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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规模

化、产业化经营，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村生活条件，促进

美丽乡村建设。 

二、项目安排意见 

（一）各市控制额度综合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灌溉水田

面积、未整治耕地面积、新增费缴费情况及项目绩效评价等

因素进行测算，以市为单位下达控制额度（不含已纳入高标

准农田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县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贫困县）。各市州具体控制额度见附件 1，高标准农田建设综

合改革试点县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贫困县名单见

附件 2。 

（二）各市根据市县级项目库管理有关规定，参照《关

于对省级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行项目库管理的通知》（湘国

土资办发〔2016〕73 号）有关要求，依据省下达的资金额度

及分配原则，从项目库中选取本辖区内 2018 年度市县级项

目，并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前将各县市区分配额度报省国

土资源厅备案。项目安排要按照《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和《湖

南省土地整治规划》重点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倾斜。 

（三）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可优先安排：  

1．具备实施土地平整工程的条件且实施土地平整工程

区域占建设规模比例较大的； 

2．实施后可实现新增耕地且新增耕地面积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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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实现多目标融合的； 

4．实施后具备较好生态效益的； 

5．项目区内耕地处于休耕期或项目实施可与建设项目

耕作层剥离相结合的。 

（四）各市可安排实施“先建后补、以补促建”项目，项

目村由各市国土资源局、财政局组织所辖县市区具体确定，

具体按《湖南省农村土地整治“先建后补、以补促建”试点方

案》（湘国土资发〔2014〕11 号〕）执行。 

（五）项目安排要与实施能力挂钩，重点支持项目组织

实施能力强、地方政府重视、完成任务及时、群众积极性高

的县市区。未完成 2015 年（含）之前各级各类土地整治项

目施工、验收、网上报备和资料备案或工程质量、资金使用

存在严重问题，设计执行差、变更管理不规范的县市区，原

则上不得安排项目。 

（六）各级国土资源、农业、水利、发改、农开等涉农

部门已实施相关工程的区域不得重复安排项目。 

 三、项目选取的必要条件 

（一）基础条件。项目区自然条件优越，水源、土壤和

地质条件满足工程要求，具备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项目区

内无土地权属争议。 

（二）规划条件。所选项目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土地整治规划，以及城乡建设、农业

发展、水利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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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条件。所选项目须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

织国土、财政、农业、水利、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论证通

过。 

（四）技术条件。所选项目应满足项目选址、新增耕地

等技术条件（见附件 3）。 

四、项目审查程序 

（一）县市区国土资源局根据本通知要求，开展项目选

址踏勘，并在充分征求当地乡镇、村组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初步确定项目范围和“先建后补、以补促建”项目村。市国土

资源局要对县市区申报的项目进行实地核查确认项目范围

或确定项目村（“先建后补、以补促建”项目），确保选址符合

要求。 

（二）项目区确定后，由县市区国土资源局或村集体

（“先建后补、以补促建”项目）组织开展可研、概算编制等

前期工作。 

（三）县市区国土资源局组织对项目可研进行初审，并

报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各部门进行论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对

项目可研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入库。 

（四）市国土资源局按照本通知要求，从入库项目中选

取 2018 年度安排项目，由县市区国土资源局或村集体（“先

建后补、以补促建”项目）组织有资质的单位编制项目设计

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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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国土资源局会同财政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设计和

预算进行审查后，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联合行文向省国

土资源厅、省财政厅上报本辖区项目审查情况报告，同时提

交项目资料，逾期未上报的不再受理。两厅组织对项目进行

形式审查。 

（六）市国土资源局根据两厅下达项目资金的文件和项

目设计成果下达项目建设任务。 

五、其他要求 

（一）市、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应按照《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湘财预〔2015〕167 号）和“互联网+监

督”工作规定，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二）项目按照要求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进行

信息报备。 

（三）各市如安排实施“先建后补、以补促建”试点项目，

应根据本辖区资金情况，组织所辖县市区按照“村支两委积

极性高、组织协调能力强、自筹资金能力强、建设规模适中”

的原则，合理确定项目村。 

（四）项目区范围确定后，县市区土地整治机构应组织

项目区所涉及的村组成立由村干部和高素质、有威望的村民

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配合完成设计意见征求工作。县市区

级土地整治机构应安排专人，参与项目管理全过程。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7 

附件 1 

2018 年市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控制额度表 

 

序号 市  州 资金额度（万元） 建设规模（万亩） 

  合  计  30000 20.00 

1  长沙市 3841 2.56 

2  株洲市 2777 1.85 

3  湘潭市 1639 1.09 

4  衡阳市 4326 2.89 

5  邵阳市 1226 0.82 

6  岳阳市 3789 2.53 

7  常德市 5989 3.99 

8  郴州市 2856 1.90 

9  永州市 3209 2.14 

10  娄底市 348 0.23 

备注：项目资金额度含土地平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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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县和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贫困县名单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县（共 20 个） 

    浏阳市、茶陵县、湘乡市、平江县、石门县、耒阳市、

武冈市、慈利县、安化县、宜章县、蓝山县、溆浦县、新化

县、永顺县、沅江市、南县、桃江县、赫山区、资阳区、大

通湖区。 

    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贫困县（共 51 个） 

    1．株洲市：茶陵县、炎陵县 

    2．衡阳市：祁东县 

    3．邵阳市：武冈市、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

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县 

    4．岳阳市：平江县 

    5．常德市：石门县 

    6．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 

    7．益阳市：安化县 

    8．永州市：江华县、新田县、宁远县、江永县、双牌

县 

    9．郴州市：宜章县、汝城县、桂东县、安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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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娄底市：涟源市、新化县、双峰县 

    11．怀化市：鹤城区、洪江区、洪江市、中方县、沅陵

县、辰溪县、会同县、麻阳县、新晃县、溆浦县、芷江县、

通道县、靖州县 

    12．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保靖县、

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花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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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市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技术要求 
     

一、建设标准 

以国家和省颁布的工程设计规范进行工程布局，工程设

计标准严格按湖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DB43/T 876—2014)

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DB43/T 876-2014)中未进行规定

的，按照《湖南省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建设标准》执行。 

二、预算定额标准 

预算按《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 号）和《湖南省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补充定额标准（试行）》（湘财建

〔2014〕22 号）执行。 

三、选址要求 

项目区必须超过 80%的面积为永久基本农田，且相对集

中连片。原则上不得跨乡镇安排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不得低

于 800 亩，实施片块不得超过 3 个，单个实施片块不得低于

200 亩。整村推进的项目不受实施片块、单个实施片块面积

限制。项目实施后，项目区的耕地面积不得减少。 

四、工程建设要求 

科学安排各类工程，重点布设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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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干工程，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和田间道路工程综合体

系，注重完善各类工程设施的生态功能。项目设计时应充分

考虑项目区的整体性，不得以逐级拆分预算指标的方式进行

项目设计。 

（一）土地平整工程 

土地平整工程布设须因地制宜，所选土地平整区域应相

对集中连片，土层厚度超过 60 厘米，相邻田块高差在 30 至

50 厘米之内。需远距离外运客土的不得布设土地平整工程。 

    需布设土地平整工程的项目，应由项目所在县国土资源

局出具说明文件，对所选土地平整区域现状条件，布设理由

等进行说明，并附具土地平整区域所涉及乡镇、村组及土地

权益人同意实施土地平整工程的意见和设计单位意见。 

    土地平整工程未经批准不得变更，确实无法实施的不得

用于其他工程，相应调减土地平整预算资金。 

（二）禁止布设的工程 

    1.田间道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施工费不得超过总施工

费的 35%，原则上路面不得硬化。项目区内如确需布设硬化

道路，应用于解决田间交通运输条件并与周边交通条件相匹

配，项目区外不得布设。工程所需投资应由项目所在村组自

筹资金和项目投资资金按 1:1 比例配套。 

    2．原则上禁止在水利部门认定为河流、湖泊的水域布

设防洪堤、河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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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则上田间灌排设施不得布设毛渠、毛沟和大型渠

系建筑物。 

    4．对项目区田块没有灌溉作用，或蓄水量超过 5 万立

方米的水塘，不得纳入建设内容。 

    5．总长度超过 15m，坝高超过 3m 的小型拦河坝，不得

纳入建设范围。 

6．机耕桥总长度超过 10m、单跨超过 5m，人行桥总长

度超过 20m、单跨超过 4m，不得纳入建设范围。 

五、项目评价及耕地质量等别 

设计单位在编制项目可研和设计报告时应按有关技术

要求对项目实施后可量化、可考评指标的预期效益进行评

估，形成评估报告并单独装订成册。如发生变更，设计单位

应对评估报告进行相应修改。 

项目设计资料中应包含项目区涉及耕地的耕地质量等

别年度更新成果，项目验收时应开展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更新

工作。 



 13 

附件 4 

 

2018 年市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土地整治） 

项目合规性审查资料提交清单 

 
序号 资  料  清  单 

一、可研资料 

1 可研报告（含摘要书） 

2 
图件（含项目区位置图、万分之一国际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含红线）、

基本农田保护图（含红线）、项目现状图、规划图、单体设计图） 

二、设计资料 

1 设计报告 

2 预算书 

3 图件（含项目现状图、规划图、土方图、单体设计图） 

三、附件资料 

1 市州国土部门、财政部门关于项目审查情况的报告及统计表（设计数据） 

2 市级各科室内部审查意见（可研阶段） 

3 市级各科室内部审查意见（设计阶段） 

4 市级国土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意见 

5 市级国土资源部门关于项目区不与以往项目重叠的承诺书 

6 县级人民政府立项申请 

7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各相关部门关于项目实施的论证意见 

8 
乡镇政府、村委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签字）支持项目实施的具体
意见 

9 县级踏勘报告（踏勘人员签字及县级国土部门盖章） 

10 征求群众意见表及相关影像资料 

11 相关部门、村组关于新增耕地实施的具体意见 

12 
县级国土部门、乡镇、村委会盖章确认的同意按照方案实施的规划方案

图件 

13 最新材料价格复印件 

14 
相关部门配套资金承诺函或资金预算文件，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及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意向书（如有） 

15 
县级人民政府房屋拆迁方案、拆建资金预算文件，农户同意按县政府房
屋拆建方案进行拆建、调整承包地的签字表（如有） 

16 布设土地平整工程的申请报告，附相关意见。（如有土地平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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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  料  清  单 

17 硬化道路布设的情况说明及配套资金证明材料（如有硬化道路工程） 

四、土地权属资料（设计阶段） 

1 不实施权属调整 

① 不实施权属调整的文件资料 

② 村、组出具的不实施权属调整的文件资料 

③ 权属现状（勘界）图（村需盖章确认） 

2 实施权属调整 

① 权属调整方案 

② 村、组出具的同意调整权属调整的文件资料 

③ 权属调整图（村需盖章确认） 

④ 权属调整方案公示、公告资料 

⑤ 县人民政府批准，乡镇政府组织的权利人签订的权属调整协议 

五、预期效益评估资料（可研阶段） 

1 预期效益评估报告 

2 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2017年 11月 16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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