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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整理权属管理

一、农村土地整理权属管理的涵义
农村土地整理权属管理是指在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对土地整理所涉及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调整以及
变更登记的行为。
农村土地整理权属管理中，核心问题是权属调整，包括土地所有权、土
地使用权调整及在其上设定的他项权利调整。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不仅要
完成各项工程措施，还应在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农民意愿和原有产权的基础
上，进行地籍调查、现状确认、权属变更、土地登记等地政工作，稳定农民
家庭承包经营，这是农村土地整理工作区别于一般农田基本建设和小流域治
理等工作的主要标志，直接关系到农村土地整理事业的成败。所以，权属管
理对农村土地整理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土地的权属关系非常复杂，这使得农村土地整理中
权属调整具有产权主体及投资主体多元性和权属调整程序复杂性的特点。当
前，农村土地整理权属调整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调整、土地使用权调整及他
项权利调整等三方面内容。其中土地所有权调整包括农村集体土地之间、国
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之间的权属调整；土地使用权调整包括农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土地他项权利调整包括土地整理过程中因
所有权和使用权调整而产生的他项权利的调整。
农村土地整理中权属管理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土地复垦规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 《确定土地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 《关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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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土地登记规则〉 的通知》 等。

二、农村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类型和方式
（一） 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的所有权调整
（１） 在田块合并、农田水利、道路建设等土地整理过程中，国有农场与
农村集体土地之间边界不规则处，为使田块连片规则，利于机械化耕作，可
按照等当量或等价并使调整范围尽可能小的原则，主要以双方协商的方式进
行土地所有权调整。
（２） 对国有宜农荒滩地、国有矿山废弃地、灾害损毁地进行土地整理
时，为使田块连片规则，便于农田水利建设、道路建设而与周边集体土地所
进行的土地交换，其土地使用权归属可按照等当量或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调整。
（３） 土地整理过程中，将主干道路、主干渠道所经过的集体土地，可通
过土地征用的方式调整为国有土地。
（二） 集体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所有权调整
（１） 在成片土地整理过程中，当土地整理项目跨越村界时，可按照等当
量或等价原则进行调整，若土地质量相同，也可按等数量原则调整村与村之
间的土地所有权。
（２） 对整理区内相邻村之间的插花地和坟地等飞地，可按等当量原则进
行调整；不相邻村之间的插花地调整，可按等当量原则通过各自相邻的村依
次调整。
（三） 土地使用权调整
（１） 农民承包土地之间边界不规则处，为便于农田基本设施构建和机械
化耕作所进行的农民承包经营使用权之间的调整。其调整方式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訛 按等质等量模式调整土地使用权。在经济基础较差、土地流转集中较
譹
难实现的项目区，土地整理只能在稳定经营承包权的基础上，按土地整理前
后土地数量质量相当模式将整理后的土地重新分配、认定，并签署土地权属
认定书，确认土地经营承包权。
訛 按股份制模式调整土地使用权。在农民已部分转入二、三产业并有相
譺
对稳定收入或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区，土地整理后可按土地整理前评估地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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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质量评估结果折股，自愿组建股份制土地经营组织，统一经营土地，持
股人按股份获取收益。
訛 按租赁模式调整土地使用权。在经济基础较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
譻
稳定转入二、三产业或城市郊区，并获得可靠经济收入的地区，可按自愿的
原则，将农民分户承包的土地适度集中，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整
理，并将整理后的土地通过协议或招标的方式租赁给种植大户，土地租赁费
用于养老保险或分配给农地承包权的出让者。
（２） 土地整理的国有土地，没有确定使用权的必须确定使用权；已确定
使用权的，为便于土地的有效利用而必须调整使用权组合结构。国家投资土
地整理属于公益性投资的，应将新增耕地使用权归项目区原所有权或使用权
人 （一般归当地项目区村集体），由他们统一经营使用。
（四） 土地他项权利调整
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调整必然会引起相
关的权利变更，对有些已设定土地他项权利的建设物进行迁并，则随着建设
物所有权的消失和原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土地他项权利应进行相应调整。

三、农村土地整理权属管理的程序
（一） 确定权属调整范围
按照土地所有权尽量不变、土地使用权位置面积可适当调整的原则，确
定土地权属调整范围。由政府管理部门参照听证的规定组织征询意见会，介
绍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可能涉及的权属调整类型、利害关系等，征求代表的意
见，并将此阶段收集到的意见作为权属调整方案编制的参考。为确保整理区
群众满意，代表中村民代表应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如果相关权利人不同意
进行权属调整，不能满足土地整理工作的要求，则需要另选他址。
（二） 进行土地清查核实
实地调查了解土地权属现状、土地权利人状况、土地利用现状等基本情
况，实地测量权属界址点的坐标，量算分权属单位的地类面积，编写土地权
属和利用现状报告，绘制大比例尺现状图。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及时调
处，一时无法解决的，暂不纳入土地整理范围。清查核实后应编制土地权属
和利用现状报告，必须做到权属清楚无争议，图件和数据与实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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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编制权属调整方案
根据收集到的权利人意见、权属现状调查成果和项目规划方案，初步确
定权属调整方案，并予以公告。在项目规划方案征求公众意见时，将权属调
整方案一并以会议形式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若社会公众对方案提出的意见
分歧较大，则对权属调整方案修改后再次公告征求意见，以提高方案的可操
作性。
（四） 权属调整方案报批
权属调整方案最终确定后，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调整方案逐级报准，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方案报乡 （镇） 人民政府和县级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批准后的权属调整方案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
（五） 拟占用土地的清查登记
施工前，单项工程根据规划设计在实地放样后，由村委会指派村民代表
对拟占用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进行丈量登记，经相关权利人确认后作为
调整方案实施的依据。
（六） 权属调整的实施
项目竣工后，管理部门应按照经批准的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公平、合理
地分配土地权益，并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及时进行土地
变更调查和土地变更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完成后，由发包方与承包方
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调整还要通知四邻到现场指界，相
邻各方无异议后签订权属调整协议，绘制现状图；其他权利调整完成后，由
当事人根据协商结果重新签订合同或协议。
（七） 权属调整的验收
项目验收时，对权属调整程序的合法性，对公告、协议、合同、图件的
规范性进行审查，并听取参与调整的权利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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