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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20〕60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水

辖区调规勘界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水辖区调规勘界工作方

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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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水辖区调规
勘界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蒙古大黑山等 6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国办函〔2018〕42 号）、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公布山西太宽河等 1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范围及功能区划的通知》（林函保字〔2020〕19 号）文

件精神，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

35号）要求，现结合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

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和“人民至上、造福子孙”的发展理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

理》等法律法规，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护能力建设为重点，认

真贯彻“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依据《国家林业林

草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规

范〉的通知》（办护字〔2019〕129号）要求，坚持依法依规、

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小落细落实勘界各项工作任务，促进九万山

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科学化、和谐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努

力维护保护区森林资源和桂北地区生态系统安全。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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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底前，全面核查并完成九万山保护区四至界线、

功能区划界线确认及数据库建设等工作。通过实施勘界工作，进

一步校核和确认国家批准同意调整九万山保护区面积、范围及功

能区划的界线，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林区群众生产生活及发

展空间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效能。

三、工作原则

勘界立标工作以国务院批复同意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区划调

整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九万山保护区面积、范围及功能区

划为依据，坚持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分级负责、公开透明的工

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等自然

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调整后自然保

护区的面积、范围和边界。

（二）坚持科学规范的原则。委托具备从事测绘资质资格的

专业技术部门作为开展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勘界工作的技术

支撑单位。采用现代遥感技术和先进仪器设备，精准确定保护区

范围和功能分区，精确标定保护区调整的界线。

（三）坚持分级负责的原则。县委政法委、县委县政府信访

局、县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防镇、汪洞乡和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等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管理

权限、事权划分、属地管理的要求，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

推进九万山保护区融水县辖区调规勘界工作。

（四）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自然保护区范围和界线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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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涉及保护区村屯群众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勘界成果由相关

部门领导、村“两委”负责人和村民小组长签字确认。界桩、界

碑、标示牌等将根据勘界结果设立。

四、工作范围

工作范围为国家批复调规后的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的范

围和功能区。

五、组织领导

为切实抓好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调规勘界工作，成立广西

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调规勘界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名单如

下：

组 长：韦宙章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杨明世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志明 县林业局局长

熊晓斐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

成 员：梁学钦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姚 鹏 县委县政府信访局局长

曹景崇 县民政局局长

韦宇章 县司法局局长

韦树生 县财政局局长

黄开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欧海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邓一心 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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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跃 县公安局副局长

蒙明坤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资源保护科科长

韦献周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融水分局局长

唐朝科 自治区森林公安局九万山派出所教导员

梁庆生 三防镇镇长

杨翠新 汪洞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

心，办公室主任由蒙明坤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韦献周同志兼任，

负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调规勘界有关工

作。

（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

调规勘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广西九万山保护区融水

县辖区调规勘界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部署。

县委县政府信访局：负责做好调规勘界工作的来信来访工

作。

县公安局：依法处置妨碍阻挠调规勘界工作和权属纠纷调处

等相关工作的违法行为及应对其他突发事件，依法查处调规勘界

工作中的涉林案件。确保勘界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县民政局：负责提供行政区域界线历史资料，包括历年行政

区域界线资料、行政区域变革资料，并配合做好调规勘界工作。

县司法局：负责提供与勘界工作相关的法律资料以及做好司

法解释，并调解处理勘界中的矛盾纠纷问题。

县财政局：负责勘界工作经费保障，确保所需经费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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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提供相关土地权属和土地用途、

产权信息，相关林地权属和林地确权登记登记等资料，并配合做

好调规勘界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保护区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的有关资料并配合做好调规勘界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接收调规勘界工作相关权属和林地确权登记

等资料。

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负责落实调规勘界工作用车（含应对

突发事件所需的交通工具）保障。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负责牵头抓好调规勘界工作并

协调技术支撑单位开展调规勘界相关业务技术工作；负责技术支

撑单位所需要方案编制、数据处理与分析、资料收集与整理、勘

界、航飞、成果整理等工作经费；做好辖区群众宣传引导和相关

法规、政策的解答工作；协助技术支撑单位在测量放样基础上确

定边界工作。

（二）各工作小组工作职责

调规勘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宣传组、信息

情报组、技术业务组、维稳处置组及后勤保障组等工作小组。

1．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杨明世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韦献周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融水分局局长

成员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等部

门相关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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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负责调规勘界工作的组织协调、联络服务等工作；

负责调规勘界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做好会议筹备、活

动安排、档案管理等工作；做好调规勘界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

他工作。

2．政策宣传组

组 长：韦献周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融水分局局长

成员由县林业局、三防镇、汪洞乡和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

中心融水分局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森林法、保护区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宣传解释，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并及时处置。

3．信息情报组

组 长：唐朝科 自治区森林公安局九万山派出所教导员

成员由县公安局、三防派出所、汪洞派出所和自治区森林公

安局九万山派出所及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密切关注群众动向，了解群众诉求，掌握事件发

展态势，及时将掌握的信息向领导小组汇报。

4．技术业务组

组 长：韦献周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融水分局局长

副组长：卜万青 县林业局副局长

韦友乾 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资源保护科副科长

成员由技术支撑单位的技术团队、县林业局、三防镇林业站、

汪洞乡林业站及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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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配合技术支撑单位开展九万山保护区融水辖区调

规勘界具体工作，协助技术支撑单位完成勘界成果数据整理，包

括边界点成果表、自然保护地定标点登记表、边界附图、边界地

形图等，做好勘界成果验收和材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5．维稳处置组

组 长：梁学钦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副组长：姚 鹏 县委县政府信访局局长

韦宇章 县司法局局长

杨 跃 县公安局副局长

梁庆生 三防镇镇长

杨翠新 汪洞乡乡长

成员由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三防镇、汪洞乡、自治区森

林公安局九万山派出所有关人员和民警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应对群访事件，矛盾纠纷调处，处置可能发

生的暴力事件，控制事态，维护林区社会稳定，确保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6．后勤保障组

组 长：韦树生 县财政局局长

成员由县财政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和广西九万山保护区管

理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落实调规勘界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所需的差旅

等经费保障和调规勘界工作用车（含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交通工

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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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0年 9月 10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方

案及预算编制；收集调规勘界所需的相关文字、矢量、图件等资

料；利用 1:10000地形图和相应精度卫星影像图制作保护区范围

及功能分区的精细化矢量数据图层；召开调规勘界工作对接会

议。

（二）发布通告阶段（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由广西九

万山保护区管理中心制作调规勘界工作通告。我县各相关单位和

部门通过户外张贴、网站发布、电视播放等方式发布。

（三）勘界校核阶段（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组织所委

托的技术单位和相关部门及技术人员进行校核与勘界、标定测量

等，同时开展无人机航空摄影，实现保护区精细化勘界，明确四

至界线。

（四）勘界成果汇总阶段（2021年 1月 31日前）。完成九

万山保护区管理范围界线的勘界并形成相关图件成果并验收。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调规勘界工作是关乎政治和民

生、关乎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群众关注度高。各相关单位和部门领导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标准和时间要求，落小

落细落实调规勘界各项工作。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切

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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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宣传到位，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求，

争取得到林区广大群众充分理解和支持，为调规勘界工作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和工作氛围。

（三）抓好落实，突出实效。勘界过程中，要以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公布的范围和功能区界为依据，不得随意改变自然保护区

范围和功能区界，做到图、表、册一致。调规勘界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增强针对性，突出实效性；

要加强各个环节的沟通与衔接，确保九万山保护区融水县辖区调

规勘界工作任务按时高标准完成。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