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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报批类型及适用条件一

完善土地征收手续
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
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三地”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

1. 纳入“三旧”改造范围和城市更
新改造规划、符合土规和城乡规划、
无合法用地手续且已使用的建设用
地。
2.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之
后、2009年12月31日之前。
3.已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签
订征地协议并进行补偿，且未因征
地补偿安置等问题引发纠纷、迄今
被征地农民无不同意见。
4.已按用地发生时的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处理（处罚）。
5.已纳入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编制
改造实施方案。

1.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规
划、符合土规和城乡规
划的旧村庄集体建设用
地。
2.改造实施方案已批复。
3.土地权属清晰、无争
议。
4.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
会议）2/3以上人员同
意。

1.符合土规和城乡规
划。
2.符合“三地”定义。
3.已完成“一书四方
案”和征地补偿、
听证、留用地的相
关材料。
4.已纳入城市更新年
度计划、编制主体
地块改造实施方案。

1. 纳入“三旧”改造范围和城市
更新改造规划、符合土规和城乡
规划、无合法用地手续且已使用
的建设用地。
2.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
之后、2009年12月31日之前。
3.已按用地发生时的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处理
（处罚）。
4.已纳入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编
制改造实施方案或改造实施方案
已批复。
5.应与留用地指标挂钩，按市城
市更新有关政策处理。



六、区政府发布公告：区政府（区、空港委更新机构）向相关土地权利人进行
公告，通知用地主体办理用地手续。

五、市城市更新局办理批复并备案：市城市更新局代市政府办理用地批复，录
入省监管系统备案；转批复给区政府，完成归档。

四、市政府审批：市城市更新局审查通过后上报市政府审批。

三、市城市更新局审查：市城市更新局完成技术审查，征求市相关职能部门意
见，完成综合审查。

二、区政府组织审核：区（空港委）更新机构报区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市城市
更新局，同步完成网上申报。

一、用地主体申请：用地主体组织材料向区（空港委）更新机构提出申请。

用地报批流程二



序号 完善土地征收手续报批材料

1 完善土地征收手续（含“三旧”改造实施方案）的请示
2 改造实施方案

3 申请用地已纳入城市更新总体规划及城市更新年度计
划的相关材料

4 改造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成果
5 “三旧”改造地块图斑统计表

6 需完善征收手续土地的权属证明材料及建设拟征（占）
用地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7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的补偿协议及补偿兑现凭
证（证明）；涉及落实听证、办理社保审核和安排留
用地的，需提供用地行为发生时法律政策要求落实的
证明材料

8 按照用地行为发生时的土地管理法律政策落实处理
（处罚）的凭证

9 勘测定界报告和勘测定界图、用地范围界址图

10 1:10000分幅2009年（或二调）和最新年份的土地利
用现状图、二调影像图

1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12 申报用地的电子红线（.dwg格式）、坐标文件（.txt
格式）

13 缴交出让金及实施改造的承诺书

序号 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手续报批材料

1 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请
示（附改造方案的批复）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材料

3 权属证明材料及建设拟征（占）用地土地权
属情况汇总表

4 该建设用地来源合法的证明材料

5 申请的用地已纳入城市更新总体规划的相关
材料

6
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
2/3以上人员同意集体建设用地转国有建设用
地的资料

7 土地勘测定界报告及勘测定界图、用地范围
界址图

8 1:10000分幅2009年（或二调）和最新年份的
土地利用现状图

9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10 用地套图

11 申报用地的电子红线（.dwg格式）、坐标文
件（.txt格式）

用地报批材料清单三



序号 “三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批材料

1 关于“三地”报批的请示
2 一书四方案

3 权属证明材料及建设拟征（占）用地土地权属
情况汇总表

4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证明材料

5
征地补偿、听证、社保审核、留用地的相关材
料（或被征地单位同意不再由政府支付补偿、
举行听证、办理社保审核和安排留用地的证明
材料）

6 勘测定界报告和勘测定界图、用地范围界址图

7 1:10000分幅2009年（或二调）和最新年份的土
地利用现状图、“二调”影像图

8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9 超标“三地”纳入“三旧”改造范围的情况说明
10 “三地”涉及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的改造实施方案
11 社保和林地审核

12 申报用地的电子红线（.dwg格式）、坐标文件
（.txt格式）

序号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报批材料

1 关于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含“三旧”改造实施
方案或改造实施方案的批复）的请示

2 改造实施方案

3 申请用地已纳入城市更新改造总体规划、城
市更新年度计划的相关材料

4 “三旧”改造地块图斑统计表

5 需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土地的权属证明材料

6 留用地指标说明或函件

7 按照用地行为发生时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落
实处理（处罚）的凭证

8 勘测定界报告和勘测定界图、用地范围界址
图

9 1:10000分幅2009年（或二调）和最新年份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二调影像图

10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11 申报用地的电子红线（.dwg格式）、坐标文
件（.txt格式）

用地报批材料清单三



用地报批材料清单三

 上报要求：

1. 3套纸质全本材料。

2. 完成2个系统填报：市综合监管平台（全套材料电子版，网上流转）；
    省建设用地“报件宝”系统（红线，技术核查）。

3. 材料电子版：已盖章的扫描件。文档：pdf格式；图件：jpg格式。



四

征地补偿情况

征地单位
主体 一 二

转让方 甲 乙

受让方 乙 丙

协议签订时间

是否收齐补偿款

是否有凭证

被征地村是否出具同意完善征收手续
证明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应详细说明征地及土地转让情况：

（一）征地补偿协议方与用地主体不一致



四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报批用地的上盖物基底面积占改造项目总面积的比例须达到30%以
上。

1.完善征收手续的，必须计算上盖物占地的具体比例（依据卫片、
影像图等证据材料作出准确计算）；
其余的，需明确上盖物占地比例达到30%以上。

2.完善征收手续的旧厂房，如上盖物占地比小于30%，可通过返算
确定完善征收手续的面积。

（二）上盖物占地比例



四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用地报批面积不能大于征地补偿协议面积；小于征地协议面积，需提供征地图
确认报批面积是否在征地协议范围内。

用地行为发生时间以处罚书认定为准（征地补偿协议签订的时间不等于用地行
为发生时间）。

被征地方已收齐征地补偿款的证明，主要是收款收据。收款收据的数额跟报批
用地的面积可能不对应，建议由被征地村出具已收齐征地补偿款的证明（同时
说明：已落实安排留用地，同意完善征收手续）。

（三）用地报批面积与征地补偿协议面积不一致

（四）用地发生时间认定

（五）征地补偿款收齐证明材料



四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Ø 留用地：

         用地行为发生在1992年1月1日至2000年7月19日，及2005年3月21日至2009
年12月31日之间的，或在征地协议中要求安排留用地的，需提供村出具的留用
地已落实安排的证明材料（或村放弃安排留用地的证明）。         

Ø 听证：

         1.用地行为发生在2004年5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间的，需提供落实听
证的证明材料。
         2.如放弃听证的，需提供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及放弃听证证明。

（六）留用地及听证材料



四

如改造方案确定的改造后用途与土规相符的（即仍为交通或水利用地），无需调整土规；

如与土规不符的，需先调规。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七）涉及限制建设区或禁止建设区

（九）涉及交通水利用地

（八）涉及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

         1.由区更新机构根据地类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出具项目与相关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情况的说明。
         2.此类情况，如不影响改造实施，建议剔除，同时修改报批面积及材料。

需提供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批复。



四

需提供整套发证过程材料，并由国土部门盖章确认。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需提供最新年度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可单独出具，并由区国规部门盖章确认。如

2018年报批，2015年已出具勘测定界报告，但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已更新到2016

年，则需要提供2016年度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没有确权到村民小组一级（仍为经济联社）的，需由国土部门出具说明。

（十）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

（十一）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没有确权到村民小组一级

（十二）集体土地所有证未在省厅备案



四

对于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可直接确权的用地，以国土部门出具的权

属确认函作为合法用地的证明材料。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需提供争议解决的相关材料（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书、或土地权属争议

案件行政决定书），或争议各方出具同意征收的书面证明。 

（十三）权属存在争议

（十四）土地权属确认函



四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如报批用地不是通过勘测定界红线直接确定范围、而是通过改造范围面积扣减有证面积得出的，须经区政府

统筹相关部门对勘测定界成果进行确认。

1 .必须将各类面积列清楚。包括：测量范围总面积，1987年前已使用面积，已核发使用证的面积，有建设用

地批准书的面积，实际需完善手续的面积。逻辑关系：测量范围 - 1987年前使用 - 使用证 - 批准书 = 实际需完

善手续的面积；

2. 重点核查其中权属证明的合法性及是否在改造范围内。

（十五）完善集体用地手续面积



四

        1.包含：用地批准文件、已核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1987年前形成的历史建设用地证明

材料（经区国土部门确认）、经市政府审批同意的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的批复等。

        2.宅基地证或集体土地使用证等权属证明材料太多时，可以表格形式提供，并由区国土

规划部门盖章确认。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十六）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的合法用地证明材料

（十七）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的套图

需提供叠加报批用地范围线、图斑线、改造范围线、完善集体用地手续
范围线（两个批次以上的需区分）。



四

        1.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申请材料：以权属人为单位（联社或社，以权属证为准），

如涉及多个社，可联名申请。

        2.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表决同意的材料，需以权属人为单位进行表决（每个权

属单位的表决通过率须达到2/3以上），可在申请函中一并说明。表决的具体材料

由区更新机构留存备查。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十八）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表决



四 用地报批常见问题

需提供两套坐标：广州2000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

（十九）坐标

（二十）误差

         1.一般情况，单个地块不超过80㎡，总面积不超过400 ㎡，视为误差。

         2.涉及限建区、禁建区，不允许有误差。

        3.土地所有权证，误差暂按农用地、未利用地不超过400 ㎡ ，建设用地不超过200 ㎡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