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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土地要素瓶颈 以节约集约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德市构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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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广德市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以土地例行督察
整改、年度卫片执法检查为契机,坚决扭转粗放型用地模式,规范土地利用管理,把工作着力在土地复垦
整治上,把力量凝聚在项目用地保障上,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增强服务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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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e bottleneck of land element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aving and intensive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land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in Guangde city

Qiang Fu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in Guangde C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uangde Cit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strictest farmland protec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ed the strictest land-saving system.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routine land inspection and
rectification and annual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it has resolutely reversed the extensive land-use pattern,
standardized land-use management, focused its efforts on land reclamation and renovation, concentrated its
efforts on project land-use security, and strengthened its service support capacity with solid and powerfu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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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土地利用粗放,节约集约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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