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集体土地征收实施工作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加强我市土地管理，规范集体土

地征收实施工作，有效保障农民集体及农户合法权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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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征收土地公告办法》（2010 年）、《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征地公告工作的通知》

（粤国土资利用发〔2014〕110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以及做好征地类行政复议工作的

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7〕103 号）、《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各地级以上市实

施的决定》（粤府令第 248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托建设用地审批（审核）职权实施

方案〉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8〕11 号）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依法由国务院批准、省人民政府委

托我市人民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的征地实施工作，适用本



规定。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市政府职责）市人民政府受委托接收原由省政

府审批（审核）的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使用未利用地、

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等建设用地审批（审

核）职权，全面负责建设用地的审批（审核）职责，并将拟

征收土地报批材料的组织、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及实施、征

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审批职权委托给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 

第四条（镇街政府职责）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管理委员会）依法做好征地红线的拟定工作；向被征地集

体经济组织、农民及相关权利人做好征地动员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政

府委托做好拟征收土地报批材料的组织工作；征收土地方案

的公告及实施工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审批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做好拟征土地的现状调查工作及调查结果与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的确认

工作；征地补偿费的支付工作；征地补偿登记工作。 

第五条（市国土部门职责）市国土资源局是征地报批审



查责任单位，承接省国土资源厅用地报批审查上报职能，主

要负责全市征地报批材料的实质性审查及上报工作；指导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做好征地报批和

实施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委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

委员会）做好拟征土地的现状调查工作及调查结果与被征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的确认工作；

征地补偿费的支付工作；征地补偿登记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委托镇街（园区）国土资源分局做好征地

报批材料的初审；联合同级社会保障部门开展征地听证告知

及听证工作；发布征地预公告工作；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实

施工作。 

第六条（市公证处职责）市内各公证处依申请对征收土

地方案公告的张贴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 

第七条（市财政部门职责）市财政局负责指导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各项征地补偿安置费

用的预存和支付，保证专款专用，保障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市社保部门职责）市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征地

社保工作。委托镇街（园区）社会保障分局审核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险方案，出具社保审核意见书，联合镇街（园区）国



土资源分局做好征地听证告知及听证工作，将计提的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全额划入市财政局与市社会保障局共同

监管的财政专户并做好养老保障资金的分配工作。 

第九条（市规划部门职责）市城乡规划局负责拟征收土

地的城市规划审核工作。 

第十条（市林业部门职责）市林业局负责拟征收土地的

占用林地情况审核和办理使用林地报批手续；委托镇街（园

区）林业主管部门出具非林地证明。 

第十一条（有关部门职责）其他相关部门依职责配合做

好征地相关工作。 

 

第三章   征地报批程序 

    第十二条（批前调查）征地报批程序，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建设规划拟定征地红线，

组织调查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及青苗、地上附着

物的权属、种类、规格、数量等情况，制作拟征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结果确认表，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权利人予

以确认。 

第十三条 （调查结果确认表内容）拟征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结果确认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拟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 



（二） 拟征土地上的青苗、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种类、

规格、数量。 

         第十四条（调查结果确认）拟征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结果确认表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签名加盖公

章、相关权利人签名予以确认。相关权利人因故未能签名确

认的，调查结果应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公示 5 日，经公示

无异议的，公示结束后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记录公示情

况，确认调查结果。 

第十五条（征地预公告发布）镇街（园区）国土资源分

局根据已确认的拟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制定并发布征

地预公告。 

第十六条（征地预公告内容）征地预公告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 拟征地范围、位置、面积、地类、土地用途； 

（二） 拟征地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 

    第十七条（公示时间地点）征地预公告由被征地集体经

济组织张贴在拟征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固定办公场所的公

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日。 

第十八条（批前听证）镇街（园区）国土资源分局与社

会保障分局联合履行批前听证告知程序，告知被征地集体经

济组织、相关权利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及拟征收土地的



调查结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权利人申请听证的，由镇街

（园区）国土资源分局、社会保障分局按规定程序组织听证，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出席听证；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决

定放弃听证的，经集体表决后出具放弃听证证明。 

    第十九条（听证告知书内容）听证告知书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 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包含拟征地的权属、面

积、地类、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等内容）； 

（二） 拟征地养老保险方案（包含拟征地所需安置的

养老保障人数、征地养老保险费用等信息）； 

（三） 拟征地的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包含拟征收土地

范围内青苗、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种类、数量等内容）。 

第二十条（听证告知书公示）听证告知书由被征地集体

经济组织张贴在拟征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固定办公场所的

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第二十一条（集体表决）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到

听证告知书后，应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有关规定及集

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对拟征收土地的有关事项进行集体表

决。通过成员代表会议表决的，表决结果应当公示 5 日，若

1/10 以上有选举权的成员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交成员大会重



新表决。 

    第二十二条（公示程序）拟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公

示、征地预公告、听证告知书公示、集体表决结果公示的张

贴情况应拍照取证，制作公示张贴情况备查表，负责张贴的

工作人员以及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参与张贴工

作的两名以上股东代表签字证明，并加盖被征地集体经济组

织公章确认，公示张贴情况备查表随同征地报批材料一并报

市国土资源局存档备查。 

第二十三条（落实补偿款）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理委员会）将征地补偿费用预存入征地补偿费指定财

政账户或预付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第二十四条 （留用地补偿） 征地留用地原则采用折算

货币补偿方式落实，确需采用实地留用的，留用地用途仅限

用于工业或公共设施用地。 

    第二十五条（规划审核、林地审核同步）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办理规划审核、使用林地审核

等手续，并组织征地报批材料，报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征地报

批手续。 

各镇街（园区）在开展建设用地报批组卷和审批时,必

须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和林地许可使用手续审核

工作同步开展，不得将征地社保和使用林地审核工作后置到



用地审批完成后再开展。其中,社保审核意见后置到征地实

施环节完成;林地审核意见后置到土地供应环节前完成。另

由国务院审批的用地,征地社保审核意见后置到上报国土资

源部审核前完成;林地审核意见后置到国土资源部上报国务

院审批前完。 

第二十六条（逐级报批）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后逐级上报

有权限的人民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 

 

第四章   征地实施程序 

第二十七条（征地公告发布）批准征收土地后，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在收到征地批复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拟定并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 

第二十八条（征地公告内容）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一）征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 

（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和面积； 

（三）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四）公告期限及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期限、地点； 

（五）载明被征土地所有权人及相关权利人不服征地决

定的，享有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内就征地批复向省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征地公告程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张贴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时，须将征地

批复、征地红线图作为公告内容一并予以公告、张贴。征收

土地方案公告时间为 5 日。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张贴情况应拍照取证，制作公告张贴

情况备查表，负责张贴公告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征地集体经济

组织法定代表人、参与张贴工作的两名以上股东代表签字证

明，并加盖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公章确认，报市国土资源局

存档备查。 

第三十条（公告档案存档）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向公证处依法申请对征收土地方案公告

的张贴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公证书一并报市国土资源局

存档备查。 

第三十一条（意见收集）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管理委员会）必须设立征地补偿登记和收集意见办公地

点，指定专人负责登记工作。 

第三十二条（补偿登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权

利人在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指

定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 

第三十三条（补偿登记情况说明）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期

满后，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应根据

公告期间的补偿登记情况出具补偿登记情况说明，连同征地



补偿登记表一并报市国土资源局存档备查。 

第三十四条（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镇街（园区）国土资

源分局在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拟订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听取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权

利人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五条（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内容） 征收土地补偿

安置方案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被征收土地的位置、地类、面积，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的种类、数量，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数量； 

（二）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

象和支付方式； 

（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 

（四）农业人员的具体安置途径； 

（五）其他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具体措施。 

第三十六条（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程序）镇街（园区）国

土资源分局组织张贴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时，须将征

地批复、征地红线图作为公告内容一并予以公告、张贴。征

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时间为 5 日。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张贴情况应拍照取证，制作

公告张贴情况备查表，负责张贴公告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征地



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参与张贴工作的两名以上股东代

表签字证明，并加盖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公章确认，报市国

土资源局存档备查。 

第三十七条（公告地点）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征收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应当在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固定办公场

所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其中，征收乡（镇）集体所有土地的，

应当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公告栏

内张贴公告。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除在被

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公告栏张贴外，还应在市国土资源局网站

进行公告。 

第三十八条（征地补偿款给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必须在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获批准

之日起 3 个月内向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征地补偿费，缴

纳相关税费。其中：已预存征地补偿费的将预存费用全额拨

付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在征地报批前已预付征地补偿费

的，提供银行凭证备查。同时做好征地范围内原不动产权的

注销工作。 

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及

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费归农民集体所有；安置补助费由被征

地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安置措施管理和使用；地上附着物



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由被征地集体经

济组织发放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个人。 

    第三十九条（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被征地集体经济组

织选择征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应在预付或预存征地补偿费时一并支

付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款。 

第四十条（征地工作备案）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征收土地的具体实施工作，向市国土

资源局提交征地实施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备案。 

第四十一条（征地实施备案材料）征地实施相关证明材

料应包括： 

（一）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征地补偿费、留用

地折算货币补偿款支付情况说明、银行凭证或收款收据； 

（二）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

告张贴情况备查表； 

（三）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公证书； 

（四） 补偿登记情况说明及补偿登记表； 

（五）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

缴纳征地相关税费的银行凭证。 

    第四十二条（核发建设用地）市国土资源局向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核发建设用地告知函，

告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依法实施



供地，同时抄送市社会保障局、市土地储备中心。 

    第四十三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拨付）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组织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向镇街（园区）社会保障分局申请拨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资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责任追究）在建设用地报批及征地实施过

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按照有

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四十五条（实施期限）本规定自 2018 年  月  日起

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