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地改”加速推进，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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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轮 33 个全国土地

改革试点地区，南海将继续承

担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任务，改革时限至2022底。

为了夯实改革工作基础，南海将

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深化，

全力推进落实登记造册工作，

实施宅基地村（居）管理一张图。

作为全国土改先锋，南海

多年来探索制定了一批土地政

策。而南海本轮“宅改”的一

个重点，就是对现行的农村宅

基地相关政策作出修订和完善，

完善政策体系建设，夯实制度

支撑。

按照改革要求，南海区本

轮要完成涉及农村宅基地的联

合审批、资格审定、流转管理、

抵押贷款、退出盘活、有偿使用、

集中建房、农房出租、村级议

事章程、两违监管等 10 项政策

的重新修订和起草。

当前，南海正全面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改革创新”（简称“南海地改”）是实验区建设总抓手，通过

国土空间优化再造，推进城镇空间、产业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四集中”战略，全面实现土地结构优化调整，形成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格局。

作为“南海地改”一项重要环节，4 月 7 日，南海区对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 南海将试点任务划分为 7 大方面、21 个

工作事项，围绕“谋新策、补短板、优服务、强监管”进行改革深化，力争全方位重构南海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秩序，全力打造管理有序、集约高

效的宅基地利用新格局，助力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4 月 7 日，南海区对“一网统管”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工

作进行了部署。南海将以“一网统管”为抓手，以“大整合、

大巡查、大处置、大智慧、大信用、大参与”为工作理念，

依托“城市大脑”建设，推动构建横向全覆盖、纵向全联通

的区域“一网统管”集约化治理工程，设立南海区智慧城市

运行管理中心；统一 12345 服务热线，实现“一呼百应”。

南海深入推进“一网统管”智慧城市运行管理

“一网统管”提升城市“智治力”“一网统管”提升城市“智治力”

为何要“一网统管”？

如何推动“一网统管”？

谋新策

优服务

强监管

推进基础工作实施，落实改革工作基础 完善部门共管手段，强化综合监管

多措并举打造样板村居
抓好示范带动

持续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

营造改革氛围

深入总结宅基地改革成效
提炼改革经验

完善政策体系建设，夯实制度支撑

创新为民服务举措，提升工作质效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在七大方面任务中，南

海将创新为民服务举措，提升

工作质效。该方面的工作涵盖

探索镇级专职服务和管理机构

的整合和设立、农村宅基地和

农房全周期系统建设。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管理重

心在本轮机构改革后已经前移

至各镇（街），目前区级正在

研发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全周期

管理系统，全链条审批政策也

即将印发，各镇（街）要趁着

这次改革的机会抓紧理顺各部

门之间审批、执法的职能，形

成联审联办的工作机制，保障

群众审批有渠道。

在中央部署的新一轮宅基

地改革中，第一个要求改革探

索的方向，就是“完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权行使机制”。

对此，南海此次的《工作方案》，

明确提出了“村居共管机制”

的改革思路。

南海将不断强化村居自治

能力，夯实村居、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对宅基地所有权行使

的制度基础，以村居自治拓宽

宅基地共管渠道，强化对农村

用地建房秩序的有效监管。要

推动全区的村居进一步完善

村规民约，将村庄规划、宅基

地利用、农房建设、“两违”

监管的事项列入“村规民约”

事项。

会议要求，保持遏制“两违”

的高压态势，对农村宅基地“两

违”始终做到“零容忍”，确

保严控新增“两违”力度不减、

尺度不松，将“两违”消灭在

萌芽状态。

将重新修订和起草10 项政策

构建农村宅基地全周期管理体系

探索村居共管机制 严控新增“两违”

【七大方面任务 21 个工作事项】

●探索农村居民新型社区的多种实现方式

●积极探索宅基地改革示范样品村居打造

（3个工作事项） （3个工作事项）

（2个工作事项）

（9个工作事项）

（2个工作事项）

1 4

5

6

7

2

3

落实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

制深化

探索镇级专职服务

和管理机构的整合

和设立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

全周期系统建设

实施宅基地

村（居）管

理一张图

全力推进落

实登记造册

工作

对南海区现行的农村宅基地相关政策作出修订和完善：

农村宅基

地所有权

行使机制

农房租赁

机制

集中建房

机制

分配资格

管理

全流程

审批机制

抵押制度

流转制度

退出盘活

机制

有偿使用

机制

探索运用多种

方式遏制新增

违法

继续严格执行

落实信用体系

监管

探索构建村级

宅基地协管员

工作机制

围绕目前面临的基层治

理问题，南海以“一网统管”

为抓手，出台了《佛山市南

海区“一网统管”智慧城市

运行管理工作行动方案》等

文件，形成“1+1+10”系列

文件。

南海将打造智慧城市运行

管理平台，以“一网统管”为

抓手，打破各部门信息“孤岛”，

集成超级工单中心。建立全方

位问题监测发现机制，以“主

动发现”和“被动受理”为基

本分类，统揽全区非警务、非

紧急的城市运行事件，建设全

区统一的决策指挥中枢、数据

全闭环赋能体系，实现工单事

件智能分拨、视频会议、指挥

调度等核心功能。

此外，南海还将统一以

“12345”政府服务热线作为受

理入口，实现“市民呼，12345

应”。全面整合城管、流管、

公安（非警务、非紧急部分）

等热线，统一以 12345 政府服

务热线作为受理入口，积极推

动各级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实现统一派单流转。

破解基层治理难点 

打破各部门“信息孤岛”

作为制造业大区，南海经

济规模和人口流量总数巨大。

南海社会治理面临新形势下监

管对象基数庞大、利益错综复

杂、矛盾不断叠加的严峻挑战，

工单重复录入、各类专业巡查

覆盖率低、联动执法难度大等

问题长期存在，基层行政资源

紧凑、工作人员任务繁重，陷

入“小马拉大车”困局。

基层社会治理要牵住“牛

鼻子”，就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为此，南海在社会治理工作方

面继续探索新招，以“一网统管”

为抓手，疏通政府治理难点堵

点，规范政府治理要素，以“大

整合、大巡查、大处置、大智慧、

大信用、大参与”为工作理念，

依托“城市大脑”建设，推动

构建横向全覆盖、纵向全联通

的区域“一网统管”集约化治

理工程。

12 项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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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立三级协同体系

（二）建立全方位问题
监测发现机制

       建设三级智管中心

在原南海区智慧城市管理指

挥（应急）中心基础上，升级建

设区、镇（街道）、村（居）三

级智管中心和区职能部门分中心，

全面强化“一网统管”工作统筹。

       搭建三级智管平台

搭建三级智管平台，集

成超级工单中心、视频会议、

大数据分析等核心功能模块，

实现三级协同联动。

       统一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入口

全面整合城管、公安（非

警务、非紧急部分）、市监、

卫健、环保等热线，统一以

12345政府服务热线作为受理

入口。

        统一新媒体受理渠道

以区级政务新媒体为主

体，镇（街道）、村（居）政

务新媒体为协助，所有市民诉

求均纳入区智慧城市运行管理

平台派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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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首办责任制

区智管中心联合区依法治

区办建立重点事件处置会商机

制，在区领导统筹下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并分门别类探索建

立标准化的问题处置模型库。

        建立健全信用机制

与南海区信用全链条综合

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提升监管对象“信用画像”精

准度和颗粒度，提高监管效能。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公

众参与度，推动智管中心办

件效能“社会评”工作，拓

宽和畅通第三方监督渠道。

        企业诉求“马上办”

搭建企业“马上办”服务

平台，实现24小时“接听-受理-

分流-督办”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遇到的政务服务、政策支持

等方面的咨询、诉求和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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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责任清单

明晰区职能部门、镇（街道）、

村（居）权责清单，厘清职能部

门执法人员、督导员、社区巡查员、

购买服务人员等角色的职责，各

负其责，互相配合，避免推诿现象。

       健全主动发现上报机制

细化网格层次，自上而下划分

为大（区）、中（镇街）、小（村居）、

微（含学校、医院、两站一场）四

级网格。引导职能部门专业巡查人

员积极上报问题事件，形成“大巡

查+大执法”机制。

       强化智治手段

科学应用大数据、5G、区块

链、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加

快建设城乡融合大数据治理平台，

实现与城市大脑等平台之间的互

联互通，搭建“村（居）大脑”，

为基层赋能减负。

        实行领导靠前指挥机制

建立区领导挂点轮值制，每

周由 1 名区领导挂点值班，负责

指挥调度，统筹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镇（街道）、区职能部门、

村（居）设立专班，工作日报到

及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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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一图

读懂“一

网统管”

扫码了解

南海新一轮

宅改如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