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新一轮改革工作方案部

署中，也涉及了改革示范点的建设，包

括农民公寓、旧村改造、新型居民社区

建设、乡村民宿等。为此，南海的《工

作方案》提出，要多措并举打造样板村

居，做好示范带动，包括探索农村居民

新型社区的多种实现方式、探索宅基

地改革示范样品村居打造。

据透露，经过初步调研协商，结合

全面建设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

验区工作，南海已初步确定选取狮山镇

罗村社会管理处作为农村居民新型社

区建设试点示范区域，试点打造社区公

寓和新型农民居民住宅小区样品村居。

在整村改造案例村居、历史文

化特色村居、旅游民宿样品村居、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特色精品示范村居

方面，南海已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下

一步将结合示范村居提炼宅基地改

革政策需求和经验。

会议强调，要聚焦宅基地分配、

流转、抵押、退出、使用、收益、审批、

监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施

策，探索农村居民新型社区的多种实

现形式，扎实解决一批宅基地和农房

管理中突出、尖锐的问题，探索一条

适合本地宅改的路子，为乡村振兴和

城乡融合发展破除障碍、谋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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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轮33个全国土

地改革试点地区，南海将继续承

担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任务，改革时限至 2022
底。为了夯实改革工作基础，南

海将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深化，全力推进落实登记造册工

作，实施宅基地村（居）管理一张

图。

目前，南海区农村宅基地

房地一体“总登记”工作已取得

积极进展。同时，新一轮对农村

宅基地权籍数据的补充调查已

全面启动。此外，以“村庄规划

篇章”对现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进行深化的方式已列入新一轮

规划计划。

作为全国土改先锋，南海

多年来探索制定了一批土地政

策。而南海本轮“宅改”的一个

重点，就是对现行的农村宅基

地相关政策作出修订和完善，

完善政策体系建设，夯实制度

支撑。此次共涉及到农村宅基

地所有权行使机制、分配资格

管理、流转制度、农房租赁机

制、全流程审批机制、退出盘活

机制、集中建房机制、抵押制度

以及有偿使用机制等制度修订

完善事项。

会上，南海区副区长陈绍

文介绍，按照改革要求，南海区

本轮要完成涉及农村宅基地的

联合审批、资格审定、流转管

理、抵押贷款、退出盘活、有偿

使用、集中建房、农房出租、村

级议事章程、两违监管等10项
政策的重新修订和起草。目

前，联合审批、资格审定、流转

管理的政策已形成新稿件，部

分已经征询过部门意见，其他

的政策也在起草中。

将重新修订和起草10项政策

根据《工作方案》，在七大

方面任务中，南海将创新为民

服务举措，提升工作质效。该

方面的工作涵盖探索镇级专职

服务和管理机构的整合和设

立、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全周期

系统建设。

在探索镇级专职服务和管

理机构的整合和设立方面，会

议强调，这一轮的机构改革，宅

基地的审批和执法重心都前移

到各镇（街），各镇（街）要把握

好这次改革契机，尽快成立宅

改领导架构和牵头部门，组建

工作专班，安排专人跟进，扎扎

实实将今后管理宅基地的工作

基础打牢固。

会议还要求，农村宅基地

和农房管理重心在本轮机构改

革后已经前移至各镇（街），目前

区级正在研发农村宅基地和农

房全周期管理系统，全链条审

批政策也即将印发，各镇（街）要

趁着这次改革的机会抓紧理顺

各部门之间审批、执法的职能，

形成联审联办的工作机制，保

障群众审批有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化建

设属于本轮改革的“补短板”重

要一环。据透露，南海目前已

将农村宅基地全周期管理系统

列入南海区“城市大脑二期”的

智慧三农板块统筹建设，包括

标准化数据建设和业务功能板

块建设，目前正在由技术单位

进行研发。

记者留意到记者留意到，，在中央部署的新在中央部署的新

一轮宅基地改革中一轮宅基地改革中，，第一个要求改第一个要求改

革探索的方向革探索的方向，，就是就是““完善农村集体完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权行使机制经济组织所有权行使机制””。。对此对此，，

南海此次的南海此次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则明确提则明确提

出了出了““村居共管机制村居共管机制””的改革思路的改革思路。。

会议强调会议强调，，要不断强化村居自要不断强化村居自

治能力治能力，，夯实村居夯实村居、、农村集体经济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对宅基地所有权行使的制度基织对宅基地所有权行使的制度基

础础，，以村居自治拓宽宅基地共管渠以村居自治拓宽宅基地共管渠

道道，，强化对农村用地建房秩序的有强化对农村用地建房秩序的有

效监管效监管。。要推动全区的村居进一步要推动全区的村居进一步

完善村规民约完善村规民约，，将村庄规划将村庄规划、、宅基地宅基地

利用利用、、农房建设农房建设、、两违监管的事项列两违监管的事项列

入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事项事项。。

目前目前，，南海区严控新增南海区严控新增““两违两违””

的压力仍然巨大的压力仍然巨大，，宅基地又恰恰是宅基地又恰恰是

新增新增““两违两违””中最难控中最难控、、最难监管的最难监管的

一项一项。。为此为此，《，《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提出提出，，完完

善部门共管手段善部门共管手段，，强化综合监管强化综合监管，，

包括探索运用多种方式遏制新增包括探索运用多种方式遏制新增

违法违法、、探索构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探索构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继续严格执行落实信用继续严格执行落实信用

体系监管等体系监管等。。

会议同时要求会议同时要求，，保持遏制保持遏制““两两

违违””的高压态势的高压态势，，对农村宅基地对农村宅基地““两两

违违””始终做到始终做到““零容忍零容忍””，，确保严控新增确保严控新增

““两违两违””力度不减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尺度不松，，发现一宗发现一宗

就拆除一宗就拆除一宗，，坚决刹住违建坚决刹住违建、、抢建的歪抢建的歪

风风，，将将““两违两违””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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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进。昨日下

午，南海区召开新一轮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暨“一网统管”智慧城

市运行管理工作动员会议，就南海

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进行部署。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作为全

国土地改革的试验田，南海先后承

担了一系列涉及农村领域改革的工

作。2015年，成为全国33个农村

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区之一，承

担起“三块地”改革任务；2018年，

开展第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

作，为全省乃至全国推进农村宅基

地改革作了探索、作了示范；2020

年，南海入选第二批全国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成为广东省

6个试点地区之一。

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中,根据中央、省、市部

署要求，南海在深入总结第一轮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和经验

基础上，形成了《佛山市南海区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

《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

案》）。根据改革方案，南海将试点

任务划分为7大方面、21个工作事

项，围绕“谋新策、补短板、优服务、

强监管”进行改革深化，力争全方位

重构南海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秩

序，全力打造管理有序、集约高效的

宅基地利用新格局，助力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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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汉坤通讯员冯创

●积极探索宅基地改革

示范样品村居打造

谋新策

优服务

构建农村宅基地全周期管理体系

强监管

探索“村居共管机制”严控新增“两违”

抓示范

多措并举打造样板村居做好示范带动

●探索农村居民新型

社区的多种实现方式

七大方面任务

21个工作事项

推进基础工作实施

落实改革工作基础
（3个工作事项）

1
●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深化

●全力推进落实登记造册工作

●实施宅基地村（居）管理一张图

完善政策体系建设

夯实制度支撑
（9个工作事项）

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行使机制

●分配资格管理

●流转制度

●农房租赁机制

●全流程审批机制

●退出盘活机制

●集中建房机制

●抵押制度

●有偿使用机制

对南海区现行

的农村宅基地

相关政策作出

修订和完善：

创新为民服务举措

提升工作质效
（2个工作事项）

3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全周期系统建设

●探索镇级专职服务和管理机

构的整合和设立

4

●探索运用多种方式遏制新增违法

●探索构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工作机制

●继续严格执行落实信用体系监管

完善部门共管手段

强化综合监管
（3个工作事项）

5
多措并举打造样板村居

抓好示范带动
（2个工作事项）

6 持续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

营造改革氛围

7 深入总结宅基地改革成效

提炼改革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