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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19〕38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

土地复垦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拆

旧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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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
拆旧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

为落实中央第二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易

地扶贫搬迁问题整改工作，切实加快推进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旧房

拆除后的土地复垦工作，将拆旧腾退的土地及时纳入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并加快实施，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易

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

〔2019〕26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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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中央第二

巡视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自治区的持续整改问题的整改工

作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领会增减挂钩政策内涵，强化政

策落地意识，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工作力度，用好用活增减

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易地扶贫搬迁，按照“优先安排指标、优先立

项、优先复垦、优先验收、优先交易、优先服务指导”的“六优

先”原则，扎实推动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退的土地复垦工作取得

实质性进展，实现对脱贫攻坚更大支持。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群众主体。拆旧腾退的土地复垦与旧房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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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工作紧密相连，涉及面广，县发改、财政、资源规划、住建、

农业农村、扶贫、林业等部门和各乡镇要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要充分发挥群众的

主体作用，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二）依法自愿，保障权益。在土地复垦过程中，充分尊重

群众意愿，建立激励机制，引导群众自拆自迁，主动腾退宅基地。

鼓励群众自行复垦，自行复垦的按标准及时兑现有关费用，确保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三）因地制宜，生态优先。要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兼顾新

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要求，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因地制宜实施复垦。

（四）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要充分考虑易地扶贫搬迁拆旧

腾退宅基地点多面广、情形多样、拆旧进度不一、自然条件差的

特点，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确保“能拆快拆、应拆

尽拆、鼓励自拆、不搞强拆”。

三、组织领导

为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复垦各项工作，根据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部署要求，成立县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工

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详见附件 1），主要负责协

调解决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困难，指导督促拆旧复垦工作的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旧房拆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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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旧房拆除、增减挂钩、督促检查四个推进小组，根据职责共

同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复垦工作。

四、工作目标

（一）组织开展调查摸底（2019年 6月 20日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县、乡驻村工作队、村（居）委会干

部，再次对易地扶贫搬迁“应拆尽拆”户进行增减挂钩潜力调查

统计，填报《××乡（镇）2016—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拆旧、

腾退和复垦信息调查统计表》（附件 4）并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拆旧腾退宅基地增减挂钩潜

力核查。

同时，各乡镇也要鼓励易地新建的危房改造户，对拆除旧

房腾退的旧宅基地进行复垦，填写《××乡（镇）近年易地新建危

房改造拆旧、腾退和复垦信息调查统计表》（附件 5），一并上

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增减挂钩潜力核查。

在调查统计过程中，具备拆旧复垦条件的，各乡镇人民政府

要及时动员搬迁户制定拆除复垦计划，尽早开始实施拆旧复垦。

（二）组织增减挂钩项目立项报备（2019年 7月底前）

对各乡镇上报的调查统计信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及

时组织开展增减挂钩潜力核查。经核查可纳入增减挂钩项目立项

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完成一批包含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退

土地在内的增减挂钩项目上报立项审批。

（三）加快推进拆旧腾地（2019年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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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在良好的天气实施复垦作业，保障复垦效果，实现在

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增减挂钩项目验收目标，各乡镇应在 2019

年 9月底前完成拆旧腾地任务。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调查统计

的拆旧复垦信息数据，科学制定本乡镇拆旧复垦工作计划，于 6

月 28日前将《拆旧复垦计划》纸质版材料经领导签字盖章后报

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按计划组织实施，确保在 2019年 9月底前

完成拆旧腾地任务。拆旧复垦工作计划要明确每周拆旧腾退旧宅

基地数量，并安排专人做好跟踪统计工作，确保按计划推进拆旧

复垦工作和进度上报工作。

（三）完成一批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2019年 12月底前）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大项目实施进度，加强项目实施指

导和监督，于 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一批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退

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

五、工作任务

（一）开展潜力调查

1．建立宅基地复垦潜力台账。各乡镇人民政府再次组织县、

乡驻村工作队、村（居）委会调查收集 2016年以来易地扶贫搬

迁户所在村屯、宅基地面积、宅基地上旧房是否已拆除、是否已

自行复垦、是否具备复垦条件、选择复垦方式等信息，及时掌握

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退和复垦情况，建立各乡镇宅基地复垦

增减挂钩项目潜力台账（详见附件 4、5），并按时报送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同时抄送县发改局、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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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开展潜力地块的调查和测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潜力调查统计表，对统计表确定拆除

旧房腾退的地块（包含已拆除和计划拆除），及时组织开展调查

和测绘工作，为增减挂钩项目立项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3．建立拆旧后土地复垦潜力数据库。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宅基地复垦潜力台账，组织将易地扶贫

搬迁拆旧腾退的宅基地范围叠加到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影像图上，

并与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相衔接，在建设用地范围内确定易地扶

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潜力范围，包括宅基地、院落、附属设施、

临时建筑和闲置建设用地等，核定可列入增减挂钩项目地块，并

及时通报县发改、扶贫部门和各乡镇，共同推进全县易地扶贫搬

迁拆旧后复垦工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逐块核实土地复垦潜

力的基础上，建立全县拆旧后土地复垦增减挂钩项目潜力数据

库，全面掌握本辖区拆旧后土地复垦增减挂钩项目潜力。

（二）统筹项目立项

1．已拆除和计划拆除旧房腾退的宅基地，要优先纳入增减

挂钩项目立项并及时组织实施。确实不能纳入增减挂钩项目立项

实施的，参照增减挂钩项目实施复垦和组织验收。

2．拆旧腾退的宅基地，可作为拆旧区单独实施增减挂钩项

目，也可与周边未实施的增减挂钩潜力地块（如易地新建的危改

户旧宅基地等）共同组成拆旧区一并实施。在编制项目立项材料

时要将易地扶贫搬迁户拆旧复垦地块个数、面积、涉及人口、户



— 7 —

数、资金等情况单列。未实施的增减挂钩潜力图斑在第三次国土

调查成果中必须为建设用地。

3．可以乡镇为单位进行项目立项，若单个乡镇复垦潜力较

大，可分片安排项目，缩短项目实施周期。

（三）加快项目实施

1．全部由拆旧腾退宅基地组成的增减挂钩项目，以在该片

区中标的社会资本公司（或平台公司、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实施

主体，按照“边实施边立项，先实施后立项”的程序组织实施。

2．拆旧腾退宅基地与周边增减挂钩潜力地块共同组成的增

减挂钩项目，要按照增减挂钩项目程序加快实施。

（四）加快竣工验收

1．全部由拆旧腾退宅基地组成的增减挂钩项目，项目竣工

后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进行现场检查实测及质量初验，并对复垦

的真实性负责，在初验合格后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验收。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并对验收结果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在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日内将验收材料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2．拆旧腾退宅基地与周边增减挂钩潜力地块共同组成的增

减挂钩项目，要严格按照增减挂钩项目程序进行验收。

（五）单独建库及时报备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进展按规

定准确地录入广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管理系统进行报

备，在系统中单独建立项目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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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加快推进拆旧复垦工作。

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工作已纳入中央第二巡视组

对广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县发改、资源

规划、财政、扶贫等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在县委、县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拆旧复垦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主动向县委、县人民政府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

问题。同时，各乡镇要及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明确拆旧腾地工

作计划，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拆旧复垦工作尽快见成效。

（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有效推动。

各部门、各乡镇要上下联动、加强协调，建立沟通协作机制，

互通信息，形成合力。县扶贫办、发改局负责搬迁户旧房拆除工

作的宣传动员，督促指导各乡镇人民政府加快推进旧房拆除工

作。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拆旧腾退宅基地复垦工作的主体，负责宣

传发动和组织搬迁户实施旧房拆除腾地，并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

向县资源规划、发改、扶贫等部门提供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

退和复垦信息（附件 4、5）。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对可纳

入增减挂钩立项的拆旧后土地复垦项目立项、实施和验收工作，

并指导搬迁户及时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县财政、住建、农业农村、

林业等部门负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三）深入宣传，发动搬迁户积极参与。

县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扶贫办等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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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拆除旧房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118号）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促进城乡统筹和易地扶贫搬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

121号）及《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

县易地扶贫搬迁拆除旧房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融政发

〔2018〕36号）等政策文件的宣传。要加强学习、宣传和培训，

让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政策深入人心，落地生效。

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搬迁户积极参与拆旧复垦。搬

迁户选择自行拆旧复垦的旧宅基地，应根据《水田、旱地、园地、

林地和草地复垦质量要求及复垦效果验收表》（附件 3）的地块

坡度分类，按“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因地

制宜实施复垦。搬迁户按质量要求复垦，经验收合格后按（融政

发〔2018〕36号）文件精神给予拆旧增加奖励。验收不合格的，

责令搬迁户实施提质改造达到复垦质量要求后再兑现拆旧增加

奖励；搬迁户不愿实施提质改造的，由乡镇人民府指派施工队伍

或由本片区中标的增减挂钩项目社会资本公司进行提质改造作

业，搬迁户不享受拆旧增加奖励。

复垦奖励资金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资金申请，由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接收，经发改、扶贫、资源规划部门审核后，报资金发

放部门核发兑现。

（四）督查考核，切实规范有序推进。

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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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自治区各部门、议事协调机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清单〉

的通知》（厅函〔2019〕18 号）要求，自治区在 2019 年将组织

开展两次增减挂钩工作专项督查，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

复垦工作将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督查。县扶贫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发改局要强化对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工作的指导检

查，及时解决拆旧复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对成效突

出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对复垦工作不力的单位，将按照有关规

定严肃问责。

附件：1．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复垦工作

领导小组

2．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户拆旧情况初步统计表

3．水田、旱地、园地、林地和草地复垦质量要求及

复垦效果标准表

4．××乡（镇）2016—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拆旧

腾退和复垦信息调查统计表

5．××乡（镇）近年易地新建危房改造拆旧、腾退

和复垦信息调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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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土地复垦
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复垦各项工作，根据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部署要求，成立县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后复垦工作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其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路燕云 县委副书记

黄云广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李 锋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黄开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成 员：唐兰珍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韦树生 县财政局局长

廖春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欧海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韦 冲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王志明 县林业局局长

各乡镇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

公室主任由黄开龙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唐兰珍、韦冲两位

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赵德清（县发改局驻县扶贫专责办干



— 12 —

部）、龙丁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县扶贫专责办干部）、何

成（县扶贫指挥部考核督查科科长）四位同志担任。办公室设立

旧房拆除认定、旧房拆除、增减挂钩、督促检查四个推进小组，

分别由唐兰珍、韦冲、黄开龙、李锋等同志兼任组长，负责召集

各个推进小组的工作会议。

（一）旧房拆除认定推进小组

组 长：唐兰珍（兼）

副组长：各乡镇乡镇长

组 员：任志强 县扶贫办副主任

梁志精 县财政局副局长

杨仕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王国燕 县住建局副局长

各乡镇分管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工作的领导

各乡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主要职责：负责向上沟通联系应拆除旧房政策，组织指导乡

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政策宣传和培训，指导乡镇开展应

拆除旧房评定工作。

（二）旧房拆除宣传动员推进小组

组 长：韦 冲（兼）

副组长：各乡镇乡镇长

组 员：郑山凤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梁志精（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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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生（兼）

王国燕（兼）

各乡镇分管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工作的领导

各乡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指导搬迁户制定拆旧复垦计划，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户实施拆旧复垦，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顺利推

进，按时完成。

（三）增减挂钩项目推进小组

组 长：黄开龙（兼）

副组长：各乡镇乡镇长

组 员：郑山凤（兼）

梁志精（兼）

卜万青 县林业局副局长

龙馑森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各乡镇分管易地扶贫搬迁拆旧复垦工作的领导

各乡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增减挂支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培

训，开展拆旧腾退的宅基地纳入增减挂钩项目潜力核查、立项报

备、实施推进和县级验收工作。

（四）拆旧复垦督促检查推进小组

组 长：李 锋（兼）

副组长：何 成（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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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任志强（兼）

郑山凤（兼）

杨仕生（兼）

梁志精（兼）

王国燕（兼）

卜万青（兼）

龙馑森（兼）

各成员单位负责易扶拆旧复垦工作的专职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开展督促检查工作，切实推进拆旧复垦

和增减挂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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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户拆旧情况初步统计表

序
号

乡镇

搬迁户 独立户
占比

（%）

已
拆
除

拆除率（%） 已
复
垦

备
注小计 无房户 连体户 独立户

占搬
迁户

占独
立户

合计 3316 187 1811 1318 39.75 533 16.07 40.44

1 融水镇 200 21 121 58 29.00 27 13.50 46.55

2 和睦镇 148 13 56 79 53.38 38 25.68 48.10

3 永乐镇 96 7 42 47 48.96 49 51.04 104.26

4 四荣乡 179 13 73 93 51.96 42 23.46 45.16

5 香粉乡 85 11 23 51 60.00 57 67.06 111.76

6 安陲乡 179 17 100 62 34.64 28 15.64 45.16

7 怀宝镇 96 16 56 24 25.00 19 19.79 79.17

8 三防镇 156 9 16 131 83.97 57 36.54 43.51

9 汪洞乡 102 1 64 37 36.27 11 10.78 29.73

10 同练乡 166 15 67 84 50.60 25 15.06 29.76

11 滚贝乡 197 12 109 76 38.58 20 10.15 26.32

12 杆洞乡 169 0 77 92 54.44 23 13.61 25.00

13 安太乡 149 12 82 55 36.91 7 4.70 12.73

14 洞头乡 206 2 136 68 33.01 22 10.68 32.35

15 大浪镇 310 5 224 81 26.13 41 13.23 50.62

16 白云乡 311 5 176 130 41.80 30 9.65 23.08

17 红水乡 139 14 96 29 20.86 6 4.32 20.69

18 拱洞乡 182 4 137 41 22.53 27 14.84 65.85

19 大年乡 92 3 75 14 15.22 2 2.17 14.29

20 良寨乡 154 7 81 66 42.86 2 1.30 3.03

各乡镇根据此表做好拆除计划，明确每周计划量，并应计划在2019年9月底前完成应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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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田、旱地、园地、林地和草地复垦标准表
复垦地类

质量指标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复垦效果
（验收）水田 旱地

耕作田
（地）块坡度

≤3° ≤5° ≤10° ≤25° ≤35°

田（地）块
面积（亩）

格田 1—4 依实际定 依实际定 依实际定 依实际定

田（地）面
高程

低于末级
灌渠底部
高程 10㎝

格田（地）面
平整度（㎝）

±3 ±10 ±10

耕（表）层
厚度（㎝）

15—20 25—30

耕（表）层
质地

砂粘适中、壤土（轻、中、重质）

耕（表）层
石砾量（％）

≤7 ≤10 ≤15 ≤20 ≤20

土层厚度（㎝） ≥50 ≥50 ≥50 30—50 ＞20
障碍层 40㎝内无障碍层

石质
田坎

块石
要求

石材坚硬，无风化，
长边不小于 25㎝

丁字石
设置

每 5米最少设置丁字石一处

土质
田坎

土地质
要求

土质较粘，无草根烂叶

压实度 不小于 0.9
田坎（埂）
顶宽（㎝）

30—40

灌溉设计
保证率

＞70％ 关键水灌溉 关键水灌溉

土壤 PH
（水浸）

5.0—8.0

排水设施 排水设施满足失去排水要求，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

控制水土
流失措施

有

土壤有机质
（g/㎏）

15—25 15—20 10—15 10—15 5—10

植被恢复效果
（一年后评价）

苗木成活
率 85%

苗木成活
率 85%

三年后
覆盖率
85%以上

产量
农作物产量和林、草生长量达到周边同类土地中等水平，
农产品和牧草符合国家标准

本表为验收标准，详见《土地复垦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DB45/T8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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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乡（镇）2016—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拆旧、腾退和复垦信息调查
统计表

序

号

所在乡

镇村屯

户主

姓名
迁入点

搬迁

年度

宅基地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是否已经

拆除旧房

（是/否）

是否具备

复垦条件

（是/否）

预估复垦面积（平方米） 是否已经

自行复垦

（是/否）

拟选复垦

方式

（自行/委

托）

是否属于

整屯搬迁

（是/否）
宅基

地
附房

房前

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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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乡（镇）近年易地新建危房改造拆旧、腾退和复垦信息调查统计表

序

号

所在乡

镇村屯

户主

姓名

项目

年度

原宅基地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是否已经

拆除旧房

（是/否）

是否具备

复垦条件

（是/否）

预估复垦面积（平方米） 是否已经

自行复垦

（是/否）

拟选复垦

方式

（自行/委托）

备注

（原址重建）宅基

地

附

房

房前屋

后

统计愿意拆除旧房或已拆除旧房的危房改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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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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