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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七起违法占地典型案件的通报

皖自然资公告〔2021〕26 号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挂牌督办
肥西县桃花潭公园项目违法用地等 4个案件的通知

皖自然资执函〔2021〕93 号

合肥、蚌埠、滁州、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人民检察院：
经对 2020年度土地卫片实地核查，发现肥西县桃花潭公园项

目， 涉及 3401236898、3401236899、3401236900、3401236901 号图
斑，面积 323.47亩，耕地面积 275.92亩；固镇县汉兴学校及交通运
输项目，涉及 340323082309214791号图斑，面积 67.3亩，耕地面积
41.15亩；天长市川桥河植物园项目，涉及 341181092010262779号
图斑，面积 406.4亩，耕地面积 341.8亩；广德市故土田园景区项目，
涉及 341882121314、341882121315 号图斑，面积 56.14 亩，耕地面
积 44.03亩；均涉嫌违法用地。

经研究，决定将上述违法用地列为省自然资源厅、省人民检察

院联合挂牌督办案件。 现责成各局依据《自然资源部挂牌督办和公
开通报违法违规案件办法》的规定，对上述违法用地案件抓紧组织
调查处理，并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形成调查处理意见，向省
自然资源厅报备后，由各局负责组织落实。 相关地方检察机关要强
化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开展立案监督、公益诉讼及行政非诉执行监
督等，加大工作力度，促进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

联系人：孙广健，电话：0551-62553190。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2021 年 9 月 3 日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
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清理整治工

作，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
地建房问题。

2021年 7 月，自然资源部下发我省 2020 年卫片执
法成果中疑似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图斑 678
个。经核查，发现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10 宗。 截至 8
月底，8 宗已整改到位，2 宗已依法查处到位正在完善
手续。通过本次核查，发现少数地方在遏制新增问题上
仍然存在巡查监管不到位、查处整改不坚决、政策宣传
不深入、执纪问责不精准等问题。市县党委和政府要以
“零容忍” 的态度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行为，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
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认真按照《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切实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

理用地的通知》要求，切实保障好农村村民合理建房用
地需求。

现将 2020 年卫片执法核查发现的新增乱占耕地
建房问题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1.宿州市萧县谢某、张某违法占地建设住宅案。 2020
年 10 月，谢某、张某违法占用宿州市萧县丁里镇胜利
村 0.66 亩耕地建设住宅。 2021 年 3 月，萧县丁里镇自
然资源和规划所通过卫片执法发现该违法行为， 并及
时制止。同月，丁里镇综合执法大队下达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 7 月，萧县丁里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了违
法建筑。 目前，土地已复耕。

2.宿州市宿州马鞍山现代产业园区宿马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排涝站案。 2020 年 8 月，宿州
宿马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违法占用宿州马鞍山现代产

业园区蒿沟村 4.74 亩耕地建设排涝站。 11 月，宿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宿马中心所通过卫片执法发现该违

法行为，并立即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目前，已立案查处到位，正在完善项目
用地审批手续。

3.宿州市灵璧县郑某违法占地建设住宅案。 2020
年 9 月， 郑某违法占用宿州市灵璧县娄庄镇汴河村
0.15 亩耕地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0.15 亩 ）建设住宅 。
2021 年 3 月 ，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卫片执
法发现该违法行为，并及时制止。 同月，娄庄镇人民
政府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5 月，灵璧县娄
庄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了违法建筑。 目前 ， 土地已
复耕。

4.宿州市灵璧县寿某违法占地建设住宅案。 2020
年 8 月， 寿某违法占用宿州市灵璧县娄庄镇司房村
0.19 亩耕地建设住宅。2021 年 3 月，灵璧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通过卫片执法发现该违法行为，并及时制止。同
月，娄庄镇人民政府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8
月， 灵璧县娄庄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了违法建筑。 目
前，土地已复耕。

5.淮北市烈山区江南实业中盈润新型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厂房案。2020 年 7 月，江南实业中
盈润新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淮北市烈山区古

饶镇土山社区 11.48 亩耕地建设生产厂房。 2021 年 3
月，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烈山分局摸排发现该违
法行为，并及时制止。 5 月，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烈山分局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并予以立案查处。目前，已完善相关用地手续，
相关责任人已处理，整改到位。

6.蚌埠市怀远县包集镇污水处理厂违法占地建设
项目部案。 2020 年 10 月，包集镇污水处理厂违法占用
怀远县包集镇包集村 1.6 亩耕地建设项目部。 同月，怀
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包集所发现该违法行为， 并下
达停建通知书。2021 年 6 月，怀远县包集镇人民政府组
织拆除了违法建筑。 目前，土地已复耕。

7.蚌埠市龙子湖区吴某违法占地建设住宅案。 2020
年 11 月，吴某违法占用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贾庵村
0.95 亩耕地建设住宅。2021 年 2 月，蚌埠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李楼所巡查发现该违法行为，现场口头制止。 4
月， 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子湖分局将线索移交
至蚌埠市龙子湖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进行处置。 7 月，龙
子湖区李楼乡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了违法建筑。目前，土
地已复耕。

8.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某违法占地建设住宅案。 2020
年 12 月，李某违法占用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红塔村
0.75 亩耕地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0.69 亩） 建设住宅。
2021 年 1 月， 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楼所巡查发
现该违法行为，现场口头制止。 4 月，蚌埠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龙子湖分局将线索移交至蚌埠市龙子湖区农

业农村水利局进行处置。 6 月，龙子湖区李楼乡人民政
府组织拆除了违法建筑。 目前，土地已复耕。

9.阜阳市颍上县颍上三峡新能源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违法占地建设风力发电场案。2020 年 8 月，颍上三峡
新能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违法占用阜阳市颍上县黄坝

乡黄坝社区 9.02 亩耕地建设风力发电场。 9 月，颍上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巡查发现该违法行为， 并当场下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10 月，颍上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目前，已完善相关用地手
续，相关责任人已处理，整改到位。

10.滁州市天长市双马木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建设
厂房案。 2020 年 10 月，天长市双马木业有限公司违法
占用滁州市天长市永丰镇二墩村 1.56 亩耕地建设生产
厂房。2021 年 1 月，天长市永丰镇自然资源管理所巡查
发现该违法行为，并及时制止。 同月，天长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确认了该企业的违法行为， 并进行了立案查
处。 2 月，责令企业退还了非法占用的土地并缴纳了罚
款，没收违法建筑并移交天长市财政局。 目前，正在完
善相关用地手续。

安徽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7 日

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
化”、严格管控“非粮化”，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从严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达到严查一起，警示一方的
震慑作用。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公开通报七
起市、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违
法占地典型案件。 现将有关案件情况通报如下。

一、来安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违法占地案
2020 年 5 月， 来安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来安县新安镇土地 834.7 亩（耕地 508.38 亩）建设公园
大道及文化路东延。 2020 年 11 月，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此案立案查处，责令退还土地，对新建构筑物予以没收，并处罚款
人民币 4476955.65 元。 来安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给予
责任人董某某、王某某、张某某政务处分。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移送来安县公安局追究
刑事责任。

二、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违法占地案
2020 年 8 月， 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舒城县汤池镇、干汊河镇、阙店乡土地 499.7 亩（耕地
198.44 亩） 建设德州至上饶国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段 （六安
段）。 2020 年 10 月，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此案立案查处，
责令退还土地 ， 对新建构筑物予以没收 ， 并处罚款人民币
2459426.3 元。 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责任人曹
某某政务处分。 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舒城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依法移送舒城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

三、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违法占地案
2020 年 5 月， 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未经批准

擅自占用来安县汊河镇土地 483.2 亩（耕地 348.74 亩）建设临溪
路等 15 条道路。 2020 年 11 月，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此案
立案查处，责令退还土地，对新建构筑物予以没收，并处罚款人民
币 2773147.25 元。 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党委给予责任人余某
某党纪处分。 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来安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依法移送来安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

四、涡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大建办违法占地案
2020 年 11 月，涡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大建办未经批准擅自

占用涡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土地 49.85 亩（耕地 15.2 亩）建设迎

宾大道。 2021 年 5 月， 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此案立案查
处，责令退还土地，对新建构筑物予以没收。涡阳县城关街道党委
给予责任人尹某某党纪处分。 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移送涡阳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

五、合肥新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违法占地案
2018 年 1 月， 合肥新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

用新站区瑶海、喻岗、刘大郢社区土地 35.79 亩（耕地 35.79 亩）建
设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道路及附属物。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此案立案查处，责令退还土地，对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予以没
收，并处罚款人民币 357853.05 元。 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给予责任人贾某某政务处分。该案涉嫌构
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站分局依法移
送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追究刑事责任。

六、合肥市荣松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占地案
2019 年 5 月， 合肥市荣松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

占用长丰县杨庙镇土地 32.98 亩建设厂房。 2019 年 7 月，长丰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此案立案查处，责令退还土地，对新建构筑
物予以没收，并处罚款人民币 439700 元。合肥长丰县杨庙镇纪委
给予责任人宋某某政务处分。 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长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移送长丰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

七、宿州宿马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违法占地案
2019 年 4 月， 宿州宿马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占

用宿州市苗庵乡土地 30.441 亩（耕地 26.45 亩）建设慈湖路。 2020
年 3 月，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此案立案查处，责令退还土
地，对新建构筑物予以没收，并处罚款人民币 277810 元。 宿州东
部新城党委给予责任人史某某政务处分。该案涉嫌构成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移送宿州市公安局现代
产业园区分局追究刑事责任。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以及对涉
嫌犯罪线索该移交不移交、以罚代刑的，严肃追究责任，切实落实好
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2021 年 9 月 3 日

安徽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的通报

皖农房办〔2021〕22 号

9月 11日， 由省体育局和合肥市全民健
身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21 年安徽省暨
合肥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在合肥体育中
心举行。

当日，主办方搭建多个体育项目设施，在

两天的时间中， 先后举办 3V3 青少年篮球城
市邀请赛、滑步车比赛、跳绳比赛、轮滑比赛、
亲子障碍赛、卡丁车赛。 比赛现场，1000 多名
小朋友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影报道

茛 小朋友们在进行轮滑比赛。

蚌埠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 通讯员 魏

莉）日前，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
联合第三方餐饮培训机构为学校负责
人、食品安全管理员等，组织开展校园
食品安全网络培训，重点培训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要点，详细
讲解从业人员健康与卫生管理、食材采
购和加工管理、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管理
等方面知识。

近年来，蚌埠市持续推进校园食品
安全守护行动，不断完善校园食品安全
管理协作机制，提升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管控水平。 建立了逐级防范机制，实施

学校食堂“定期自查、县（区）普查、市级
督查”三级检查责任制，辖区市场监管
部门对所辖学校食堂开展不少于 1 年
4 次的全覆盖检查，对存在的问题督促
整改并复查，实现闭环管理。

该市利用科技手段升级 “明厨亮
灶”工程，全面推行“阳光餐饮”工程建
设， 餐饮单位在各功能间安装摄像头，
并接入互联网，将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
全信息和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网上实
时公开，方便群众监督。 目前，全市 495
所学校食堂、27 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和 4 家中央厨房全部实施“视频厨房”。

淮北严格落实“零起点”教学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蔡

晓铭）日前，淮北市出台《关于做好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
工作的通知》， 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教学
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障学
生健康成长。

“零起点”教学，即新生入学后严格
按照课程标准从“零起点”开展教学，不
拔高教学要求，不加快教学进度。 淮北
市严格执行国家和省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按规定开齐、开足课时，设置一周左
右的入学适应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入学
适应教育活动； 科学制定学科教学计

划，严禁提前教学、超纲教学；对入学适
应困难群体学生建立关爱台账，实行校
干、教师和学生结对帮扶制度。

该市要求各学校将起始年级秋季
学期课程安排和教学计划向社会公示，
积极宣传“双减”政策、“零起点”教学意
义，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理念，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开展义务教育“零起点”
教学和作业管理研究，制定作业管理办
法，落实“五项管理”要求，并将此纳入
开学检查、规范办学行为检查和教育教
学督导中，对违反规定的学校实施通报
并限期整改到位。

快乐健身

女村干乐当乡亲理发员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黄涛

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小奈村的村干
部刘迎丽， 自费购买理发工具上门为脱
贫户义务理发。 她的这一爱心之举在当
地传为佳话。

9月 3日中午， 刘迎丽带上自家地里
刚采摘的豆角等蔬菜，在集市买了一箱方
便面，来到脱贫户燕凤霞家。 “大娘，给你
带的方便面和蔬菜放桌子上了，上次来就

发现你头发长了不少，今天特意来给你剪
头发……”刘迎丽搬来凳子，扶着燕凤霞
坐下，打开理发工具包，拿出干净的理发
专用毛巾围在燕凤霞的脖子上。 一番修剪
之后，燕凤霞蓬乱的头发变得干净整齐。

“大娘，这头剪得咋样？ ”“好！ ”80 多
岁的燕凤霞老人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脸
上露出了笑容。

燕凤霞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母
子都患有智力残疾。在政府的帮扶下，她
家于 2020 年顺利脱贫。

刘迎丽曾是村里的扶贫专干，所在的
村脱贫摘帽后，她依然坚持到脱贫户家中
走访，帮助打扫卫生，协调解决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她在走访中发现燕凤
霞和她两个儿子很少理发，蓬头垢面。 于
是， 她利用周末去理发店学习理发手艺，
自费购买电动推子、剪刀、梳子等理发工
具，定期上门为燕凤霞一家人理发。

村民们得知刘迎丽会剪头发， 都向
她预约时间上门理发。每隔一段时间，刘
迎丽就带上理发工具为村里的脱贫户理

发，也给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理发。至今，
她为村民义务理发 60 余人次。

“第一次给人理发，手不听使唤，心
里非常紧张。 ”刘迎丽回忆说，“整个理发
过程，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看到他们开
心的笑容，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

“刘迎丽两年多来坚持上门给燕凤
霞一家人理发，很不容易。 ”燕凤霞的邻
居称赞道。 面对大家的称赞，刘迎丽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只要乡亲们需要，我
愿意当他们的‘专职理发师’。 ”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9 月 12 日，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在歙县正式开馆。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位于歙县徽
州古城内，总投资 1.29 亿元，建筑面积
超过 1.16 万平方米，设有藏品库区、陈
列展区、技术管理区、文物研究区和观
众服务设施等，集典藏、陈列、研究和宣
教等功能于一体 。 其中展陈区展品
1530 件，分“天下徽州”“遥忆徽州”“寻
根徽州”“秋兴徽州”“梦里徽州”五大板
块，翟院深雪山归猎图、新安画派程邃
精品册页、查士标行书大堂、陈嘉言梅

花白头轴、黄宾虹山水画、窖藏元代瓷
器珍品、唐代风形歙砚、汪廷讷铭文歙
砚等一批珍贵文物首次与公众见面。此
外 ，该馆还应用 VR、多媒体投影等技
术，为参观者提供沉浸式体验，让文物
可看、可感、可互动。

歙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徽州
府治所在地，与阆中、山平遥、丽江并称
为中国四大古城，也是徽州文化的核心
发祥地。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以徽州文
化为主题，是歙县徽州古城的文化新地
标和旅游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