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华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
征地管理

政策

1.法律法规和规章
2.征地前期准备、征地审
查报批、征地组织实施规
范性文件
3.区片综合地价文件
4.青苗补偿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
以公开，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2

征地前期
准备

土地征收
启动公告

1.征收范围、征收目的、
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

2.明确发布土地征收启动
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在拟征地范围内

抢栽抢建
3.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

补偿安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在启动项目征收时，在
村公示栏公开不少于5个

工作日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项目征转用地报批前(项
目要件报至省厅前）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3
拟征收土
地现状调

查

1.土地的权属、地类、面

积
2.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
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

、种类、数量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号  2019年8
月26日第三次修正）
2.《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
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在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

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项目征转用地报批前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4
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

1.征收范围、土地现状、
征收目的、补偿标准
2.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
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3.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

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征地管理政策出台实施
后、征地补偿标准经批

准后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征地管理政策出台实施
后、征地补偿标准经批

准后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 ü ü ü

5
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

公告

1.对征地补偿安置进行公
告

2.载明办理补偿登记期限
、异议反馈渠道

3.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不同意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

证会

1.《征收土地公告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令第10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公
开，公告时间不少于30

日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ü

项目征转用地报批前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6
拟征地听

证

1.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要求听证的，

提交《听证通知书》
2.实施听证的，公开听证

相关材料
3.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的，
提交《项目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无需听证回执书》

1.《国土资源听证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令第22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多数被征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提出听证申
请的，应按有关规定制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项目征转用地报批前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6

征地前期
准备

拟征地听
证

1.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要求听证的，

提交《听证通知书》
2.实施听证的，公开听证

相关材料
3.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的，
提交《项目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无需听证回执书》

1.《国土资源听证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令第22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及时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7
征地补偿

登记

组织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在公告规定
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
明材料办理对土地、农村
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
物及青苗办理补偿登记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开
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
审批［2020］205号）

征地补偿登记结束后5个
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
示结束后，转为依申请

公开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ü ü

8

征地审查
报批

征地报批

材料

1.建设用地请示文件
2.建设用地审查意见

3.一书三方案（或一书四
方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

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建设用地报批审查有关

规定

收到征地批准文件后10
个工作日内录入，报州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审核后公开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9
征地批准

文件
国务院、省、市批准用地

的批复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号  2019年8
月26日第三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
号）
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建设用地报批审查有关
规定

相关信息批准或形成生
效后10个工作日内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相关信息批准或形成生
效后10个工作日内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ü ü

相关信息批准或形成生

效后11个工作日内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 ü ü ü

10

征地组织

实施

土地征收
公告

1.征收范围、征收目的、
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
2.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3.征地实施单位

4.开展征地时间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号  2019年8
月26日第三次修正）
2.《征收土地公告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令第10号）

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收到征地批准文件形成

土地征收公告10个工作
日内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收到征地批准文件形成
土地征收公告10个工作

日内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收到征地批准文件形成

土地征收公告10个工作
日内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征地实施单位 ü ü ü



11

征地组织
实施

征地补偿
费用支付

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凭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
号）
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征地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云自然
资审批［2020］205号）

获得支付凭证后5个工作
日内予以公开，公示结

束后转为依申请公开

征地实施单位

□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云南省征地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ü ü ü 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