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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辉县市秦俊英来信反映：

我是辉县市农民，我们村有64亩集体耕地，

村委会和占地单位在未经村民代表同意的情况

下，私下签订了征地协议，耕地就算变成国有

了。请问：村委会与占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协议合

法吗？

秦俊英同志：

读者朋友经常向本报提出类似问题，所以，你所

反映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在此进行比较详细的答

复。你可参考这个答复，对你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判

断。

征地要确保农民知情并表达自己的意愿

根据有关规定，征地过程中，要确保农民知情并

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征地涉及征地报批

前期工作和批后实施工作。在征地报批前期工作

中，要求当地履行告知、确认、听证程序，将拟征地的

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告知被征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就征收土地方案听取被征地

村组和农户的意见，确认方案有关内容。征地告知

要落实到村组和农户，结合村务信息公开，采取广

播、在村务公开栏和其他明显位置公告等方式，多形

式、多途径告知征收土地方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农

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征收土地方案依法批准

后，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具体组织公告、登记等征地批

后实施工作。

被征地农民有异议时要听证

当被征地农民提出异议时，要组织听证。依据

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征地不仅要征求被征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意见，更要征求被征地农民意见。群众有异

议、申请听证的，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组织听证。对

于农民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对于不

合理要求，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群众思想疏导

工作，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不得强行征地。

2004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

（国土资源部第22号令），对征地中涉及的听证有关

问题作出了规定。

征地有严格监管

征地实践中如何加强征地管理中的监管？首

先是前期审查，用地报批中严格把关。对征地的

程序、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

层层把关，严格审查。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予用

地审查报批。其次是后期监管，健全征地批后实施

反馈制度。用地批准后，要求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将

征地批后实施完成情况，包括实施征地范围和规

模、履行征地批后程序、征地补偿费用到位、被征地

农民安置及社会保障落实等情况，通过在线报送系

统及时报送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国土资源部，以及

时掌握征地批后实施情况，加强监管，确保按批准

要求实施征地。

征地要做到“五要”

征地工作中要做到“五要”：要让农民知情，要让

农民参与，要让农民住有所居，要让农民监督，要让

农民满意。

征地要补偿

全面实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

价。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是完

善征地补偿机制、实现同地同价的重要举措，也是提

高征地补偿标准、维护农民权益的必然要求，各类建

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都必须严格执行。对于新上建

设项目，在用地预审时就要严格把关，确保项目按照

公布实施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核

算征地补偿费用，足额列入概算。建设用地位于同

一年产值或区片综合地价区域的，征地补偿水平应

基本保持一致，做到征地补偿同地同价。

我省有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

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至3年对

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逐步提高征地补偿水平。

为防止拖欠征地补偿款，确保补偿费用及时足

额到位，建立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在市县组织用

地报批时，根据征地规模与补偿标准，测算征地补偿

费用，由申请用地单位提前缴纳预存征地补偿款；对

于城市建设用地和以出让方式供地的单独选址建设

项目用地，由当地政府预存征地补偿款。用地经依

法批准后，根据批准情况对预存的征地补偿款及时

核算，多退少补。

征地批后实施时，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确定

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时足额支付补偿安置费用；

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要直接支付给农民个人，防

止和及时纠正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的问题。

根据情况多元安置

优先进行农业安置。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因

地制宜，采取多种有效的征地安置方式。在一些通

过土地整治增加了耕地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预留

机动地较多的农村地区，征地时应优先采取农业安

置方式，将新增耕地或机动地安排给被征地农民，使

其拥有一定面积的耕作土地，维持基本的生产条件

和收入来源。

规范留地安置。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实施征地，可结合本地实际采取留

地安置方式。留用地应安排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并征为国有；涉及农用地转用的，要纳入年度土地利

用计划，防止因留地安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留

用地开发要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有关规定要求。

被征地农民要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将被征地

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是解决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的

有效途径。当前，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保问题的关键

在于落实社保资金，本着“谁用地、谁承担”的原则，

鼓励各地结合征地补偿安置积极拓展社保资金渠

道。各地在用地审查报批中，要对被征地农民社保

资金落实情况严格把关，切实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资金的落实。

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要做

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与新农保制度的衔接工作。

被征地农民纳入新农保的，还应落实被征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不得以新农保代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房屋拆迁要补偿安置

征地中拆迁农民住房应给予合理补偿，并因地

制宜采取多元化安置方式，妥善解决好被拆迁农户

居住问题。

在城市远郊和农村地区，主要采取迁建安置方

式，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拆迁补偿既要考虑被拆

迁的房屋，还要考虑被征收的宅基地。房屋拆迁按

建筑重置成本补偿，宅基地征收按当地规定的征地

标准补偿。

在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原则上不再单独安排

宅基地建房，主要采取货币或实物补偿的方式，由被

拆迁农户自行选购房屋或政府提供的安置房。被拆

迁农户所得的拆迁补偿以及政府补贴等补偿总和，

应能保障其选购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

纳入拆并范围的村庄，迁建安置应向规划的居

民点集中。有条件的地方应结合新农村或中心村建

设，统筹安排被拆迁农户的安置住房。

（本报记者成睿智）

法定途径：行政监察

行政处罚 立案侦查

主要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二

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

条、第八十一条，《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六十六条、第

六十七条、第七十三条，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八

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

通知》第八十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城

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55号）第十九条、第四十

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

六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48号）第三十八条；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

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土资源部令第15号）第十

一条。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村委会签订的征地协议合法吗？

国土资源领域通过法定途径
分类处理的信访投诉请求清单及主要依据

■■链接链接

申诉求决类
申诉求决，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或组织章

程规定，向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诉，要求重新

做出处理或解决矛盾纠纷。

法定途径：行政裁决 行政

复议 行政诉讼

主要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

十七条，《行政复议法》第六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

《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 10号，2010年修

正）第八条、第十五条；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

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238号），《关于开展制订

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5〕144号），《关于加快

推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

决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6〕133号），《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96号），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

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

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

号）。

土地征收补偿

权属争议

法定途径：行政裁决 行政

确认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主要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

《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九条，《行

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

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

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第

五条、第九条、第三十一条。

揭发控告类
揭发控告，是指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反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违纪事实或提供线索，要求

依法制止、惩处或赔偿的行为。

破坏农用地

法定途径：行政监察 行政处

罚 立案侦查

主要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

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三条、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一）〉的通知》第六十七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八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四条，《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57号）

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八

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三条，《土地复垦条例》（国务

院令第592号）第二条、第三十七

条。

违法批地

法定途径：行政监察 立案侦

查 国家赔偿

主要依据：

《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四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

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

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

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第十三条，《刑法》第

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

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

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

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三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256号）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

办法》（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土资源部令第15号）第四条、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

违法占地

法定途径：行政监察

行政处罚 立案侦查

主要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

七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

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

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

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

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

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

条、第八十条，《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十四条，《城乡规划法》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

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刑

法》第三百四十二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

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

条、第八条、第九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

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的通知》第六十七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

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

四十三条，《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55号）第

十七条；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

为处分办法》（监察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

部令第15号）第十条。

九条、第十三条，《国土资源

行政处罚办法》（国土资源部

令第60号）第五条、第六条，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

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7号）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协议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第

五条、第九条、第十一条，《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令第39号）第四条、第十条，

《划拨用地目录》，《限制用地

项目目录（2012年本）》，《禁

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

本）》，《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和系列工程项目建

设用地指标。

违法转让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