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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份，农业农村部、自然资

源部等12个部门成立专项行动协调

推进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清理整治“大棚房”，事关耕地保护红

线、粮食安全底线、农民权益乃至乡

村振兴大局。近期，全国多地陆续通

报了“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收官的消息。各地在清理整治“大

棚房”、恢复耕地生产功能的过程中，

有哪些经验做法？请看经济日报记

者发回的报道。

坚决遏制“农地非农”乱象
——各地“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情况调查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前不久，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坐
落在河北邢台市，共计占地 71.97 亩的
春田公社“大棚房”以及鸽子广场、游泳
池等违规建筑全部拆除，整改清除到位，
非法占用的耕地得到了完全恢复。

邢台桥东区春田公社“大棚房”全面
整改到位，是河北实施“大棚房”问题清
理整治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
河北完成“大棚房”清理整治，非法占用
的土地基本实现了腾退恢复。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
区域。由于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高，同
时有一些城市人员向往农村田园生活，
一些不法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假借发
展农业园区的名义，非法占用农用土地，
加盖永久性房屋。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执
法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武继超表示，这种
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改变农业生产功
能的行为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属于典
型的违法用地行为。

位于河北石家庄市郊大谈村的龙泉
绿洲项目，占地面积达600多亩，其开发
商在租用永久性耕地上，私自建设农家休
息庭院、饭店等设施，向外界租售，根据用
途收取15万元到25万元不等租金。据
悉，该项目于2012年动工，2013年当地
对违法违规休闲庭院项目进行公开曝光，
要求停止建设，立即拆除。但开发商置若
罔闻，继续开发。该项目终于在去年8月
份，被全面拆除并清理整顿。

“大棚房”问题曝光以来，河北省委、
省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该省原国土资源
厅于2018年5月发布《关于彻底清理整
治“大棚房”的公告》，明确指出“大棚房”
占用大量耕地、基本农田，违反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严重冲击我国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危害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必须不
折不扣给予清理整顿。河北全省举报电
话也同时公布。

河北原国土资源厅还对全省问题
相对典型的项目进行公开曝光——包
括石家庄滨河绿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70 亩建设“大
棚房”26 栋；正定县金塔湾休闲农业产
业园占用耕地 29.4 亩，建设“大棚房”
255 栋；沧州市高新区裕达公司设施农
业项目，占用耕地 15.2 亩，建成“大棚
房”43栋等13起。同时，要求全省成立

“大棚房”清理整顿专项领导班子，由各

地主管领导亲自负责，出台强硬举措，
形成高压态势。

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在对廊坊进
行“大棚房”专项清理整顿考察时表示：

“要以村为单位，进一步全面排查‘大棚
房’，压实属地责任，层层列出清单，实行
挂账督办，确保如期整治到位。要加快
土地平整进度，尽快恢复耕地，保证高效
利用。要深刻汲取教训，建立健全耕地
保护常态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职能部门严格
监管执法，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考核问
责，确保落到实处。”

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河北由省
国土、农业、纪检等部门会同成立6个督
察组，分赴全省各地农村，先后进行了
11 轮巡视督查，形成了清理整治“大棚
房”的高压态势，确保取得实效。

河北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力求一
查到底，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廊坊市
提出对重大典型案件挂牌督办、公开
曝光、限期整改，对问题严重、造成不
良影响的实施严厉问责。同时，对违
法占地行为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并
着手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规范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和运行。廊坊市委
书记冯韶慧带队到辖区调研督导，促
使集中拆除行动得到有效落实，仅大
厂县就集中出动机械车辆 40 余台，
700 余位执法人员、工作人员，对“玫
瑰庄园”“百合谷”两处违规建设销售
的“大棚房”开展集中拆除行动，取缔

“超标准配房”70 余个。
石家庄裕华区方村镇调集镇村精干

力量分10组，把镇域涉及的方村桃花源
和台上村环台庄园90宗“大棚房”责任
到人，分包到组，逐个查面积、查用途，详
细摸底，建立起“一棚一档”清理整治台
账。工作组对所有“大棚房”都张贴限期
搬离通知书，同时约谈相关农业园区负
责人和使用人。方村镇先后出动600余
人次、90 余车次、机械设备 12 班次，对
没有自行整改的“大棚房”进行坚决拆
除，共拆违规棚房3000多平方米，清除
硬化地面6000多平方米。

近期，河北省委督查室再次牵头抽
调干部组成巡视组，对全省“大棚房”整
治工作再次进行专项巡视，确保“大棚
房”整治取得实效。

开展“大棚房”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以来，天津市围绕全面清查、彻底整治
的目标，多举措共同发力。在拉网排查
中，天津市共排查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联栋温室等农业设施 11.3 万个，共发
现“大棚房”问题4965个，涉及违法占
地面积共计 3217 亩。截至目前，违法
建筑已进行清理整改，占用土地基本恢
复种植条件。

“目前正在推进高标准复垦，天津
市农委已经梳理了设施蔬菜主栽品种
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并为土壤修复、
棚室修复、园区环境整治、作物种植等
环节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推动恢复种
植条件地块尽快开展农业生产。”天津
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协调推
进小组工作人员王海员介绍。

北辰区双街现代农业示范园里，一
片繁忙景象，农户衡洪卫正忙着采摘新
鲜蔬菜。“每天早上我都要装一车新鲜
的蔬菜，送往周边菜市场，销路很好。”
衡洪卫的棚室近段时间以来实现了10
余种蔬菜接连上市。

半年前，作为“大棚房”整治的重点
区域，双街镇的农户们还曾为拆除“大
棚房”之后的生活苦恼。而如今草莓
园、青水源的大棚内，农户们正在加快
采摘，欢庆丰收。

“去年 5 月份，北辰区就全面启动
了‘大棚房’整治专项行动，紧盯农业设
施违法用地问题，态度上零容忍、力度
上无禁区、措施上违法必拆，确保农地
农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天津市北辰
区副区长胡学春向记者介绍。

通过拉网式排查，北辰区排查各类
农业设施9412.42亩，发现“大棚房”配
房超标、硬化及各类违法占用农业用地
问题14个点位、625个棚室，涉及全区
6个镇。对此，全区组织1.5万人次，出
动 4790 台次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在
40天内完成了清理、整顿目标。

同时，农业科技部门做好服务，将
科技知识送到了田间地头。北辰区农
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农户，使用秸秆反
应堆技术恢复地力，采用物理防治和生
物农药防治病虫害，运
用 食 用 菌 工 厂
剩 下 的 废

菌渣制作有机肥，为农地复垦提供有效
保障。

北辰区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
张凯介绍：“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合作社
机制，积极引入电商等模式，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实现农户的增产和增收。”

在“大棚房”复垦过程中，天津市武清
区石各庄镇引入了高附加值的农业品种，
努力实现农业种植结构的引入升级。

石各庄镇的清泰农业园曾经建有
131 个违法“大棚房”，建设面积约 97
亩。而如今“大棚房”已全面复垦，成为
彩椒的种植园，供应北京市场并出口海
外。

“我们正打算发展高效农业，将引入
木鳖果、黄秋葵等，并联系国内大型超
市、农产品电商，把优质果蔬直接在超
市、网上销售，增加效益。”石各庄镇党委
委员、武装部部长李学松对记者说。

从今年 2 月份开始，天津武清区
在石各庄镇先行试点“田长制”，从源
头上杜绝“大棚房”死灰复燃，同时建
立耕地保护和违法用地治理的长效机
制。“我们村设有 4 组网格员，在各自
区域反复查看，一旦发现耕地被占用
等情况，会立即向上一级田长反映。”
清晨，石各庄镇石南村三级田长刘焕
明已经和他的网格员一起完成了村内
巡查。

“目前,全区推行的‘田长制’设一
级田长1名、二级田长28名、三级田长
642 名，二级网格长 397 名、三级网格
长1913 名，目的就是将保护任务落实
到责任人、责任地块、责任网格，建立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保护机制，
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冯军告诉记者。

“田长制”的保护范围以耕地、永
久基本农田为重点，同时，突破性地
将设施农用地、林地等除建设用地以
外的其他土地全部涵盖在内，建立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长效
管理机制，将农田保护责任压实到

“神经末梢”。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下 一 步 ，该 局 还 将 会
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持续加大

工作力度，建立长效监管坚
决防止反弹回潮，落实
“双压实”机制，监管

责任压实到村，监
管 任 务 压 实 到
人，坚持市级随
机暗访不停，发
现问题及时处
置。对整改标
准不高的点位
进一步深度整
改 ，配 合 农 业
部 门 全 面 恢 复

农业生产。

不久前，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公布数据，“大棚房”问题专项整
治清理工作开展以来，青海共排查各类农业设施6.09万个、面积
5.41 万亩，发现“大棚房”问题 1172 个，涉及占用耕地面积
4883.19亩。目前，除极个别“大棚房”问题因涉多方经济、劳务
纠纷正在履行司法程序外，其余“大棚房”问题均完成整治。

自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清理整治“大棚房”问题的重大决
策以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强化“四个
意识”，坚定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抓出成效。

海东市重拳出击，将“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违法用地整治、环保督察整改、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工作相结合，依法依规整治休闲餐饮、私搭乱建、
耕地违法违规等行为，清除了历史旧账，遏制了违法土地
增量。

西宁市采取“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方式，严厉遏制违法
违规用地乱象，同时把大力引进企业谋划发展精准农业、数字
农业、利用光热资源作为破解“大棚房”难题的重点课题，超前
谋划、统筹安排整治清理出的耕地，确保清理整治后，农业产
业有人管有人接。

青海省纪委监委确定一名分管常委为全省“大棚房”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并形成了由党风
政风监督室负责综合协调和对外工作对接、各监督检查室
和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省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先后 7 次参加省委省政府和职能部门工作
推进会，研究谋划清理整治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坚决打好“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这场硬仗。青海的 19
个督导检查组中，省纪委监委全部参与，先后对全省两市六
州进行了督查。

“大棚房”问题清查不准、上报不实、整改缓慢……针对督
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纪委监委通过层层约谈、提醒谈话等方
式方法，逐级压实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
西宁市纪委监委对整改缓慢的一县两区进行了约谈，海东市
纪委监委对问题集中的5个县区党委或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
9个乡镇党委书记进行了约谈。“我们坚持早发现、早提醒、早
纠正，对问题突出的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直接开
展约谈，对存在的问题一对一、点对点提醒，起到了红脸出汗、
猛击一掌的思想引导作用，促使有关领导干部主动作为、勇于
担当，彻底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参与督导的省纪委监委
干部介绍。

各市州、县市区纪委监委也以监督检查将清理整改责任
压实到乡镇村社，通过落实市州、县市区、乡镇逐级“签字背
书”，督办重点问题，跟踪整改情况，做到整改到位一个，销号
一个，使“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据初步统计，目前，青海组织出动人员61万余人次，机械
8202余台次。由青海省农业、财政、民政、公安等单位组成的
督导组对两市六州进行了4轮专项督导检查，累计督导769
次、3926人次，提醒谈话或约谈各级政府负责人15次，有效
解决了存在的部分难点问题。

近期，全国多地陆续通报了“大棚房”
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顺利结束的消
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从去
年9月份开始，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会
同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
门成立专项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开展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守土
有责，上下配合联动，层层压实责任，扎紧
制度篱笆，让违法违规的“大棚房”无处藏
身，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告捷。

“大棚房”问题本质是改变土地性质
和用途，改变农业生产功能，严重违反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直接触碰农地农用这
条底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大棚就是
大棚，只有按合同老老实实运营大棚，用
心耕作才是大棚的应有之义。假借农业
的名义干着非农业的事，既损害农民权
益，又影响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坚决打击
和遏制。

有些地方的“大棚房”，里面着实让人
惊讶：石子小道曲曲折折，小桥流水一应
俱全，像个微型园林，还有卧室厨房卫生
间，俨然“乡土版商品房”。这些地方能种
蔬菜的地方占比很小，反而是餐饮、会议、
娱乐等非农设施占大头，不少还对外营
业。一些人打着吃农家饭的幌子，到这里
吃喝玩乐，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此前，
有的地方对其只“放”不“管”，甚至提供保
护伞，让“大棚房”野蛮生长。

“大棚房”的表现形态很多，有的在
农业园区或耕地上直接违法违规建设“私家庄园”；有的在农业
大棚内违法违规建房；有的违规改扩建大棚看护房、面积超标
等。这些大棚房多是由公司开发的，以设施农业之名行房地产
开发之实。有关部门对“大棚房”的购买对象摸排发现，七成以
上是城市居民。其背后的利益逻辑是，开发者以很少的投入流
转土地，通过出售获得利益。而购买者用很少的金钱就能拥有
一间“乡村别墅”。

“大棚房”清理整治要依法依规分类处置。农业农村部和自
然资源部要求，对在各类农业园区内占用耕地或直接在耕地上
违法违规建设“私家庄园”、别墅等非农设施的，严厉打击、严防
反弹；对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的，依法拆除、恢
复生产；对建设农业大棚看护房超标准的，区分情况、规范整
改。重点清理整治工商资本和城市居民到农村非法占用耕地变
相开发房地产和建设住房行为。

清理整治虽告捷，但依然不能松懈，还要看被破坏的耕地
是否恢复了农业生产功能并长久持续。今后，各地应持续强化
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特殊管制措施，建立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有奖
举报制度；加强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利用耕地的规范管理，强
化流转土地用途管制；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制定完
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及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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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逐级压实责任 督办重点问题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天津：

网格化监督 高标准复垦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河北：

曝光违规典型 建立整治台账
本报记者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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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河
北廊坊大厂县
对违规建设的

“大棚房”实施
集中拆除。

（资料图片）

天津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的“大棚房”经过复垦，已经种
上蔬菜。 刘媛媛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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