲座，她花了一个月的

时间认真准备材料，不断精练自己的

语言。而当她面带笑容，幽默地为同

学们阐述数学之美时，竟也被自己震

撼到了。

然而，由于数学成绩次次拔尖，段

鱈玲变得有些浮躁起来。直到高二暑

假，她到西南大学参加数学培训，认识

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看到了自

己和别人的差距，这只“井底之蛙”才

总算跳出了狭小的枯井。

重视科技能力培养

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段鱈玲意识

到，中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更重要

的是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在学校，她一边学习学科知识，一

边培养自己的爱好，锻炼动手能力。

段鱈玲处处留心生活，经常会突发奇

想地构思几个实用的小玩意儿，其中

有的已被别人申请了专利，也有少部

分变成了自己的专利。

此外，段鱈玲还参加了两次机器

人比赛和科技创新大赛，连续几个月

每天与机油的味道打交道，使她懂得

了坚持，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东西。

除了机械与科技，段鱈玲对体艺

也很感兴趣。一块泛黄的球拍、一把

爱不释手的吉他、一支掉了漆的画笔，

尽管高中生活繁忙，她还是会时不时

拿它们出来摆弄一番，亦或释放压力，

亦或缓解疲惫。

梦想成为环保工作者

从小到大，段鱈玲一直都有一个

成为环保工作者的梦想。作为綦江区

的绿色环保小使者，她处处留心身边

的环境问题，积极参与到保护环境的

队伍中。

通过学校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段

鱈玲与她的团队到綦江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团委

学生会工作中，她认真参与学生自助

管理活动，调查了解同学们的剩饭情

况，及时提出建议和意见；在年级组织

70公里野外拉练时，她是“先锋部队”

的主力军，主动帮扶因伤掉队的同学

……

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段鱈玲

的人生，成为她中学生涯一段宝贵的

人生阅历和精神财富。

“爱是一种能让人生活在世界上

不感到那么孤独的东西。”段鱈玲深切

地爱着周围的一切，同时也感激自己

爱着的一切。

17岁学霸成全国“最美中学生”
——记綦江中学优秀学生段鳕玲

本报见习记者 廖静 通讯员 张庆

近日，九龙大道，环卫工人正清洗公路隔离栏杆。我区坚持常

态化开展渣车、扬尘整治，城区环境不断改善。

特约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叶佳芬 通讯员 杨宗伦）“通过医护人员的

宣传，我晓得了献血的好处和意义，我要鼓励亲朋好友积极参与献血。”

近日，在区中心血库走进隆盛献血的现场，献血爱心人士侯贞素表示。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本次献血活动得到市民的积极支持，短短

半天时间，共有46人共计献血16200ml，对血液库存短缺的状况有了一

定缓解。”区中心血库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证全区在春节期间临床用

血的血液储备量，区中心血库启动了“爱心传递正能量、无偿献血迎新

春”活动。这项活动的开展，不仅缓解了我区血液的储备紧张的情况，

还让市民了解献血的意义和好处，壮大了献血爱心人士队伍。

段鳕玲 綦江中学供图

爱心传递正能量
无偿献血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