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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01 为什么要开展新增耕地核定？

02 什么是新增耕地？

03 怎样做好新增耕地核定？

04 几点注意事项



一、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
核定的意义

贯彻落实三个“意见”

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2019〕50号）

Ø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渝府办发〔2020〕27号）

Ø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发〔2021〕1号）



三、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九）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高建设

标准和质量，健全管护机制，多渠道筹集建

设资金，中央和地方共同加大粮食主产区高

标准农田建设投入，2021年建设1亿亩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增加的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指标

在省域内调剂，所得收益用于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强和改进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严格新增耕地核实认定和监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Ø 有利于破解农田建设资金缺口难题。

Ø 有利于缓解耕地占补平衡压力。

Ø 有利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Ø 有利于评价激励考核。

Ø 有利于弥补管理经费缺口。

实现高投、高建、高管、高用

全市每年预计可新增耕地5~8万亩、指标交易价款约达15亿左右



新增水田面积
新增耕地

   新增粮食产能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新增耕地面积

三类指标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规定按三类指标管理

主要是指通过
工程措施，增加的
有效耕地。

二、新增耕地相关概念



水   田

旱地与水田认定

新增水田认定条件

a）能够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

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新增耕地，原则上保

证一年至少种植一季水稻、莲藕或瓜菜等农作物；

b）应夯筑田坎，具备蓄水能力；

c）应具备灌溉、排水能力。

新增旱地认定条件

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

地。

旱   地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的新增耕地来源

类
型

（一）

重庆市新增耕地核定
技术要求
（试行）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的新增耕地来源

类
型

（二）
重庆市新增耕地核定

技术要求
（试行）



       耕地图斑及图斑地类面积（水田）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_1055-2019》。



建设前耕地“坎多地少” 建设后耕地“坎减地增”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航测影像对比



建设前耕地“坎多地少” 建设后耕地“坎减地增”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航测影像对比



耕   地：（旱地、水浇地、水田）

耕地与园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
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以
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含有零星果树、桑树
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
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m，北方
宽度＜2.0m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
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的耕地，临时种植果
树、茶树和林木且耕作层未破坏的耕地，以及其他
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茎、汁等为主等集约
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50%或每
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
地

园    地：（果园、茶园、橡胶园、其他园地）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三、怎样做好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工作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核定管理工作通知》（渝农发〔2020〕54号）

新增耕地认定业务系统操作手册
(目前由我中心统一操作)

重庆市新增耕地核定技术要求（试行）



新增耕地核定
主要工作

统筹设计，预审新增耕地 组织实施，落实新增耕地 分级验收，核定新增耕地

①设计阶段 ②实施阶段 ③验收阶段

总体遵循农田建设项目管理流程
各环节同步完成几项工作



（一）选址预检设计阶段

区县农业农村委

• 开展项目选址
• 选取技术单位

初步设计单位

• 提取新增耕地
地块坐标 
（txt格式）

市土地整治中心

• 填报系统
• 高标地块预检
• 新增地块预检

符合选址要求（查重：监
测监管系统，已实施过补充耕
地项目；禁止区域：城镇规划
区、生态保护、＞25°、退耕
还林、污染等）





（二）初步设计

1.初步设计单位

编制项目初步设计，同步对项目新增耕地面积、新增水田面积、新增
粮食产能三类指标进行预测算（增加一个章节）。（地块照片及视频
或高清影像+面积测算+耕地质量等别预评）

2.市土地整治中心

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时，同步对项目的预测新增耕地三类指标进行初审。 

初步设计阶段



初步设计单位——初步设计成果专章   预测算新增耕地

重庆市新增耕地
核定技术要求

面积

工作底图标注新
增耕地来源

新增耕地预测分
析（专章测算）

产能
最新年度变更调
查数据库直接获

取

需请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协助设计单位获取最新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1.田坎、沟渠等线性地物
 对宽度≥1米以上的田坎逐条

调绘构面上图，准确反映长度、
宽度、高度、位置等信息；

 项目区田坎调绘上图面积不
得超过田坎系数测算的田坎面
积。

 2.其他地类图斑（二调、三调已
经图斑划）对适宜整治为新增耕
地的图斑，原则上按照建设用地
面积60m 2、 农用地面积100m 2 、
其他地类200m 2 上图标准应上尽
上。

随时关注最新技术要求



（三）申报审批
1.区县农业农村部门

ü 项目申报文件提出新增耕地指标情况。
ü 主动对接规划自然资源部门。
 ？林业证明材料。

2.市农业农村委

分批函告市规划自然资源局项目备案。

3.市土地整治中心

重庆市新增耕地核查监测监管系统中填报完善相关信息。

初步设计阶段



实施阶段

       区县农业农村委组织设
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
位留存实施前后且“有固
定参照物，能够进行实施
前后对比”的影像资料。

实
施
前

实
施
后

实施阶段



坚持水改水、旱改旱，鼓励旱改水，不能水改旱 注意田坎宽度



竣工验收阶段

1
区级验收

2
市级验收

3
新增耕地核定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在组织
本级验收时，可会同规划自然
资源部门同步收集整理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三类指
标的要件资料。初步设计单位
（或技术服务单位）据实测算
新增耕地三类指标，形成新增
耕地测算报告。

       市农业农村委组织
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
结合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开展市级验收，
同步完成新增耕地三类
指标的初步核实，及时
做好新增耕地信息报备
相关工作。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做好新增耕地核定工作。



竣
工
验
收
阶
段



竣
工
验
收
阶
段

市农业农村委发函
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项目管理已有成果—明确新增耕地管护

市土地整治中心现场验收同步完成

项目管理已有成果

施工过程中完成

专业机构出具报告中已有成果



初步设计单位（或技术服务单位）——新增耕地测算报告

测算
报告

范围
确定

地类
认定

面积
测算

产能
核算

以图斑为单位
土地平整区域

宜机化改造地块

水田认定
旱地认定

新增产能
提质产能

新增产能=（16-等别）×100公斤×新增耕地面积

提升产能=（实施前等别-实施后等别）×100公斤×

原有耕地质量提升面积

耕地质量等别：来源于耕地质量等别调查数据

1.最新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2.严格执行技术标准，认真做到应报尽报、应测尽测；

3.以图斑为单位，田坎等非耕地过多导致新增耕地为负

值的地块（图斑），可在范围中剔除。

工作中的购买服务、管理协调工作等相关支出，纳入新增耕地指标生产成本。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
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

无法认定新增耕地的情形

u将水田改为旱地的区域

u建成后种植经果林的区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
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Ø 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前期（系统补录）—新增耕地地块坐标预检→照片及

视频、林业证明等要件资料（P21）→申请文件。
实施—照片及视频影像（施工、监理协助）。
验收—专业机构测算报告+要件资料（P26）。

Ø 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前期（系统补录）—地块坐标预检→照片及视频、林

业证明等要件资料（P21）→申请文件。
Ø 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按54号文件，同步推进。

具体项目



四、几点注意事项

Ø 熟悉政策要领。学习54号文件，熟悉选址、立项、实施、
核定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

Ø 把好关键节点。初步设计、工程实施、竣工核定各阶段
有意识做好新增耕地相关工程措施（资料、影像等）。

Ø 选好中介机构。初步设计阶段预测新增耕地三类指标、
竣工核定阶段实测新增耕地三类指标。

Ø 加强沟通协调。同级规划自然资源、退耕还林、财政；
乡镇街道及村社管护利用事宜；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处室、
市土地整治中心。



谢  谢 ！
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网址： 

http://www.cqnync.cn/tdzzzx

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技术交流群QQ群：707708512

           汇报人：杨宝佳   89133936   13883738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