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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仍有老宅 宅基地咋确权
2020 年河南农村不动产登记将全覆盖 本报盘点六大问题为您释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文图

正在城市中打拼的你可知道，咱老家的那些老宅子也要
颁发“房本儿”了。
宅基地能否继承？因参军、求学等原因离开农村，原有
宅基地还能否确权登记？农房登记工作面临到哪些现实难
题？
12 月 5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随河南省不动产登
记局等单位在荥阳市廖峪村、新沟村等地进行农房登记调研
时了解到了关于农房登记工作的最新信息。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总结盘点 6 个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向负责农房登记工作
的河南省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咨询。

河南计划利用三年时间
完成农房登记工作
12 月 5 日，冒着今年第一场
大雪，河南省不动产登记局党支
部、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
党总支、荥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支部委员会一起来到荥阳市新沟
村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在为当地贫困户送去米面油
等生活慰问品的同时，省市县三
级不动产登记部门工作人员深入
我省农房登记权籍调查工作一线
推进该项工作。
2017 年，河南省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下
发通知，提出计划在 3 年内完成河
南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工作，至
2020 年，农村不动产登记进入日
常管理，实现不动产登记全覆盖。
对于农房登记工作，在全省
各地市中，郑州、洛阳两地推进速
度较快。截至今年 11 月 30 日，郑
州市已完成近 46000 宗农房权籍
调查任务。
但与此同时，从全省整体情
况来看，部分地区也存在对农房
登记工作重视程度不足与相关经
费欠缺、落实不到位等主客观因
素，限制了部分地区农房登记工
作的进度。

农房登记为下一步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农房登记工作主要有两个
重大意义，首先可借助此次登记，
厘清农村长期存在权属争议、相
关权属来源材料欠缺的农房归属

问题。其次，为下一步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农村
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意义，省
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通
过确权登记发证，可以明确农村
住房、宅基地的产权归属，更好地
保护农民的权益。此外，按照现
行法律法规的要求，宅基地不具
备抵押、交易的功能，需要未来颁
布的法律法规作出进一步的明
确，但农房登记工作可以为下一
步进行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基础。
与大家相对熟悉的城市住宅
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相类似，农村
住房在进行合法登记前，必须要
通过权籍调查工作厘清该房屋的
合 法 权 属 来 源、界 址、归 属 等 工
作。
“农村房屋几乎是一家一个
样子，不像城市中的房屋存在相
对一致的平面图，也造成了测量
难度的增加。”12 月 5 日中午，在
荥阳市廖峪村农房登记测绘现
场，测绘人员陈增辉告诉记者，农
村住房分布相对松散，加之目前
对农村住房的具体数量尚没有明
确资料记载，对于不动产登记部
门而言，此次开展农村住房不动
产登记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均集中
在对农村住房的权籍调查方面。
按照我省农房登记工作的要
求，对于农村权籍调查不得收费，
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上述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对于收费标准，国家
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对于申请宅
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
记的，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
本费，每本证书 10 元。

舞阳县供电公司：旗帜领航树标杆
12 月 4 日，舞阳供电开展文明交
为党员学习交流的平台，实现了党员
通志愿服务活动，30 多名党员在深圳
的“零距离”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支部
路与张家港路交叉口轮流执勤，
劝导车
的凝聚力。成立了党员服务队，在窗
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口部门设立党员示范岗，以党建带团
舞阳供电认真落实
“旗帜领航 三
建，
营造赶、学、比、超的良好氛围。以
年登高”
计划，
通过搭平台、树标杆、创 “党员身边无违章”
、党员示范岗、文明
载体等举措，
积极策划开展具有特色的
交通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充
党建活动，
教育党员干部比学习，
争做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
讲政治的表率；
比纪律，
争做守规矩的
模范作用，
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
引导
表率；
比工作，
争做敢担当的表率。每
全体员工创先争优，努力以作风的大
个支部都建立微信群，
有活动或工作通
转变推动能力大提高、效能大提升、工
知及时在群里发布，
党员在群里进行学
作大落实、
事业大发展。
习讨论，
交流学习心得，
党建微信群成
（薛俊锋 胡海洋）

2016 年 2 月 20 日，
河南省宝丰县马街村内的土坯房，这些老房子已无人居住。东方 IC 供图

【6 个问题】
1.宅基地能否继承？
问：老家中的老宅子为父母所有，
如今父母已经去世，能否通过继承的方
式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呢？
据了解，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
定，宅基地的所有权属集体所有，个人
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使用权缺乏规
定。但可以通过继承房屋取得宅基地
的使用权。

2.想继承房屋应该如何办理？
问：老家中的老宅子为父母所有，
如今父母已经去世，怎样办理房屋继
承？
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农房登记工作中，确权的核心点在于
房屋是否还存在。对于房屋尚存、用地
状况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如房屋所有
人已经去世，其继承人应当先前往房屋
所在村、乡镇等相关部门确认产权信
息，在办理了继承等相关手续后，再进
行确权登记。

3.离开农村，老家的宅基地咋
办确权登记？
问：因参军、求学等原因离开农村，
但老家依然有宅基地的情况怎样办理
确权登记？
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确定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
的宅基地，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可依
法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但如果房屋拆除后没有批准重建的，土
地使用权则由集体收回。

4.为何不同地区宅基地的大
小会存在差异？
问：为何我家的宅基地面积为“两
分”而一些同事、朋友在其他地区的宅
基地面积大小为
“两分半”
甚至
“三分”？
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根据 1982 年国务院所颁布的《村镇
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及后续河南省配套

出台的《河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
办法》要求，我省在制定宅基地面积大
小时，根据其所在地的地貌、资源禀赋
等个体情况，将常见的宅基地面积大小
划分为了二分、二分半、三分、三分半等
规格，但要求最多平均每户用地不得超
过三分半。各县、市要根据限额规定，
结合当地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
惯、计划生育等情况，具体规定社员宅
基地面积标准，
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5.老房子已不能住人，还能进
行权籍调查吗？
问：如果老家宅基地上的房子已经
出现破损而导致不能居住的，是否能够
在权籍调查时被调查、
记录？
对此问题，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
责人明确表示，
“ 房屋质量与产权并无
直接关系”，在农房登记工作中，不动产
登记部门也将依照“全面调查、依法登
记”的原则进行办理，这也就意味着，无
论农房现状质量如何，在权籍调查中都
需如实记载，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行登记。

6.“超占”咋处理？
问：在现实中，不少农村宅基地都
存在“超占”的情况，在确权登记时怎么
处理？
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所谓“超占”，是指实际占有宅基地的面
积超过了当地人民政府所规定面积的
情况。对于“超占”行为的处理，不动产
登记部门将按照“尊重历史、依法依规”
的原则，参照 3 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处
理。
如宅基地“超占”发生在 1982 年之
前，且用地状况至今没有发生变化的，
则按现状进行登记。
如宅基地“超占”发生在 1982 年至
1986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前的，需要宅基地使用人按照
当时的规定进行处理后，凭相关处理证
明，
按现状进行登记。
如宅基地“超占”发生在 1986 年之
后，不动产登记部门则将按照已经生效
的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