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司法局、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培育自然资

源法治文化，普及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推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我省贯彻实施，省自然资源厅、

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决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普法知识竞赛暨‘土地情’征文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特别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部署。全

面贯彻实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坚持土

地公有制不动摇；坚持耕地红线不突破；坚持农民利

益不受损；坚持粮食产能不降低；提高土地利用水平。

二、活动主题

依法利用土地，保障群众权益

三、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司法厅、省普法办

（二）承办单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法规处、河南

省煤田地质局政策法规咨询研究中心、河南大正律师

事务所

四、活动形式及时间安排

本次活动答题、投稿阶段为6月 1日至6月 12日，

评比阶段为6月 13日至6月 19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普法知识

竞赛

知识竞赛分为报刊答题和网上答题，两种方式同

步进行，择一参加即可。所选题目均为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

正案内容，总分 100分，共设填空题 10道、选择题 15

道、判断题 10道。报刊答题可在6月 1日《河南日报》

版（可复印）上手写作答，将报纸答卷裁剪后于6月 12

日前邮寄至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1020室；网上答题可

在 6月 1日至 12日期间登录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门户

网站（http://dnr.henan.gov.cn/），点击首页“土地管

理法知识竞赛”悬浮窗口进入系统作答。

（二）“土地情”征文活动

征文活动面向全省干部群众。征文内容要符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感情真

实、条理清楚、视角新颖、文字流畅，语言文字、标点

符号符合国家规范;征文内配图清晰，JPG格式，图

片大小不低于 4MB；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不超

过 3000字；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套改，文责

自 负 。 征 文 稿 件 直 接 通 过 互 联 网 发 送 至 邮 箱

stfaguichu@sina.com，邮件主题请标明“土地情征

文活动”，文内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优秀

征文将汇编成册，并推荐部分获奖作品在《中国自然

资源报》《资源导刊》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刊登。

五、活动奖励

本次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办单位

将委托第三方（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对知识竞赛答

题情况和征文作品进行评比。普法知识竞赛设个人

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50名；征文活动设

个人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另设

单位优秀组织奖10个。6月25日前主办方将对优秀

个人及单位进行奖励表彰。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站位、积极参与。土地管理工作关系经

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农

村土地制度、严格耕地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关部

门和单位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具体要求，因地制宜、

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基本制度的宣传解读和政策落实，使新法各项

制度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二）广泛动员、精心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采

取多种形式发动本部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踊跃答题，积极投稿。尤其是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系统内掀起学

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热潮，增强干部职

工法治意识，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乡（镇）有关部

门和单位要将活动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普法知识竞赛，扩大宣传教育对象的覆盖范围，

增强活动实效。各单位可统一收集本单位参加人员

的答题、征文一并按时报送。

（三）强化实施、增强实效。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为土地管

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按照循序渐进、统筹全局的原则，

在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

略中统筹运用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向广大群众普法，加强对土地管理

法基本制度的宣传解读和政策落实，使土地管理各项

制度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联系人：熊代博0371-6810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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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司法厅 河南省普法办

一、填空题（共10题，每题3分）

1.维护土地的（ ）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立法的首要目的。

2.十分珍惜和（ ）每寸土地，切实（ ）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3.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
行（ ）或者（ ）并（ ）。

4.国务院（ ）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
理和监督工作。

5.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在空间和时间上做出的安排，包括（ ）规划、
（ ）规划和相关（ ）规划。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禁止
占用耕地建（ ）、建（ ）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
房、（ ）、采石、采矿、（ ）等。禁止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 ）。

7.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 ）或者（ ），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
占用。

8.农用地转用制度是指，将农用地按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国家规定的批准权限报批后转变为（ ）
的行为。

9.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 ），
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 ），长远生
计（ ）。

10.本次修法对宅基地的审批权限和管理部门进
行了调整，一是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 ）人
民政府审核批准；二是宅基地管理部门由原来的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调整为（ ）部门。

二、不定项选择（共 15题，每题 4分，错选少选均
不得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原则是什
么？（ ）

A.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动摇
B.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
C.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D.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以下哪些是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增加的新内容？( )

A.将征用改为征收或征用
B.确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C.允许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
D.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3.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
有？（ ）

A.耕地
B.林地、草地
C.农田水利用地
D.养殖水面

4.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包括？（ ）

A.乡（镇）农民集体
B.村农民集体
C.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
D.村民个人

5.根据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 ）
A.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

郊区土地
B.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C.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
D.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

6.关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正确的是？（ ）
A.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
B.科学有序统筹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
C.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制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D.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前，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不再执行。

7.下列哪些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为永久
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 ）

A.经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确定的粮、棉、
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B.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
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和已经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

C.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D.蔬菜生产基地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年
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
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 ）
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
定缴纳闲置费；连续（ ）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
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该幅土
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恢复耕种。（ ）

A.半；半；1
B.半；半；2
C.1；1；2
D.2；2；3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
土地征收的审批权限有以下哪几级？（ ）

A.国务院
B.省级人民政府
C.市级人民政府
D.县级人民政府

10.国务院征收的土地包括哪些？（ ）
A.永久基本农田
B.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
C.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70公顷的
D.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

11.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
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等因
素，每多少年调整或者公布一次？（ ）

A.1
B.2
C.3
D.5

12.国有土地出让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哪些？
（ ）

A.招标
B.拍卖
C.挂牌
D.协议出让

13.根据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无权采取以下哪些强制
性措施？（ ）

A.询问
B.查封
C.扣押
D.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买卖和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哪些处罚措
施？（ ）

A.没收非法所得
B.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C.处分
D.刑事处罚

15.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
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
几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

A.15
B.30
C.60
D.180

三、判断题（共10道，每题1分）
1.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要求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必

须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用途和条件使用土地。（ ）

2.国务院委托的机构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
管理情况进行督察。（ ）

3.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从所有权
中分离出使用权，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 ）

4.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
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
出处理申请，也可以向有关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
调查处理申请。（ ）

5.国家建立全国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对土地利用
状况进行定期监测。（ ）

6.在基本农田前面加上“永久”二字，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高度重视，
体现的是严格保护的态度。（ ）

7.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由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

8.土地征收不具有行政强制性，必须以被征收者
的同意为前提条件。（ ）

9.征收土地的，按原用途和年产值倍数法来确定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

10.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村庄规划，情况特殊的可以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 ）

■ 链接

立法背景资料

土地管理法是指对国家运用法律和行政的

手段对土地财产制度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所

进行管理活动予以规范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 1986年 6

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1988年 4月 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

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88年 12

月 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根

据《宪法修正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做了相应的修改，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

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

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些规定为国有土地

进入市场奠定了法律基础。

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严格保护耕地的需

要，1998年 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明确规定：国家依

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单位使用

国有土地，应当以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修订后

的该法于1999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

根据 2004年 3月 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

条关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的规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规定：“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

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019年 8月 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

的决定。本决定自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土地管理法的立法和修改是顺应国家社会

现实发展客观的需要，从法律制度的源头上，完

善征收与补偿机制，改革土地利益分配制度并

将改革成果归由人民共享，实现城乡一体化过

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一种理性的平

衡，减少征收中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继续高速发展的必要之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知识竞赛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普法知识竞赛暨“土地情”征文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