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乐昌市自然资源局成立于 2019 年 3 月，因机构改革，

由原来的乐昌市国土资源局及原住管局空间规划、规划设计

室组建而成。共设办公室等 9 个股室，16 个乡镇自然资源所，

管理不动产登记中心等 5 个事业单位，机关编制数为 29 人

（其中行政编制 23 名，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6 名），自然资源

所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46 名，事业 67 名。设局长 1 名，副局

长 3 名；正股级领导 9 名，副股级领导 9 名；自然资源所设

所长 16 名，副所长 7 名。

（一）主要职能：

1、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

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自然空间用途管制职

责。组织实施自然资源、自然空间规划和测绘信息管理相

关的政策措施，拟订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负责自然资源调查和分析。贯彻执行自然资源调查

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调查体制机制。

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数据分析。负责

自然资源调查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

3、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贯彻执行各类自

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



争议调处（除林权)成果应用等制度、标准和规范。建

立健全全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负责全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

理、共享、汇交管理等。指导监督全市自然资源和

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调处土地等重大自然资源(除

林权)权属争议。

4、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贯彻执行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核算。编制全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

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 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

关资产收益。

5、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自然资源

发展规划，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建立政府公

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

估， 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研究提

出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意

见建议。统筹推进全市“三旧”改造工作，会同有关

部门拟订“三旧” 改造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指导集

体经济组织的自然资源流转工作。

6、负责编制自然空间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并



监督实施自然空间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组织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

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布局。组织实施自然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组织

拟订城乡规划措施并监督实施。负责建设用地及建

设工程规划管理。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

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土地等自然空间用途转用工

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7、负责统筹自然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

自然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工程。

负责自然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拟订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意见建议，

提出备选项目。

8、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组织实施耕

地保护政策措施，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工作。

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

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

情况。

9、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全市地质工作。组织编制

和监督检查执行地质勘查规划，以及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的

实施。负责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



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

管管理。

10、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按防护标准指导实施。组织开展地质

灾害隐患调查和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预报预警和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11、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储量

和矿业权管理。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12、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基础

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监督管理全市地理信息安全和市

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志保

护。

12、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制定并实施自然资

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和计划。组织

实施科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

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14、负责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建立健全自然资源

动态巡查机制，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自然空间规划和

测绘违法案件。

15、统一领导和管理市林业局。

16、完成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自然资源局交办的其

他任务。



17、职能转变。市自然资源局应当贯彻落实中央、省、

韶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

行使所有自然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

按照市委工作安排，强化制度设计，积极作为，发挥自然

空间规划的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全市自然资

源提供科学指引。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分析、确

权和登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

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创新激励约束并举的制度措施，推进自然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步精简下放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强化监管力度，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强化自然资源管理规则、标准、制度

的约束性作用，推进全市自然资源确权服务的便民高效，

提升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18、与市应急管理局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

工。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市自然资源局依法承担自然资源领域的灾害预报预

警和地质灾害治理工作。

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市总体应急预案

和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

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负责



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一般灾害应急救援工

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市应对一般灾害指挥部

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一般灾

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编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指导

协调相关部门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会同市自

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林业局、市气象局等相关部

门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

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

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开展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

预警，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

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相关要求， 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按防护标

准指导实施。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

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预报预警

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3）必要时，市自然资源局可以提请市应急管理

局，以市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0 年，乐昌市自然资源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建引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中心工作，立足我局实际，严格规范管理，积极主动服



务，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管理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重点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一是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一

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在 2020 年 2 月 22 日前完

成了 21 家监管和帮扶企业全部复产复工，截止目前无发生

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二是切实加强耕地保护。2020 年，

全市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46.1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

少于 39.65 万亩，超额完成了韶关市下达的耕地保护任务，

同时做到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有提；极争取了 2020

年涉农资金基本农田补助资金 300万元；三是强化规划引领，

助力城市发展科学有序。完成了乐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编制工作，目前，16 个建制镇中，廊田、大

源两个镇已按专家意见完善待市政府审批；五山、坪石、两

江、三溪、白石、庆云、秀水、云岩、沙坪、梅花、黄圃、

北乡、九峰等 13 个镇已通过专家评审，长来镇也已征求意

见；已完成《乐昌市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的审批；153 个行

政村村庄规划已全面启动，第一阶段 65 个村已按专家意见

完善成果，通过了乐昌市规委会审议，已报市政府待审批；

第二阶段 88 个行政村已通过了专家评审会，已提交市规委

会审议；坪石镇试点片入选试点名单，《乐昌市村庄规划优

化提升试点工作》的初步方案已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完成，

现已征求各部门意见；四是扎实开展执法监察工作。对 36459

个疑似图斑进行全面摸排并上传了系统，对 192 个（共计拆

分 251 宗图斑），已全部核查完毕，总面积达 3193 亩，经对

96 宗违法用地进行立案查处，面积 624.8 亩，已结案 59 宗，



部分整改 9 宗，已整改面积 445.4 亩，未结案图斑涉及重点

项目、民生工程、新农村建设等项目，正在完善手续；五是

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制定了《乐昌市绿色矿山建

设方案》，指导 3 家矿山申报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已有 3

家通过专家初审；截止 11 月，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已

完成 53.46%约 5.22 万宗农村宅基外业调查工作， 2020 年

底前完成 80%以上登记发证任务。六是加强用地管理和服务

保障。为乐昌市循环经济环保园炉渣厂、黄圃水厂、葡萄酒

庄二期以及一系列乡村振项目共 10 个批次办理建设用地组

卷报批工作，制订了《2020 年乐昌市土地储备收储实施方

案》，目前已征地 93.18；七是高效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

复试点项目。我局牵头实施项目有 3 个，分别为乐昌市 2020

年度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项目、广东省乐昌市长来

罗村硫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和广东省乐昌市北

乡镇枫树下非采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获批中央奖

补资金共计 1965 万元，目前正按照韶关修复办的工作部署，

抓紧施工，支付率超 90%；八是稳步推进古驿道建设项目。

至 2020 年 10 月底已完成古驿道部分近 70%的修缮工作，完

成项目投资 1930.09 万元资金执行率 58.48%；九是高位推进

拆旧复垦工作。2020 年完成 570 亩交易，下拨农民收益约

12000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及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及分析。计划完成各项不动产登记登



薄 2.8 万宗，实际完成完成各项不动产登记登薄 3万宗。2020

年共支付了不动产数据库整合项目费用 153.05 万元，项目

顺利完成，项目完成后，形成了基础数据，提高了办事效率。

2、效果指标完成情况及分析

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及分析。2020 年我局大力推进拆

旧复垦工作，通过指标拍卖，成交 570 亩，每亩收入 45 万

元（含施工等成本），除去成本后，群众分成收益达到 12121

万元。通过让参与拆旧复垦的群众获得收益，使其他群众更

积极投入、支持这一工作，为确保我市耕地占补平衡提供了

保障。

3、满意度指标情况

通过开展不动产数据整合及拆旧复垦项目，我局各项

工作得到了群众肯定，满意度达 95%以上。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0 年我局预算支出 5070.3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230.01 万元，项目支出 2837.31 万元，2020 年决算支出

24170.2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07.66 万元，项目支出

22162.55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2019 年我局预算支

出 2187.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万元 1638.79，项目支出

548.54 万元，决算支出财政拨款 20801.88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2000.38 万元，项目支出 18801.50 万元。通过近两年

预算和决算数据对比，我局年初预算较决算少，主要原因一



是预算做得不够精准，实际支出需求大于年初预算，二是本

级财政资金困难，以保民生保基本支出为，资金难以安排本

级项目支出，三是大幅增加的项目支出主要是上级专项资

金，对上级专项资金利用率较高。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我局专职财务人员三名，其中会计 2 名，出纳 1 名，对

资金日常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内控制度，严格执行上级有关经费、专

项目资金的管理制度，无挪用、截留等情况发生。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20 年我局决算财政拨款收入 24170.21 万元，支出

24170.2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07.66 万元，项目支出

22162.55 万元。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方面。项目支出主要

包括拆旧复垦、乐昌东站前地块征地、垦造水田青苗补偿、

“房地一体”、生态修复、市域空间规划、古驿道利用保护

等项目，基本实现原来目标。如长来硫铁矿生态修复，北乡

枫树下非采点治理项目，通过项目实施，极大的恢复了当地

的生态，受到上级好评，群众满意。

（三）自评结论。

2020 年，我局对预算执行做到了严格核算，专款专用。

每一步严格按照市财政的资金管理要求进行预算、核算及拨



付，资金使用规范、资金申请的资料齐全，有效的防止了资

金的挪用、截留。自评为良好。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2020 年，虽然我局部门整体支出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要看到，我局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主要是资金、发展与履职存在矛盾。

一是因疫情影响，部分项目进度、资金使用率受到一定

的影响，如古驿道项目，2020 年仅支付 1900 多万元，结转

结余近 1300 万元。

二是受资金影响，部分项目进展较慢。如土地收储方面，

计划收储 664 亩，因资金问题，仅收储了 93.18 亩。

三是履职中部分职能较难调和。如耕地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与国民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利用矛盾突出，作为生态功能发展区，我市承担的

保护任务过重，各种保护红线制约，缺乏未来发展的充分空

间。

四是“执法难、难执法”问题。主要是难在机构设置弱，

难在权责不清。2019 年机构改革后，原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

改为执法监督股，只有执法机构而没有执法队伍，执法力量

薄弱；原住管局的执法查处、认定工作职责已划转我局，但

是执法队伍并未相应划转，与住管局执法权责未清晰明确，

导致执法工作难以开展。



五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业务存在短板。首先主要体现

在登记数据数字化程度不高；其次是各部门之间信息数据共

享不同步，不够全面，目前不动产登记已与房地产交易中心、

税务部门、省内户政部门达到数据共享，但于法院、民政等

相关部门数据信息无法共享；第三是不动产登记、交易税务

“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问题。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因场地

问题，暂未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目前，我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公地点设在市自然资源局一楼，共设窗口 13 个，承担

着全市不动产登记 47 项行政确认工作和登记、交易、纳税

“一窗受理”业务，业务量与人员、场地、设备不相匹配，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能力和水平仍有待提高；第四是各民生

部门未有效配合，“不动产登记+民生服务”推进不畅，群众

在办理房屋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时，未实现不动产登记与用

水、用电、用气和用网业务一窗通办。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绩效管理

责任主体意识，提高部门支出整体依法履职效益，利用有限

的资源，做出合理的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