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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是指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预留的地类为耕地的区域。当符合条件的重点建设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报批时，直接从储备区进行补划。文章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和自身对这一项目的理解

认识，系统阐述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从前期准备工作、外业工作阶段、内业工作阶段及成果论证审核与

汇交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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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据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

得占用的耕地，它满足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和社会经济

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但由于重大项目建设占用、生态文

化建设调整、自然灾害损毁等原因，永久基本农田在一定

程度上就会出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就应运而生。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是指为永久基本农田补

划预留的地类为耕地的区域。当符合条件的重点建设项目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需要报批时，储备区可直接进行补划。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对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的战略部署，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加快构建耕

地保护“三位一体”新格局，创建永久基本农田“划、

建、管、补、护”长效管理机制，提高土地资源保障保护

水平的有效举措，符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

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

〔2019〕1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343号）

和《关于印发《山西省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工作方案》

和《山西省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自然资发〔2019〕12号）精神。基于上述政策精神，

本文将对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进行分析。

2  前期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分为资料收集和初步确定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图斑工作。

2.1  资料收集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是在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界线的基础上，依据《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利用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数据、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

评价数据、土地综合整治数据、高标准农田建设数据、建

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以及省级永久

基本农田储备区后备资源潜力分析数据，结合各县当前的

实际情况，按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保护与监管、质量调

查监测与评价的工作要求和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标准，有序

开展进行的。

因此，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

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最新的高分辨率航天航空遥

感影像、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数

据、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数据、建设用地管制区数据、耕地

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数据、中心城区界线数据、土地综合

整治数据、当地的重大建设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建设数

据、省级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后备资源潜力分析数据、建

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基本农田保

护图斑等数据成果以及《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基本

农田数据库标准》等相关规范。

2.2  初步确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图斑

在最新的航天航空遥感影像基础上套合省级下发的潜力

图斑、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结合近年土地整治项目，逐

图斑开展内业人工预判，通过对比分析，提取储备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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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初步确定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图斑。

3  外业工作阶段

外业工作阶段包括制作外业调查底图和实地调查举证

2个工作。

3.1  制作外业调查底图

根据初步确定的储备区潜力图斑制作以乡镇为单元的

1:1万调查底图。与此同时，利用国家下发的外业调查举证

数据包制作软件将初步确定的储备区潜力图斑制作成外业

调查举证数据包，上传到国家调查举证平台。

3.2  实地调查举证

将已经上传到国家调查举证平台的储备区潜力图斑下发

给外业调查举证人员，根据调查底图，采用3S一体化技

术，利用国家下发的核查软件逐图斑开展实地核实举证。

同时，根据实地调查情况，细化调查潜力图斑的现状、面

积及分布和高质量耕地范围、面积、权属等信息。

4  内业工作阶段

内业工作阶段包括划定方案编制与论证、图件编制和数

据库建立、数据汇总与表册编制3部分工作。

4.1 划定方案编制与论证

根据外业实地核实情况，将调整后的数据入库，结合县

级重大项目建设、生态文化建设调整、自然灾害损毁等的

占地需要或减少基本农田的情况，全方位考虑将来一段时

间内可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和质量等级、地类情

况，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划

定方案。

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会同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召开

各部门及乡镇参与的储备区划定方案论证会。论证基于全

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上级下发的储备区划定目

标、全县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审议当前储备区划定方案

的合理性，提出储备区划定的合理化建议。

4.2  图件编制和数据库建立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图件主要是指全县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划定分布图，中心城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分布

图。图件制作使用初步确定的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的图斑，加上实地调查核实，符合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

定方案的图斑。

对确定的储备区图斑进行整理标识编号，根据《基本农

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基本农田数据库

标准》（TD/T1019-2009）（调整试行版）的要求，补充确

定图版的相关属性信息，以县级为单元，创建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数据库。依据基本农田数据库的质检标准，对创

建的储备区数据库进行质检。

4.3  数据汇总与表册编制

在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以乡级为基本单位，按照乡级、县级自下而上逐级进行，

对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面积、地类、质量、坡度等信息进

行统计。编制县、乡两级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情况表。

5  成果论证审核与汇交

5.1  成果论证审核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成果论证审核采用内业审核与实地

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即县级自核、市

级初验（论证）、省级验收，一级一级地核查储备区划定

成果。县级自核要做到100%实地核实，此外要结合实地核

实情况，编制县级储备区划定方案，创建县级储备区数据

库，同时利用质检软件对数据库完成质检；市级初验（论

证）按照全县不低于划入储备区总面积的50%的比例进行实

地抽查核实，论证县级储备区划定方案，并逐图斑进行审

核；省级验收主要是指对上报县级成果进行验收，按照一

定的比例进行实地核查，符合标准后以县级为单元，汇交

到部级，做到验收一个，汇交一个。

5.2  成果数据汇交

各省的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果上报部级后，将运

用信息化方法，利用当前“三调”成果，组织队伍进行集

中复查，重点核查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耕地的真实

性，同时利用随机抽查的方法进行实地核实。复查通过的

地块纳入储备区数据库进行管理，未通过的地块退回各地

方进行整改。

6  结语

永久基本农田作为耕地的精华，是真正的“保命田”。

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划定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一个区

域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重大项目建设占用、生态文化建设调

整、自然灾害损毁等的占用需求，造成永久基本农田发生

的减少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和

数量。这一举措必将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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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据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

得占用的耕地，它满足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和社会经济

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但由于重大项目建设占用、生态文

化建设调整、自然灾害损毁等原因，永久基本农田在一定

程度上就会出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就应运而生。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是指为永久基本农田补

划预留的地类为耕地的区域。当符合条件的重点建设项目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需要报批时，储备区可直接进行补划。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对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的战略部署，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加快构建耕

地保护“三位一体”新格局，创建永久基本农田“划、

建、管、补、护”长效管理机制，提高土地资源保障保护

水平的有效举措，符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

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

〔2019〕1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343号）

和《关于印发《山西省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工作方案》

和《山西省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自然资发〔2019〕12号）精神。基于上述政策精神，

本文将对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进行分析。

2  前期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分为资料收集和初步确定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图斑工作。

2.1  资料收集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是在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界线的基础上，依据《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利用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数据、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

评价数据、土地综合整治数据、高标准农田建设数据、建

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以及省级永久

基本农田储备区后备资源潜力分析数据，结合各县当前的

实际情况，按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保护与监管、质量调

查监测与评价的工作要求和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标准，有序

开展进行的。

因此，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

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最新的高分辨率航天航空遥

感影像、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数

据、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数据、建设用地管制区数据、耕地

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数据、中心城区界线数据、土地综合

整治数据、当地的重大建设项目数据、高标准农田建设数

据、省级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后备资源潜力分析数据、建

设项目用地审批数据、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基本农田保

护图斑等数据成果以及《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基本

农田数据库标准》等相关规范。

2.2  初步确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图斑

在最新的航天航空遥感影像基础上套合省级下发的潜力

图斑、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结合近年土地整治项目，逐

图斑开展内业人工预判，通过对比分析，提取储备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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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初步确定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图斑。

3  外业工作阶段

外业工作阶段包括制作外业调查底图和实地调查举证

2个工作。

3.1  制作外业调查底图

根据初步确定的储备区潜力图斑制作以乡镇为单元的

1:1万调查底图。与此同时，利用国家下发的外业调查举证

数据包制作软件将初步确定的储备区潜力图斑制作成外业

调查举证数据包，上传到国家调查举证平台。

3.2  实地调查举证

将已经上传到国家调查举证平台的储备区潜力图斑下发

给外业调查举证人员，根据调查底图，采用3S一体化技

术，利用国家下发的核查软件逐图斑开展实地核实举证。

同时，根据实地调查情况，细化调查潜力图斑的现状、面

积及分布和高质量耕地范围、面积、权属等信息。

4  内业工作阶段

内业工作阶段包括划定方案编制与论证、图件编制和数

据库建立、数据汇总与表册编制3部分工作。

4.1 划定方案编制与论证

根据外业实地核实情况，将调整后的数据入库，结合县

级重大项目建设、生态文化建设调整、自然灾害损毁等的

占地需要或减少基本农田的情况，全方位考虑将来一段时

间内可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和质量等级、地类情

况，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划

定方案。

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会同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召开

各部门及乡镇参与的储备区划定方案论证会。论证基于全

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上级下发的储备区划定目

标、全县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审议当前储备区划定方案

的合理性，提出储备区划定的合理化建议。

4.2  图件编制和数据库建立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图件主要是指全县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划定分布图，中心城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分布

图。图件制作使用初步确定的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的图斑，加上实地调查核实，符合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

定方案的图斑。

对确定的储备区图斑进行整理标识编号，根据《基本农

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基本农田数据库

标准》（TD/T1019-2009）（调整试行版）的要求，补充确

定图版的相关属性信息，以县级为单元，创建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数据库。依据基本农田数据库的质检标准，对创

建的储备区数据库进行质检。

4.3  数据汇总与表册编制

在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以乡级为基本单位，按照乡级、县级自下而上逐级进行，

对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面积、地类、质量、坡度等信息进

行统计。编制县、乡两级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情况表。

5  成果论证审核与汇交

5.1  成果论证审核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成果论证审核采用内业审核与实地

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即县级自核、市

级初验（论证）、省级验收，一级一级地核查储备区划定

成果。县级自核要做到100%实地核实，此外要结合实地核

实情况，编制县级储备区划定方案，创建县级储备区数据

库，同时利用质检软件对数据库完成质检；市级初验（论

证）按照全县不低于划入储备区总面积的50%的比例进行实

地抽查核实，论证县级储备区划定方案，并逐图斑进行审

核；省级验收主要是指对上报县级成果进行验收，按照一

定的比例进行实地核查，符合标准后以县级为单元，汇交

到部级，做到验收一个，汇交一个。

5.2  成果数据汇交

各省的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果上报部级后，将运

用信息化方法，利用当前“三调”成果，组织队伍进行集

中复查，重点核查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耕地的真实

性，同时利用随机抽查的方法进行实地核实。复查通过的

地块纳入储备区数据库进行管理，未通过的地块退回各地

方进行整改。

6  结语

永久基本农田作为耕地的精华，是真正的“保命田”。

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划定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一个区

域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重大项目建设占用、生态文化建设调

整、自然灾害损毁等的占用需求，造成永久基本农田发生

的减少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和

数量。这一举措必将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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