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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銀行立監督管理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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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姿規 〔2017〕 17号

国土資源部 財政部 中国人民銀行

中国銀行立監督管理委員会美子印友

《土地情各管理亦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副省吸城市国土資源主管部 11、 財政斤

(局 ),新彊生声建悛兵困国上資源局、財券局,中 国人民銀行上

海恙部、各分行、菅立管理部、省会 (首府)城 市中′む支行、副

省象城市中′む支行,各省、自治区、重籍市銀監局 :

カカロ張和規疱土地借各管理,根据相美法律法規和国券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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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件的規定,国 土資源部、

立監督管理委員会琺合修tT了

清遵照執行。

財政部、中国人民銀行、中国銀行

《土地儲各管理亦法》。現予
`F友

,

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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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備各管理亦法

一、恙体要求

(一 )力 貫物落共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美カロ張自然資源資声

管理わ防疱八隆的要求,辻一歩机疱土地倍各管理,増 張政府対

城多坑一定没用地市場的渭控わ保障能力,促辻土地資源的高数

配互
～

合理利用,根据 《国券院夫千加張国有土地姿声管理的逍

知》(国 友 〔2001〕 15号 )、 《国券院美子促逃市釣集釣用地的通

知》(国 友 〔2008〕 3号 )、 《国券院美子加張地方政府性債券管

理的意几》(国 友 〔2014〕 43号 )、 《国券院亦公斤夫千規疱国有

土地使用枚出■ lll支 管理的逍知》 (国 亦友 〔2006〕 100号 ),制

定本亦法。

(二 )土地借各是指姜坂 (合 )以 上国上資源主管部ロカ凋

控土地市場、促邊土地資源合理lll用 ,依法取得土地,姐 飲前期

升友、倍存以各供泣的行力。土地佑各工作坑一月口国土資源主

管部日管理,土地倍各机掏承担土地借各的具体実施工作。財政

部日久責土地借各資金及形成資声的監管。

(二 )土地倍各机杓皮力晏坂 (合 )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具有独立的法人資格、未属千所在行政区衆1的 国土資源主管部

日、承担本行政格区内土地倍各工作的事立単位。国土資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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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1対土地借各机杓実施名呆制管理。市、去坂国上資源主管都

11泣 杵符合規定的机杓信息逐扱上扱至省坂国上資源主管部 11,

姿省象国上資源主管部 11中 核后技国土資源部 ,all入全国土地備

各机杓名果,井定期更新。

二、備各十剣

(四 )各地泣根据国民盗済わ社会友晨規刻、国土規刻、土

地利用恙体規刻、城多規え1等 ,編制土地借各三年漆功it劇 ,合

理碗定未来三年土地借各規模,対三年内可牧借的土地資源,在

恙量、結ね、布局、叶序等方面倣出坑箸安排,仇 先倍各杢困、

低残不1用 等存量建没用地。

(五 )各地泣根据城市建没友展
～

土地市場調控的需要,身

合当地社会友晨規刻、土地借各三年漆功汁刻、年度土地供皮十

え|、 地方政府債券限額等因未,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倍各十刻。年

度土地借各汁え1内 容泣包括 :

1。 上年度末倍各土地結装情況 (合 上年度末的似牧佑土地

及入庫佑各土地的地埃清単);

2.年度新増借各土地十刻 (合 当年新増似lll借 土地和新増

入庫借各土地規模及地埃清単);

3。 年度借各土地前期升友十刻 (合 当年前期升友地埃清

単);

4.年度倍各土地供泣十え1(合 当年似供鹿地埃清単);

5。 年度佑各土地皓叶管伊汁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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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度土地借各資金需求恙量。

其中,似 ll■ 倍土地,是 指 已納入土地借各 it刻 或姪芸坂

(合 )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日 前已漕功lll口 、lll賄 、征 ll■ 等工作 ,

但未取得完整声杖的土地;入庫借各土地,足指土地倍各机掏已

取得完整声枚,納入佑各土地庫管理的土地。

(六 )国 上資源主管部 11泣 会同財政部 11子 毎年第二季度 ,

姐鉄端制完成下一年度土地借各十刻,提交省坂回土資源主管部

11各案后,淑 同坂人民政府批准。因土地市場調控政策交化或低

妓用地再升友等原因,碗 需調整年度土地倍各十刻的,毎年中期

可調整一次,接原常批程序各来、扱批。

三、入庫備缶椋准

(七 )借各土地必須符合土地rll用 恙体規災|～ 城多規裁|。 存

在汚染、文物遺存、ゲ声圧覆、洪沸聰恙、地反文字八隆等情死

的土地,在接照有美規定由相美単位完成核査、坪借わ治理え

前,不得入庫借各。

(ノ )`下夕1土地可以幼入借各疱曰:

1.依法牧目的固有土地 ;

2.牧殉的土地 ;

3.行使仇先驚采枚取得的土地 ;

4.已 亦理水用地装用、征 ll■ 批准手象井完成征lll的 土地 ;

5。 共化依法取得的土地。

入庫借各土地必須足声杖清晰的土地。土地倍各机杓泣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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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得方式及程序的合規性、変沸ネト僕、土地杖利 (包 括用益物

杖和担保物枚)等 情汎辻行中核,不 得力了lll借 面張fll征 牧土

地。対子取得方式及程序不合規、ネト僕不至1位 、土地枚属不清

晰、皮亦理相美不功声登泥手象而尚未亦理的土地,不 得入岸借

各。

(九 )lll驚土地的ネト僕林准,由 上地借各机柏与上地使用枚

人根据土地坪借結果協商,多 同坂国上資源主管部 11和 財政部 11

碗汰,或地方法規規定的共化机杓碗汰。

(十 )倍各土地入庫前,土地借各机杓泣向不功声登泥机杓

申清亦理登泥手数。借各土地登泥的使用杖美型統一碗定力 “其

化 (政 府借各)",登泥的用途泣符合相美法律法規的規定。

四、前期牙友、管伊与供皮

(十 一)土地倍各机柏久責理清入岸借各土地声枚,坪借入

岸借各土地的資声介値。

(十 二)土地借各机杓泣姐奴升晨対倍各土地始要的前期升

友,力 政府供皮土地提供必要保障。

借各上地的前期升友皮接照核地次的規友1,完 成地決内的道

路、供水、供屯、供気、劇卜水、iln惧 、曰楷等基拙浚施建浚,井

逃行上地平整,満足必要的 “通平"要求。具体工程要接照有美

規定,逸捧工程勘察、没it、 施工わ生理等単位逃行建没。

前期升友工程施工期同,土地借各机杓反対工程実施監督管

理。工程完成后,土地借各机杓鹿接規定姐奴升晨詮牧或委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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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机杓辻行詮llt,井 按有夫規定扱所属国土資源主管部 11各案。

(十 二)土地借各机杓反対幼入借各的土地釆取 自行管夕、

委托管伊、皓IItrll用 等方式邊行管伊;建立巡査制度,対侵字rib

各土地板利的行力要微至1早 友現、早制上、早炎理。対倍各土地

的管伊,可 以由土地借各机杓的内没机杓久責,也可由土地佑各

机杓接照相夫規定地捧管伊単位。

(十 四)在借各土地未供鹿前,土地借各机杓可警借各土地

或逹同地上建 (杓 )筑 物,通辻出租、皓吋使用等方式加以利

用。倍各土地的皓叶禾1用 ,一般不超辻西年,且不能影詢土地供

反。佑各土地的lh Hf利 用皮扱同象国土資源主管部日同意。共

中,在城市規裁1区 内借各土地的皓叶使用,需搭建建 (杓 )筑 物

的,在扱批前,反 当先姪城市規刻行政主管部 11同 意,不得修建

永久性建筑物。

(十 五)借各土地完成前期升友,井具各供皮条件后,皮 幼

入当地市、去土地供鹿十え1,山 市、芸国土資源主管部 11統 一姐

鉄土地供泣。供泣已友ilE的 借各土地え前,皮 lll回 井注鋼共不功

声枚iIEギ 及不功声登泥II明 ,井在不功声登通簿中予以注硝。

五、資金管理

(十 六)土地借各資金牧支管理芦格執行財政部、国上資源

部美子土地倍各資金財券管理的規定。土地佑各資金ミ辻政府萩

算安‖卜,実行を款を用。

(十 七)土地借各机胸皮当芦格接照規定用式使用上地借各

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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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不得椰用。土地借各机杓所需的日常埜費,幼 入政府萩

算,与 土地佑各資金実行分敗核算,不得相互混用。          :

(十 八)土地倍各机杓接規定編制土地借各資金牧支項目萩

算,多 同坂口上資源主管部 11中 核,叔 同坂財政部 11常 定后執

行。年度終了,土地借各机掏向同坂財政部 11扱送土地借各資金    ヽ

lll支項目決算,由 同坂財政部日中核或者由同鉄財政部目指定具     i

有良好信巻、執並反量高的会十姉事券所等相夫中介机杓逃行中

核。                              1

(十 九)土地倍各資金泣当建立鏡数坪介制度,鏡 残汗介結

果作力財政部 11安 排年度土地借各資金lll支項目萩算的依据。

(二 十)土地借各寺項債券資金管理執行財政部、国上資源    |

部有夫地方政府土地借各寺項債券管理的規定。

大、監管責任                         |

(二 十一)信 息化生管。国上資源部利用上地借各監測上管     :

系坑,監測監管土地借各机杓立券升晨情況。             '

列入全国土地倍各机杓名永的机杓反接要求在土地借各監測

監管系坑中填扱倍各土地、已供借各土地、倍各土地資声存量わ

増量、倍各資金牧支、土地倍各寺項債券等相美信息,接 受主管     ｀

部11監 督管理。土地佑各机杓皮接相美法律法規
～

規疱性文件升    ＼
ヽ

晨工作,逹反相美要求的,杵被給予警示宣至退出名乗。        1

(二 十二)部 11分工上管。各坂国土資源主管部 11及 財政部     )

日皮接照駅責分工,互相配合,保 IIE土 地佑各工作販利升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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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芸象国土資源主管部 11反 制定相夫管理亦法,監管上地借

各机掏、立券近行、姿声管理及資金使用 ,定期考核,か 張対上

地倍各机杓的管理与指早;及 IIt核 准上特土地借各机掏在土地倍

各上淑1上 管系坑中的信息,常核調整土地借各十刻及資金需求 ,

井配合財政部 11微好土地倍各寺項債券額度管理及友行等相夫エ

作。

省象国上資源主管部 11久 責制定本行政轄区内土地借各監管

制度 ,対土地借各立券辻行政策和立券指早,監管土地佑各机杓

及本地区土地借各立分近行情況,中核土地倍各机杓名果、土地

借各規模、資金及寺項債券的需求,配合財政部 11微好土地佑各

寺項債券額度分配及友行等相夫工作。

財政部日久責申核土地借各資金牧支萩決算、監督管理資金

支付
～

牧数及上地佑各寺項債券友行、近本付息等工作。

(二 十二)各象国上資源主管部 11、 財政部 11、 中国人民銀

行分支机杓和銀行立上督管理部日泣建立符合本地実隊的咲合上

管机制。接照取責分工,対倍各土地、資声、資金、寺項債券邊

行監督
～

指早。

七、其他要求

(二 十四)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 it劇 単列市国上資源主

管部 11可 依据本亦法規定,結合当地美味,会 同当地同坂財政部

11、 人民銀行及彼行立監督管理部 11711定 具体実施亦法。

(二 十五)本 亦法由国上資源部会同財政部、中国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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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銀行立上督管理委員会負責解粋。

(二 十六)本亦法自友布え日起実施,有戒期 5年 。《国上姿

源部 財政部 中国人民銀行夫子印友 〈土地倍各管理亦法〉的in_

知》(国 上資友 〔2007〕 277号 )同 lll慶 止。

ヽ

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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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牙方式 :主功公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