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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有序推进土地整治

的精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促

进“五化”同步发展，依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

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6‟

45 号）、《新乡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延津县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调整方案》等相关规划与政策文件，结合延津县

实际编制了《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是实施和深化《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方案》的重要手段，是指导延津县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性

文件，是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的基本依据，是统筹各类土地整治资金

的重要依据。 

《规划》基期年为 2015 年，2020 年为规划目标年，规划范围

为延津县行政辖区范围内所有土地，土地面积为 88796.29 公顷，包

括 5 镇 7 乡，345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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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地整治规划的背景和形势 

延津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隶属新乡市，东与封丘县、安阳市

滑县相邻，南与原阳县搭界，西与新乡县接壤，北与卫辉市、鹤壁

市浚县毗邻。县域东西长约 42.5 公里，南北宽约 40.5 公里，地理坐

标介于东经 113°57′～114°46′，北纬 35°07′～35°29′之间。土地总面

积 887.96 平方公里。全县辖 5 镇 7 乡，345 个行政村，2015 年底全

县总人口 46.67 万，城镇人口 15.50 万，农村人口 31.17 万人，城镇

化率 33.21%。 

第一节 区域概况 

一、自然条件概况 

1、地势地貌 

延津县地处华北黄河冲积平原的偏南端，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自然坡降 1/7000，海拔一般在 65～71 米之间，部分沙岗顶部在 80

米以上，全境地貌大势平坦，微度起伏，分为三种区域类型。 

古黄河高滩区  西北部的东屯镇和东北部的丰庄镇平坦，为古

黄河高滩区，面积 14.9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1.2%。 

黄河故道区  自西南小潭乡的新丰堤起至东北丰庄镇的秦庄

止，为黄河故道区，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和风力的搬迁

作用，沙丘连绵起伏，岗洼相间，呈带状纵卧，长达 46.5 公里，面

积 65.4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49.1%。 

低洼平原区  位于县境的东部和东南部，自小潭乡起至魏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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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为低洼平原区，涉及 8 个乡镇，面积 52.9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

的 39.7%。 

2、气候 

延津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

雨量大，秋季凉爽时令短，冬季寒冷少雨雪。延津县地处东亚中纬

度平原上，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 2273.3 小时，5 月最多，平

均 245.7 小时；1 月最少，平均 137.5 小时。年平均气温 14℃；7 月

最热，平均 27.3°C ；1 月最冷，平均 0.2°C；年均降水量 581.7 毫

米，7 月份降水量最多，月均降水量 170.7 毫米，占全年降水的 70%，

且多暴雨，12 月份最少，仅为 5 毫米。无霜期 220 天，全年日照时

间约 2400 小时。 

3、水资源 

全县水资源总量 1.3487 亿 m
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0.6057 亿立

方米，占总量的 31.9%；地下水资源量 0.7430 亿立方米，占总量的

68.1%，全县可利用量 1.33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0.3456 亿 m
3，人

均占有水资源量为 266.5m
3，远低于全国水平的 2200m

3，属资源型

缺水地区。 

4、土壤 

延津县土壤属黄河冲积母质，土壤类型较多，水平分布面积零

星，垂直方向层次分明。土壤共分潮土和风沙土两大类，潮土类中

有黄潮土、褐土化潮土、盐化潮土、碱化潮土、湿潮土五个亚类，

风沙土类中包括冲积风沙土和褐化风沙土两个亚类。延津县土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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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特征：黄潮土亚类大多分布在东屯、丰庄、胙城、城关、僧固、

小潭、司寨、马庄、榆林、石婆固 10 个乡（镇），面积为 81.13 万

亩，占延津县总面积的 57.1％。褐化潮土亚类分布于东屯、丰庄、

胙城、榆林、王楼、司寨、马庄、魏邱 10 个乡镇，面积 16.99 万亩，

占总面积的 11.95%。盐化潮土、碱化潮土两个亚类，主要分布在僧

固、魏邱、王楼、石婆固、小潭五个乡，面积 12.15 万亩，占 8.55％。

湿潮土亚类分布于司寨、王楼、石婆固、丰庄四个乡镇境内的常年

或季节性积水洼地，面积 11.82 万亩，占延津县总面积的 8.3%。风

沙土类全部分布在县境中部黄河故道内，包括榆林、石婆固、胙城、

马庄、小潭等乡，面积为 20.04 万亩，占 14.1％。 

5、地质构造 

延津位于内黄隆重起区南沿。内黄隆起区处汤东断裂与长垣断

裂之间，北起安阳断裂，南至延津县城北。该区内除在浚县童山、

柏山有古生代地层零星出露外，其余全部为第三、四纪地层所掩盖，

覆盖层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变厚，达 200 至 2000 米，其土质多

为褐黄色或灰黄色粘土、亚粘土、亚沙土及灰沙层，局部夹有砾层

或灰黑色淤泥层，土质结构比较松软，覆盖层下部为太古代、古生

代地层。 

县区内工程地质较为复杂，地层垂直剖面分层相间，表面上层

有杂填土、黄土状亚沙土、亚粘土、粘土等，土层厚度大约为 350mm，

二层多为亚粘土，厚度约 400mm，三层为粘土，厚度约为 450mm，

下层土相互交错厚度不定，城区内地耐力每平方米 8－12 吨，轻压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5 

粘土地层的计算强度为 1.4kg/cm
2，粉砂地层为 1.6kg/cm

2，细砂地

层为 3.0kg/cm
2。 

二、经济社会条件概况 

2015 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119.9 亿元，五年年均增长 10.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1 亿元，年均增长 14.8%；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达到 6.57 亿元，年均增长 19.45%；固定资产投资 92.97 亿元，

年均增长 5.1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26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51.21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32.50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9.96：

55.08：34.96，二、三产比重达到 90.04%。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 462808

吨，其中夏粮产量 329858 吨，秋粮产量 132950 吨；全年花生产量

138221 吨，油料产量 138890 吨，全年蔬菜总产量 456562 吨，全年

肉类总产量 31382 吨。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28 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12413 元。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结构 

2015 年，延津县土地总面积 88796.29 公顷，其中农用地、建设

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积分别为 71342.58公顷、13053.98公顷和 4399.73

公顷，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80.35%、14.70%和 4.95%。 

1、农用地 

全县农用地面积 71342.5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35%。其

中耕地面积 63078.7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1.03%；园地面积

158.7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8%；林地面积 4017.53 公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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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 4.53%；其他农用地面积 4087.65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4.61%。 

2、建设用地 

全县建设用地面积 13053.9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70%。

包括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1556.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01%。

其中城镇用地面积 2025.7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8%；农村居

民点面积 9486.8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68%；采矿用地面积为

43.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5%。 

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1396.7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8%。其

中，铁路用地面积 91.1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0%；公路用地

面积 1194.3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5%；管道运输用地 0.66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甚微；水库水面面积 0.39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例甚微；水工建筑用地面积 110.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2%。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100.7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1%，全部

为特殊用地。 

3、其他土地 

全县其他土地面积 4399.7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95%。包

括水域和自然保留地。 

水域面积 197.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22%。全部为河流水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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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留地面积 4202.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73%。其中，

其他草地面积 16.1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2%；裸地面积 215.7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24%；沙地面积 2485.83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2.80%；沼泽地面积 1473.6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6%；

盐碱地面积 11.3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1%。 

延津县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表（详见附表 1）。 

二、土地利用特点 

1、宜耕后备资源消耗较快，补充耕地后劲不足 

“十二五”期间，全县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2717.01 公顷。根据

延津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结果，未利用地占后备资源的 92.80%，意

味着未来几年延津县补充耕地仍将以土地开发为主。2015 年末，全

县自然保留地 4202.71 公顷，随着后备资源的不断开发，后备资源

逐年减少，同时易开发的后备耕地资源更是急剧减少，未来耕地占

补平衡任务十分艰巨。 

2、农村建设用地比重较大，有一定整治潜力 

2015 年底全县村庄用地面积 9486.8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68%，人均用地面积 304 平方米，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且

农村居民点分布散乱、内部用地粗放，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高。 

3、耕地质量等别较低 

2015年末，延津县耕地面积 63078.70公顷，其中 7等地 10279.83

公顷，8 等地 15360.48 公顷，7、8 等地占耕地面积的 40.65%。受

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延津县中低产田改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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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 

第三节 “十二五”土地整治工作成效 

“十二五”期间，土地整治在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促进土地开发整理有序开展、积极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力的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优化了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和

结构，缓解了城镇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土地供需矛盾。同时，逐

步形成了规划体系健全、建设标准完备、资金保障到位、产权保护

有力、监测监管全覆盖、队伍支撑可靠的工作格局，为规范有序开

展土地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1、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了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十二五”期间，按照国家“划得准、调得开、建得好、保得

住”的大方针要求，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全

县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耕地和基本农田质

量显著提高，粮食产量稳中有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面积

54711.67 公顷，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37035.64 公顷。据统计，经整

理后的耕地质量平均提高 1 个等级，2015 年粮食产量 46.28 万吨，

较 2010 年产量增产 12.85%。 

2、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十二五”期间，延津县认真开展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

作，共上报并获得批准 25 个批次，获得周转指标 4425.00 亩，共计

295.00 公顷，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对农村散乱、

废弃、闲臵的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进行整理复垦，集中建设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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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点，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促进了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

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 

3、改善了土地生态环境，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大力建设

生态国土。全县完成造林面积 3.61 万亩，连续五年被市政府授予“造

林绿化先进县”，先后荣获省级平原绿化高级达标县、省级林业生态

县、省绿化模范县等称号。积极开展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作，

累计完成综合整治项目 16 个，建成两个省级生态镇、15 个省级生

态村。全县水利投资达到 2.75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2 倍；

骨干防洪除涝河道防洪标准基本达到 10 年一遇，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90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14.55 万亩，对区域生态环境起到了积

极作用。 

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大，县城和建制镇、美丽

乡村建设协调发展，城乡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小城镇建管水平实现较大提升，石婆固镇被评为“全国生态乡镇”。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效显著，创建了 24 个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村、72 个达标村，被评为“河南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和

全市唯一的“河南省城市市容环卫工作先进集体”。美丽乡村试点建

设顺利，王楼镇美丽乡村项目顺利实施。 

4、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形成了良好工作格局 

探索完善土地整治组织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

门联动、群众参与、整合资源、整体推进”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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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比较完善、资金使用比较规范、科技支撑有力、全面全程

监管的工作格局，为持续深入推进土地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节 “十三五”时期土地整治规划面临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延津县

“转型提升、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更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十三五”时期延津县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

构布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划定

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延津县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用新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土地整

治，切实发挥土地整治的综合效益。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建设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随着“五化”同步加快

推进，延津县遇到保发展和保耕地等问题，土地利用方式遇到结构

性调整，未来土地整治既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满足空间扩

张对土地的需求；又要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耕地数量质量现状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必须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努力补充优质耕地，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全面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产能，切实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2、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优化用地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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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延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延津县城镇化率将达到 41%。随着

各项建设活动全面开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相继步入快速发展

阶段后，土地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凸显，传统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的方

式不可持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特点，亟需加大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点做好城镇规划区内低效利用土地再开发，

对现有僵尸企业、旧厂房、旧仓库、城中村、棚户区有等低效用地

实施规划变性，使规划圈内各类用地布局更加合理，实现城镇土地

资源的布局优化节约集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3、实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

权”分臵制度，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

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2015 年底延津县村庄用地面积 9486.86 公顷，人均农村居民点

用地达到 304 平方米，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且农村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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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薄弱、乡村建设规划滞后、群众生活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后突出等诸多问题，

亟需有重点、有层次、有步骤地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 

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以土地整治为平台，在科学规划的引

领下，从优化农村空间布局、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和加强农村生

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着手，紧密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传统风俗

习惯，充分运用当地的乡土知识和技术，强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自然景观的保护，建设成更多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能够“望得

见秀丽山水，记得住乡村味道”的美丽乡村。 

“十三五”期间，延津县围绕优势特色农产品，推动产、加、

销一体化发展，打造“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农

业产业化集群。重点推动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联动，打造以城

区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的“10分钟生态休闲旅游农业圈”。重点支

持延津县生态农业园、薰衣草庄园、花卉种植基地、树莓基地等项

目建设。到 2020 年，全县培育年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农业产业化

集群 3 个，特色高效经济作物面积稳定在 8 万亩以上，总产达到 12

万吨。建成高油、高油亚比花生种植基地 10 万亩；强化“菜篮子”

基地标准化建设，大力开展以蔬菜、水果为主的标准园创建，引导

“菜篮子”基地向规模化发展。 

4、助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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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

民生工程，以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目标，大力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完成 42 个重点贫困村整村推进任务。 

加强贫困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计划和供地

计划，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中对贫困地区予以政策倾斜，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满足扶贫开发用地需要，确保涉贫项目

及时落地建设；推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支持 42 个重

点贫困村精准扶贫，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土地整治是对城镇和农村低效用地的综合治理，对废弃土地的

恢复利用，是新常态下国土资源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加大贫困地区

重点扶持力度的科学内涵，是落实中央和地方扶贫攻坚战略、统筹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土地综合承载能力、加强

耕地量质并重、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有力抓手。坚持以土地整治为

抓手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助于用好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政策，提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权，增强贫困地区自我

发展能力，优化土地资源配臵。 

5、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土地生态保护和修复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以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延津县自然生态

系统较为脆弱，土地沙化相对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巨大压

力。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围绕生态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加大文岩渠、大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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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确定重点控制区域，建立区域

内控制单元，分类开展重点防治。加强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控

制和系统管理，建立健全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稳步推进地下水污

染防治，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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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整治潜力 

通过对延津县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分析和后备土地资源调查评价

成果分析，确定全县通过土地整治可新增的耕地面积。在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开展土地整治，经过评价分析，全

县新增耕地潜力 8135.50 公顷。其中：农用地整理规模 61345.82 公

顷，新增耕地潜力 1256.73 公顷；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9486.60

公顷，腾退规模 4585.40 公顷，新增耕地潜力 3718.69 公顷；城镇工

矿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276.01 公顷；土地复垦规模 18.46 公顷，新增

耕地潜力 16.62 公顷；宜耕后备土地开发规模 3698.19 公顷，新增耕

地潜力 3143.46 公顷。 

第一节 农用地整理潜力 

一、补充耕地潜力 

农用地整理主要是通过完善田间道路、田坎归并、零星土地的

开发利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对于历史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

围的园地、残次林地等适宜开发的农用地，统筹纳入土地整治范围，

同时兼顾林果业在农业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整理过程中注重提高其

他农用地利用效率。延津县农用地待整理区共涉及 12 个乡（镇）345

个行政村，待整理区总面积是 61345.82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59050.98

公顷，占农用地待整理区的 96.26%；农村道路、沟渠等辅助生产设

施用地面积 1952.99 公顷，占农用地待整理区的 3.18%；残次林地、

园地、坑塘、设施农用地等其他农用地面积 341.85 公顷，占农用地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16 

待整理区的 0.56%。对可整理农用地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已施工的

土地整理项目和实地调研测算，通过完善田间道路、田坎归并、灌

溉与排水、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可补充耕地面积 1256.73 公

顷。 

二、提高耕地质量潜力 

农用地整理的增产潜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耕种面积的

增加，二是农田质量等级的提升引起农田单产水平的提升。在测算

过程中，应对这两类产能提升潜力分别计算后再进行汇总。 

（1）确定耕地单产水平。按照预测整治后测算单元的平均利用

等，确定其对应的标准量产量。 

（2）计算新增耕地产能。公式如下： 

新增耕地潜能=新增耕地面积×整理后单位面积耕地标准量产

量。 

（3）计算耕地质量提升产能。公式如下： 

耕地质量提升产能=待整理耕地面积×（整理后单位面积耕地标

准量产量-现状单位面积耕地标准量产量）。 

（4）计算产能提升幅度。公式如下： 

产能提升幅度=新增耕地产能+耕地质量提升产能。 

全县 2015 年亩均产量 550 公斤/亩，耕地面积 63078.7 公顷，

整理后年亩均产量 650 公斤/亩以上，产量提升 100 公斤/亩；根据

潜力分析结果，农用地整理新增耕地潜力 1256.73 公顷。通过计算，

延津县农用地整理质量提高潜力合计为 10.6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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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潜力分级 

经测算，农用地可整理规模 61345.82 公顷，可补充耕地潜力

1256.73 公顷。其中野厂、东辛庄、西辛庄等 133 个村庄为一级潜力

区，规模 27566.71 公顷，可新增耕地 1018.48 公顷；王厂、夹堤 11

个村庄为二级潜力区，规模 3636.09 公顷，可新增耕地 181.21 公顷；

常堡、董庄等 40 个村庄为三级潜力区，规模 1732.10 公顷，可新增

耕地 43.13 公顷；曹乡固、大佛村等 161 个村庄为四级潜力区，规

模 28410.92 公顷，可新增耕地 13.91 公顷。 

第二节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一、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腾退潜力） 

延津县农村建设用地待整理区共涉及 12 个乡（镇）345 个行政

村，待整理区总面积是 9486.60 公顷，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主要对

象是农村居民点内部的低效建设用地、农村闲散地。通过预测规划

期末农村人口以及规划人均用地标准，确定规划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依据现状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和规划农村建设用地面积的差值，估算

出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即腾退潜力）4585.40 公顷。 

二、补充耕地潜力 

通过整理，将腾退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新增耕地潜力

为 3718.69 公顷，新增耕地系数 39.20%。 

三、潜力分级 

经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9486.60 公顷，可补充耕地潜

力 3718.69 公顷。其中胙城、榆林等 47 个村庄为一级潜力区，规模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18 

2572.59 公顷，可实现腾退潜力 1645.62 公顷，可实现新增耕地面积

1351.27 公顷；闫庄、后董固等 95 个村庄为二级潜力区，规模 3121.01

公顷，可实现腾退潜力 1665.24 公顷，可实现新增耕地面积 1343.17

公顷；胡庄、后屯、丰庄等 102 个村庄为三级潜力区，规模 1942.31

公顷，可实现腾退潜力 955.52 公顷，可实现新增耕地面积 766.57

公顷；大潭村、通郭村等 101 个村庄为四级潜力区，规模 1850.69

公顷，可实现腾退潜力 319.02 公顷，可实现新增耕地面积 257.68

公顷。 

第三节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评价对象主要为延津县城区的城镇工矿用

地。经测算，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 276.01 公顷。其中城

关镇西街为一级潜力区，整理潜力规模 85.63 公顷；城关镇大潭村、

小潭村、史良村、文岩村为二级潜力区，整理潜力规模 166.10 公顷；

城关镇孔潭村、西街、东街为三级潜力区，整理潜力规模 24.28 公

顷；其余无潜力区均为四级潜力区。 

第四节 土地复垦潜力 

土地复垦的对象是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及

各种污染、自然灾害等造成破坏、废弃的土地，采取整理措施，使

其恢复利用和经营，可以增加有效耕地和其它用地的面积。经测算，

全县土地复垦潜力规模 18.46 公顷，可补充耕地潜力 16.62 公顷。其

中老刘庄、姬庄村等 5 个村为一级潜力区，可复垦规模 13.94 公顷，

可新增耕地 12.54 公顷；张班枣村和飞王村为二级潜力区，可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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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30 公顷，可新增耕地 1.17 公顷；原屯、南皮村等 11 个村为

三级潜力区，可复垦规模 3.22 公顷，可新增耕地 2.91 公顷；其余无

潜力区均为四级潜力区。 

第五节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 

根据延津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全县宜耕后备土地资

源总规模为 3698.19 公顷，其中沙地 2017.49 公顷，其他草地 15.55

公顷，盐碱地 11.28 公顷，沼泽地 1458.15 公顷，裸地 195.72 公顷。

经测算，耕地后备宜耕土地资源开发可补充耕地潜力 3143.46 公顷。

其中县林场、袁庄等 10 个村为一级潜力区，开发规模 2502.83 公顷，

可新增耕地 2127.42 公顷；后董固、南宋村等 30 个村为二级潜力区，

开发规模 853.36 公顷，可新增耕地 725.36 公顷；小王村、庞固寨、

东娄庄等 71 个村为三级潜力区，开发规模 321.42 公顷，可新增耕

地 273.19 公顷；大油房、大柳树、东吴安屯等 49 个村为四级潜力

区，开发规模 20.58 公顷，可新增耕地 17.49 公顷；其余无潜力的村

庄均为五级潜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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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整治规划原则与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十九届一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五个国土”、“六个全

覆盖”系列决策部署，全面推进以转变“三块地”开发利用方式为核心

的土地利用综合改革，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按照“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要求，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促进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为目的，以调整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土

地资源配臵、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为手段，稳步推进全县土地整治，彰

显“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

要求，以落实“两个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

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为目的，大力推进城乡散

乱、闲臵、低效建设用地整治利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大力推

进废弃、退化、污染、损毁土地的治理、改良和修复，统筹山水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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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草系统治理，促进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

力打造以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一体化的生态宜居延津县。 

二、基本原则 

1、坚守耕地红线 

围绕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步提高粮食产能。以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

为重点，推动万亩高标准粮田建设，合理安排土地整治区域，大规模

推进土地整治、中低等耕地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

有提升，夯实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基础。 

2、坚持依法依规 

遵循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进入新常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细化和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整治目标任务，并做好

与新型城镇化、农业、水利、生态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推动规划

管理法制化、制度化。 

3、促进城乡统筹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统筹安排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活动，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促进土

地要素在城乡间有序流转，助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准确把

握新型城镇化内涵，既要城市宜居，也要乡村美丽，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清水绿山。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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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与新农

村建设双轮驱动、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4、加强生态保护 

立足发展现代农业和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农

村建设用地整治，增加有效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努力实现增产不增污。因地制

宜发展生态农牧、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等生态经济，保护“绿水青山”，

创造“金山银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自然

修复为主，加强对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土地生态环

境整治，提高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给人民群众创

造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延津。 

5、维护群众权益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依法推进，尊重农民意愿，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合法权益；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和增减挂钩收益对农村的投入，

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共享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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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顺应人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

期待，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为前提，结合全县的发展实际，统

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推进各项土地整治活动，避免不顾实际

大拆大建，增加人民生活负担。 

7、坚持注重特色、保护农耕文化 

注重保留县域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特色和风貌，妥善保护

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住宅和村庄。科学处理好农村建设用地整

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制止因片面追求用地指标，违背自然

规律搞过度整治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8、坚持政府主导 

坚持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公众参与的工

作机制，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合作，有效发挥整体联动的

综合效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和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第二节 规划目标 

土地整治的总体目标：在保证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展

农用地整理；稳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积极开展城镇和工矿用地

整理，加快土地复垦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进程。 

根据《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方案》及

《新乡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结合《延津县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全县土地整治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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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3-1。 

表 3-1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项 
规划目标（2016-2020） 

指标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2000~2666.67 3.00~4.00 约束性 

经整理的基本农田耕地质量提高程度 1（个等级） 预期性 

补充耕地规模 2234.00 3.35 约束性 

    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82 0.12 预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500 2.25 预期性 

    土地复垦规模 0.00 0.00 预期性 

    宜耕后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652 0.98 预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734.00 2.60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175.72 0.26 预期性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

“高标准建设、高标准管护、高标准利用”。按照《河南省“十三五”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要求，根据《新乡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下达延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结合延津实际情况，“十三

五”期间，延津县确保建成高标准农田 3 万亩，力争建成高标准农田

面积 4 万亩，其中通过土地整治力争建成 2 万亩。经整理后的基本农

田质量平均提高 1 个等，粮食亩产增加 100 公斤以上，粮食安全保障

能力明显增强。规划期间，通过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国家

新增千亿斤粮食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土地整治项目等，实现粮

田的“田、水、路、林”综合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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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耕地数量质量保护全面提升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努力补充优质耕地，加强耕地质量

建设。2016~2020 年，完成补充耕地任务为 2234.00 公顷。其中，高

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 82.00 公顷，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补充耕地

652.00 公顷，村庄整治补充耕地 1500.00 公顷。通过农用地整理改造

中低等耕地，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设排灌渠道、田间道路，

使耕地保护基础更加牢固，提高耕地质量等别。 

三、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在严格规范管理和保护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规范有序推进新乡市

新农村建设。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布局，加强乡村景观特色保护。稳妥

推进村庄土地整理，加强散乱、废弃、闲臵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加强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严格

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人地挂钩，严格控制增减挂钩规模与范

围，合理使用节余指标，确保土地收益及时全部返还农村。 

2016-2020 年，全县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738.20 公顷，其中

用于落实减量指标 450.00 公顷，其余用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通过整治，农村建设用地布局得到优化，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 

四、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取得积极成效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城市工作会议和全省百城建设提质会议

精神，进一步优化城乡用地布局，显化城乡土地价值，提升城市建设

水平，通过城镇土地开发利用与改革确保城乡建设用地资源成为保障

建设资金的重要支撑，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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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旧城镇、旧工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充分挖掘现有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潜力，促进产业更新升级，引导工业集聚发展，拓

展城镇发展空间，显著提高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2016-2020 年，

全县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75.72 公顷。 

五、加大土地复垦力度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切实加强土地修复和土地生态建设。按

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土地

全面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及时复垦，大力推进历史遗留损毁土地

复垦。 

六、适度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适度开发宜耕后备

土地资源，积极推进草地、滩涂、沙地、裸地等土地开发。其中宜耕

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共 3698.19 公顷。规划期间确定宜耕后备土地

资源开发补充耕地目标为 652.00 公顷。 

七、积极推进土地生态整治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以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延津县自然生态系

统较为脆弱，土地沙化相对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巨大压力。

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开展山水林田综合整治，推进水土流失等

综合治理，不得造成林地损害和生态破坏，开展土地复垦，加强土地

生态建设和保护，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5/11/03/1055193l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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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态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加大文岩渠、大沙河、柳青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

度，确定重点控制区域，建立区域内控制单元，分类开展重点防治。

加强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控制和系统管理，建立健全地下水环境

监管体系，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 

八、加强土地整治保障体系建设 

土地整治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规范更加完善，科技支撑更加

有力，公众参与更加充分，监督管理更加有效，为土地整治持续推进

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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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整治任务安排 

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

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以提升粮食产能

为目标，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

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整治，积极推进土地复垦和适度开发后备资源，

助力脱贫攻坚，加强土地生态建设，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布局，高效利

用土地资源。 

依据《河南省土地整治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新乡市

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调整方案》，结合各乡（镇）实际，规划期间安排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 4662.13 公顷。 

努力推动“三块地”改革，通过创新“三块地”的规划、开发、供应、

利用方式，完善土地资源配臵机制，激活土地资源要素活力，提升土

地资产资本价值，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

加快推进延津县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节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大力推进农用地整治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等级，大规模

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推进其他农用地整治，全面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和农田生态环境，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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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实施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本着“农田向规模经营集

中”的要求，与“三块地”改革中的“农村耕地利用改革”有机衔接，

落实承包地“三权”分臵，强化土地综合整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增强防洪、排涝等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全面提高农田质量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一、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按照“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标准和“布局合理化、农田规模化、农业科技化、生产机械化、经营

信息化、环境生态化”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整合

资金、统一监管考核、统一上图入库。根据《河南省“十三五”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中下达延津县“十三五”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延

津县确保建成 3 万亩（2000.00 公顷），力争建成 4 万亩（2666.67 公

顷），其中通过土地整理力争建成 2 万亩。结合延津县实际情况，延

津县在“十三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为 21946.82 公顷，主要

分布在马庄乡、魏邱乡、丰庄镇、小潭乡、石婆固镇、司寨乡、东屯

镇、胙城乡、榆林乡和王楼镇，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详见表

4-1。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30 

表 4-1  延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解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乡镇名称 
2016-2020 年 高标准农田

建设规模 

提高耕地质

量等级目标 确保建成面积 力争建成面积 

1 马庄乡 458 610.51 5024.50 1 

2 魏邱乡 395 526.14 4330.12 1 

3 丰庄镇 91 121.92 1003.40 1 

4 小潭乡 46 61.28 504.29 1 

5 石婆固镇 82 109.37 900.13 1 

6 司寨乡 163 217.52 1790.22 1 

7 东屯镇 219 291.38 2398.09 1 

8 胙城乡 21 27.81 228.91 1 

9 榆林乡 213 284.44 2340.98 1 

10 王楼镇 312 416.3 3426.18 1 

合计 2000 2666.67 21946.82 1 

1、高产田巩固和中低产田改造 

规划期内，以强力推进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以巩固提升高产田

为支撑，以打造吨粮田为方向，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提高粮食稳产增产能力。 

2、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项目 

强化我县的标准粮田、良种繁育基地、粮食新品种推广示范基地、

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项目建设。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的抗灾防灾

能力，全面提升粮食产量和品质，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和良种覆盖率，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到 2020 年，

全县培育年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集群 3 个，特色高效经

济作物面积稳定在 8 万亩以上，总产达到 1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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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基本农田结构布局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调整优化农田

结构布局，形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的基本农田格局。粮食主产区，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推

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建成规模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促进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城镇近郊区，加强优质耕地特别是菜地建设和保护，强化

农田景观和绿隔功能，促进现代都市农业和休闲农业发展；生态脆弱

区，着力提升耕地生态功能，建成集水土保持、生态涵养、特色农产

品生产于一体的生态型基本农田；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沿线，

加大损毁耕地整理复垦，与周边耕地连片配套建设，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改善农田生态景观。 

4、完善基本农田基础设施 

开展土地平整归并，实现田块集中连片，降低基础设施占地率，

增加农田耕作层厚度。加强灌溉水源、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配套建设

机井、农田排灌等设施，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提高灌溉保证率和用水效率。完善田间道路，提高道路通达度和荷载

标准，满足农业机械通行要求。加强农田防护工程建设，提高农田防

御风蚀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完善农田电网，配

备必要的输配电设施，满足灌排设施电力需求。 

5、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严格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评定标准，将整治后的耕地划为永久基

本农田，统一命名、统一标识、统一监管，纳入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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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行永久保护，严禁建设占用。充分利用耕地质量等级平台，对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进行质量等级评定。运用耕地质量等别评价成果，

调整优化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结构，使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以适应现

代农业规模经营与机械化操作要求。全面加强工程后期管护，按照谁

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做到责任明晰、明确产权归属，

使受益人、所有人、管护人三者合一，充分调动群众对于管护工作的

积。 

二、加强耕地数量和质量建设 

依托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并结合相关部门管理信息系统，将

土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及时、全面、准确上图入库，实

现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实行耕地实时动态监测。明确管护主体，落实

管护责任，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维护，提高设施设备的利用水平。建立

耕地质量等级定期更新和动态监管制度，加强耕地质量等别变化评价

与监测。强化新增耕地监管，确保有效利用，防止撂荒抛荒。 

1、合理补充耕地 

加大农用地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制度，着力改善耕作

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补充耕地质量。积极推进低效、

损毁和废弃建设用地整理还耕，恢复耕地生产功能。严格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强调耕地“谁占谁补”、“占优补优”的法定责任，实行

耕地占补平衡属地化统筹管理。在做好土地适宜性评价和保护改善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实施耕地后备资源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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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耕地等工程，禁止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环境。 

延津县“十三五”期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 4662.13 公顷，其

中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042.14 公顷（含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

地 513.14 公顷）；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712.44 公顷；通

过宜耕后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1890.93 公顷，通过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16.62 公顷。 

表 4-2  延津县补充耕地任务分解表 

单位:公顷 

乡镇 

补充耕地任务 

  

总任务 
农用地整

理 

高标准农田

建设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农村建设

用地整治 

土地复

垦 

城关镇 0           

东屯镇 426.58 89 99.77 36.36 201.45   

丰庄镇 118.63 50     62.5 6.13 

马庄乡 415.19 70 107.98 186.13 46.44 4.64 

僧固乡 287.63       286.44 1.19 

石婆固镇 205.22 10     195.22   

司寨乡 76.78       76.78   

王楼镇 420.36   192.99   227.37   

魏邱乡 375.53 80 75.76 138.78 76.33 4.66 

小潭乡 221.17       221.17   

榆林 538.95 30 36.64 234.66 237.65   

胙城乡 1576.09 200   1295 81.09   

合计 4662.13 529 513.14 1890.93 1712.44 16.62 

2、推动耕地质量建设和产能提升 

按照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要求，积极开展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

全面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依据农用地分等成果，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和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完善排灌沟渠网络，建设旱

涝保收农田；推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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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高农田抗灾减灾能力。大力开展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耕地提质改造工程，将其作为保障本地占补平衡和占优补优的重要渠

道，实现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发挥规模效益。 

3、积极开展特色农产品原产地土地整治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特色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充分挖掘区域

特色资源利用潜力，积极引导名优特优农产品种植和生产聚集，加快

培育和构建特色农业生产区，增加农民收入。以农用地整治为抓手，

着力改善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做大做强具有区域特色和

较强竞争力的特色农业生产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特色农产品布局。

充分发挥各生产区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积极推进“互联网+

农业”发展战略，推动特色农产品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特色

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加快推进农业的区域专业分工。重点支持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支持名优农业生产区的土地整治，保障特色农业生

产示范区的建设发展。 

4、加强耕地全方位管护 

依托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结合相关部门管理信息系统，将土

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及时、全面、准确上图入库，实现

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实行耕地实时动态监测。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

护责任，保障管护经费，加强基础设施维护，提高设施设备的利用水

平。建立耕地质量等级定期更新和动态监管制度，加强耕地质量等别

变化评价与监测。强化新增耕地监管，确保有效利用，防止撂荒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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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耕地生态环境质量 

1、推进农田林网工程建设，增强农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推进农田林网工程建设，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稳步提高农田防

护林比例。增强农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保障农田生态安全。坚持因害设防、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以

优良乡土乔木树种为主，优化树种结构，新建、修复农田林网。在水

土流失易发区，合理修筑岸坡防护、沟道治理、坡面防护等措施。 

2、实施土壤改良，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通过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绿肥翻埋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含

量，通过施测测土配方施肥，促进土壤养分平衡；通过推广深耕深松、

保护性耕作，治理盐碱土壤、酸化土壤和重金属污染土壤，改善耕作

层理化性质。建成后，高标准农田耕作层土壤有机质旱田逐步达到

15g/Kg 以上，水田逐步达到 18g/Kg 以上，各项养分含量指标逐步达

到武陟县土壤养分丰缺指标体系的“中”或“高”值水平，土壤酸碱度 pH

值 6.5~8.3，耕作层土壤重金属含量指标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规定，影

像作物生长的障碍因素应降到最低限度。 

3、加强退化土地修复，有效保护土地生产能力 

开展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堤岸

和坡面防护等水土保持工程，增强农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水土流

失地区，加大保水保肥保土能力建设，禁止乱砍滥伐，提高水土资源

涵养能力。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实施保

护性耕作，有效保护土地生产能力。延津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范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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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7 个乡（镇），土地总面积 519.95 平方公里。 

4、积极治理污染土地，保证农作物安全 

围绕打造“中国第一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提高小麦

品质。大力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控制超薄地膜、推广可降解地膜、回

收利用废旧地膜，推广测土施肥、精准施肥技术和低毒低残留农药、

高毒替代农药。以预防为主，开展全县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制定土壤

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严格新增重金属污染产能项目环境准入，

加强涉重金属企业环境监管、重金属污染的环境监测，强化对污染土

壤的治理、修复。 

四、积极推进其他农用地整治 

1、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坚持保护生态、农地农用，合理配臵其他农用地，促进优势农产

品发展。积极推进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建设。根据统一规划，发挥土

地整治对农业结构调整引导作用，根据当地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等发

展目标，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

宜林则林的原则，合理优化耕、园、林的结构和布局。在严格保护耕

地的前提下，合理配臵其他农用地，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

展经济作物，促进农业多样化和特色化经营，提高其他农用地效率，

为优势农产品发展提供支撑。 

2、加强低效园、林地、坑塘、设施农用地整治 

合理确定新增耕地来源，对于历史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

园地、林地、坑塘、设施农用地等适宜整理的农用地，统筹纳入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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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治范围。积极开展中低产园地整理，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促进园

地集约利用、规模生产，发展特色品种、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提

高园地综合效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通过生态自我修复和

充分利用宜林荒坡、沙荒地造林，扩大林地面积，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完善项目区基础设施配套，稳步提高园地、林地、坑塘、设

施农用地的整治效益，引导新增耕地集中布局、规模发展，将零星、

分散的园地、林地和现有耕地集中连片整治，统筹推进农用地整治，

通过土地整治创造条件实行生产机械化，在传统农用地、农村建设用

地、城镇工矿用地整治及其土地复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低效园

地、林地、坑塘、设施农用地的整治。严禁毁林开荒，做好生态脆弱

区退耕还林工作，加强低效林地改造，加快迹地更新及受损林地恢复。 

3、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工程 

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工程，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设施农

业等高效农业，构建以服务新乡市区、大郑州都市区居民消费为主、

生态绿色特征突出的都市农业体系。重点推动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融

合联动，着力发展林果采摘、苗木花卉观赏、农家餐饮、生态度假等

新型业态，积极开发农产品采摘、农耕体验、认领认种、开心农场、

特色餐饮、科普教育等休闲农业旅游产品，打造以城区为中心、辐射

周边乡镇的“10 分钟生态休闲旅游农业圈”。 重点支持延津县生态农

业园、薰衣草庄园、200 亩花卉种植基地、延津鸿鑫农业发展公司生

态农业园、马庄乡于庄和老刘庄 2000 亩树莓基地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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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延津县响应“十九大”号召，充分落实“三块地”中的“乡村建设用

地利用改革”，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加强农村建设用地

规划管控，通过拆旧复垦，统一入市等方式进行挖潜激活，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全县现有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率低，布局零散，“空心村”

多，整理潜力大。根据《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调整方案》，全县落实农村居民点整理总面积 1738.20 公顷，其中落

实规划调整完善净减量 450.00公顷，落实增减挂钩拆旧 1288.20公顷，

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1712.44 公顷，涉及东屯镇、丰庄镇、马庄乡等 11

个乡（镇）。全县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详见表 4-3。 

表 4-3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任务表 

单位：公顷 

序

号 
乡（镇） 总规模 落实规划调整完善净减量 补充耕地 

1 东屯镇 203.71  37.10 201.45  

2 丰庄镇 63.59  21.63 62.50  

3 马庄乡 47.00  3.62 46.44  

4 僧固乡 291.09  64.62 286.44  

5 石婆固镇 198.24  54.13 195.22  

6 司寨乡 78.28  29.88 76.78  

7 王楼镇 228.97  33.31 227.37  

8 魏邱乡 76.83  0.00 76.33  

9 小潭乡 225.88  93.06 221.17  

10 榆林乡 243.50  112.64 237.65  

11 胙城乡 81.12  0.00 81.09  

合计 1738.20 450.00 17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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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布局 

以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延津县城市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为依据，整体推进农村山、水、林、

田综合整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

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臵，合理配臵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引

导农民适当集中居住，实现农村地区全面发展。坚持乡村风貌保护，

加强村庄风貌设计，加强人文历史景观、地质遗存等保护，实现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和谐。 

根据农村产业发展的需要，科学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按照发展

中心村、控制基层村、保护特色村、整治空心村的要求，建设规模适

度、设施完善、生活便利、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管理有序的新农村。

在城镇规划建设范围内，鼓励农民有偿腾退宅基地，实施农村居民点

社区化建设，稳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农业生产区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国家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

建设，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规范有序开展迁村并点，中心村建设

要保留当地建筑风貌，充分体现地方特色。生态保护区创造条件推动

农村居民点的整体外迁和适度归并。通过村庄建设用地调整优化，形

成功能结构协调有序、空间布局合理的农村居民点体系，全面改善农

村整体面貌。 

二、加强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开展美丽乡村示范创建，

持续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重点突出乡村情调、留住乡愁记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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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田园风光，维护村庄肌理，传承历史文化。加大特色村落保护，深

入挖掘村庄特色，打造“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积极争创国家、省

级美丽乡村试点。重点推动东屯镇东屯村、石婆固镇段庄、王楼镇老

庄、胙城乡胙城村等美丽乡村试点建设，着力打造 1-2 条美丽乡村示

范带。 

三、稳妥推进村庄闲置低效土地整治 

1、加强闲臵和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要以“空心村”整治和“危旧房”改造

为重点，全面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按照尊重农民意愿、充分

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要求，合理开发利用腾退宅基地、村内废弃

地和闲臵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村内有空闲地或宅

基地总面积已超出标准的，原则上不再增加宅基地规模，依法引导农

村闲臵宅基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合理流转，提高宅基地利用

效率。 

2、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尽可能与周边耕地集中连片，推进村庄内

废弃、闲臵建设用地治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合理进行村庄功能分

区，完善农村道路、水电及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健全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村庄内部绿化建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状况，实现布局优化、

村庄绿化、环境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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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序开展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有序开展村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划定农村居民点扩展边界，加强

中心村建设，逐步缩并分散、零星居民点，防止农村建设用地盲目扩

张。按照尊重农民意愿、充分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要求，鼓励农

民逐步搬迁腾退原有宅基地，并优先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

标，优先用于农民新居、农村基础和公益设施建设，并支持发展农村

非农产业，为农民创业和就近就业提供空间。 

四、用好用活用足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

展为导向，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为根本出发点，充分

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监督权；加强整治土地的权属

管理，做好权属调查，依法确权登记颁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强

收益管理，提高农村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中的增值收益分配

比例，确保增减挂钩指标收益返还农村，专项用于整治项目区域内农

民生活安臵、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确保整治项目区内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保证农民共享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成果。 

聚力推进脱贫攻坚，延津县制定了《延津县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建

设标准及管理办法》，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建设一批精准扶贫就业基地，

到 2019 年，全县将建设 100 个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加大对贫困村种、

养、加等特色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以产业发展带动脱贫。重点实施

42 个科技扶贫项目，初步形成以花生种植、生猪养殖、蔬菜大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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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特色连片科技示范区。 

第三节 落实节约优先战略，有序推进城镇工矿用地整理 

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特点，亟需加大盘活存量建

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做好 “三块地改革” 中“城镇规划区内建设用地利用改革”，

强化政府对城镇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建立城镇建设用

地“统一规划、统一谋算、统一收储、统一开发、统一供应”的储备

体系，实现城镇土地资源的有序供给和保值增值。坚持最严格的节约

集约用地制度，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低效、闲臵及废旧工

矿改造，充分挖掘现有工矿用地潜力，优化城镇用地结构，提高城镇

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新型城

镇化发展。 

规划期间，全县安排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 276.01 公顷，全

部位于城关镇。 

一、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优

化城镇用地结构，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

城镇人居环境。重点对僵尸企业、旧厂房、旧仓库、城中村（棚户区）

进行改造升级和土地开发，加大对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禁止类、淘汰

类产业用地，以及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的用地的整治改造，同

时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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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土地调查成果，认真开展摸底调查，针对现有存量、已

批存量、新增增量、弹性增量等用地类别，以及僵尸企业、旧厂房、

旧仓库、城中村（棚户区）具体情况建档立卡，制定土地收储计划和

收储方案，优先对规划的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绿地、水系等公

共服务、市政基础和生态景观等设施周边土地进行收储，科学确定收

储的方式、资金、时间等。 

二、积极盘活利用低效空闲土地 

结合土地利用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加大国有建设用地二

次开发，提高投入强度、开发强度和产出效率。强化对僵尸企业、旧

厂房、旧仓库、棚户区（城中村）等低效用地的处臵力度，制定僵尸

企业等低效用地处臵配套办法。着力加大城镇空闲土地消化处臵力

度，力争“十三五”期间全部完成。抓好二级土地市场建设，探索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规范化建设制度体系，努力构建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三、强化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建设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推动现有建成区内旧住宅、棚

户区和传统商业中心街区改造，生态修复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

城市整体面貌。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构建疏密有度、错落有致、显山露水、通风

透气的空间格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增强承接

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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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区开发与老城区改造并重、生态营造与城市功能提升并重，提

升城市内涵，提高发展质量。 

四、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按照建设现代化新城区的要求，积极推进东屯、丰庄和石婆固三

个县域副中心等产业基础较好的区域的合村并城，同时加大对城中

村、城郊村的城市化改造步伐。优化产业业集聚区、专业园区等各类

用地结构，新建工业项目一律进产业集聚区，制定优惠政策促进转型

升级的工业企业加快入住产业集聚区。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

产业集聚区新建工业项目适当提高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

标体系。强化土地批后监管，建立“批、供、用、补、查”动态监管

系统，有效防止批后空闲、闲臵土地等问题发生。完善土地节约集约

评价考核体系，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措施，对年度单位 GDP

建设用地下降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第四节 贯彻保护环境国策，积极推进土地复垦和适度开发后备

资源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损毁土地复垦力度，努力做到“快还旧

账、不欠新账”，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加强土地生态环境建设，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积极推进土地复垦 

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损毁、谁复垦”原则，理顺土地复垦

中各利益关系者责权关系，对历史遗留损毁土地、生产建设活动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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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分类施策，积极推进土地复垦。积极推进

第三方复垦，吸引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土地复垦。加快科技创新，加强

后期管护，严格控制土地复垦质量。通过对各乡（镇）待复垦土地总

面积的调查，全县待复垦土地面积为 18.46 公顷。主要分布在马庄乡、

僧固乡。经综合分析评价，规划期内全县复垦增加耕地 16.62 公顷，

节余建设用地指标全部用于城乡建设用地。 

1、加大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复垦 

开展损毁土地复垦潜力调查评价，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

水则水、宜牧则牧的原则，统筹安排复垦土地利用方向、规模和时序，

确定复垦的目标任务，明确复垦的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确保土地复

垦规范有序开展。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社会投资进

行复垦，土地权利人明确的，可采取扶持、优惠措施，鼓励土地权利

人自行复垦。稳妥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在有条件的地区全

面实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政策，促进工矿废弃地复垦，改善生态环

境。 

2、全面实现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土地的复垦 

加强生产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管理，减少损毁面积，降低损毁

程度。对新损毁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坚持土地复垦

和生产建设相结合，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将土地复垦各项要求落实到

生产工艺和建设流程中，确保新损毁土地及时复垦，促进资源开发的

生态恢复。确定的复垦任务纳入生产建设计划，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

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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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临时用地复垦步伐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加快生产建设单位对临时损毁土

地复垦步伐，最大限度对高速公路、省道等重点建设工程临时用地的

复垦，使其恢复原貌，控制和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 

4、完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 

开展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按照因地制宜、经济可行、综合利用、

农业优先、确保安全的原则，合理确定复垦土地的用途。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做到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景观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相结合，复垦后景观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支持土地复垦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土地复垦先进技术，全面提升土地复垦水平，

提高复垦土地质量。加强土地后期管护，有针对性的采取培肥地力等

措施，稳步提升复垦土地产能，切实防止复垦土地撂荒。 

二、适度开发宜耕后备资源 

在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针对集中连片、具

有一定规模和较大土地开发价值的土地，优先划定具有较好适宜性的

区域，综合经济技术水平的影响，因地适宜，统筹安排，适度开发，

并结合改土治水，改良土壤，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 

1、稳妥推进宜耕未利用地开发 

全县适宜开发的土地资源主要包括沙地、沼泽地、裸地、其他草

地和盐碱地。根据延津县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结合延津

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结果，全县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为

3698.19 公顷，可补充耕地潜力总面积为 3143.46 公顷。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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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全县最终列入开发对象的土地资源面积为 3007.27 公顷，涉及

马庄乡、魏邱乡、胙城乡、榆林乡和东屯镇，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1890.93

公顷。详见表 4-4。 

表 4-4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任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乡（镇） 整理区面积 
落实补充耕地任

务 

1 马庄乡 307.86 186.14 

2 魏邱乡 329.18 138.78 

3 胙城乡 1530.13 1295 

4 榆林乡 797.33  234.66  

5 东屯镇 42.77  36.36  

合计 3007.27  1890.93  

2、强化新增耕地的质量，提升耕地地力 

加大农田水利、耕作道路、林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农田

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强对新增耕地的监管，确保有效利用，防止抛荒。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行耕地数量质量并重管理，依照耕地

分等定级技术规范和标准，严格新增耕地质量验收，做到面积和产能

双平衡。加强新增耕地的后期管护，强化宜耕土层建设，严格客土土

源质量标准，采取培肥地力、保护性耕作等措施，结合客土回填、表

土剥离等活动，改良土壤性状，稳步提升新增耕地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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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一、完善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 

合理划分区域，明确生态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重建区，形

成层次分明的生态功能区，有效防止导致功能区退化的建设活动和其

他人为的破坏活动，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二、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工程 

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加快平原防护林体系建设。推进实施农田防

护林体系改扩建工程，强化道路绿化带建设，打造由农田林网、水系

林网、道路林网和绿化隔离带构成的生态廊道体系。重点推动实施百

千万农田林网、生态廊道、防沙治沙、村镇绿化、中幼林抚育工程。

以高速公路、省道、重要河渠为依托，建设内外圈生态防护林带，湖

泊湿地、森林公园生态防护体系。内圈生态防护林带主要完成县城规

划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防护林带绿化升级改造，重点完成环城河流文

岩渠、文岩六支、里七村排两侧绿化及玉湖、迎宾湖周边景观工程。

外圈生态防护林带主要完成新长南线、新长北线、郑滑线、长济高速

等绿化升级改造。到 2020 年，全县林木覆盖率达到 35%。 

三、实施城市绿地工程 

实施道路林荫化、庭院花果化工程，推动城区裸露土地全面绿化。

实施出入城口绿化美化，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墙体、屋顶、窗口

等处立体绿化，主次干道沿线拆墙透绿。对城乡结合部空地、堆场、

空院等实施“见缝插绿”工程，打造城在林中的生态景观。积极倡导

单位、社区和居民实施庭院绿化和屋顶绿化。到 2020 年，城镇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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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10 平方米以上。 

四、实施水环境污染防治工程 

坚持流域统筹、水陆结合，推进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

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

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所有违法建设项目和排污口。加大水源地水质

全指标分析工作。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城市河

流清洁行动计划，逐步消除劣Ⅴ类水体。加大文岩渠、大沙河、柳青

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确定重点控制区域，建立区域内控制

单元，分类开展重点防治。加强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控制和系统

管理，建立健全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改

善水生态环境状况。 

五、建立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坚持生态保育、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并重，尊重本地自然生态条

件，采取适宜的生态手段，修复和重建区域内受损的生态系统，实现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和谐共融。延津县土地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主要有： 

深入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城市清洁河道治理工程和乡村清

洁工程等，推进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强化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健全完善生态文明体系，争创省级生态县。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水、大气、土壤

等污染为重点，推动实施碧水、蓝天、乡村清洁等重大环境工程项目，

综合防治环境污染，强化自然生态保护，打造美丽延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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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整治项目安排 

规划期间，全县共安排土地整治项目 58 个，项目建设总规模

42510.71 公顷，投资总规模 287630.00 万元。其中，农用地整理项目

21 个，项目建设规模 37470.78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 70870.00 万元（包

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11 个，项目建设

总规模 1738.20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 39109.00 万元；城镇工矿建设用

地整理项目12个，项目建设规模276.01公顷，项目投资规模164753.00

万元；土地复垦项目 4 个，项目建设规模 18.46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

249.00万元；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10个，项目建设规模 3007.27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 12649.00 万元，详见附表 5。 

第一节 农用地整理项目 

一、项目安排 

规划期间，全县拟安排农用地整理项目（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21 个，项目建设规模为 37470.78 公顷，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21946.82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为 70870.00 万元，可补充耕地 1042.14

公顷；2016-2017 年安排项目 9 个，规模 18911.78 公顷，建成高标准

农田面积 18911.78 公顷，可补充耕地 513.14 公顷，投资规模 38977.00

万元；2017-2018 年安排项目 1 个，规模 689.61 公顷，建成高标准农

田面积 689.61 公顷，投资规模 1350.00 万元；2018-2019 年安排项目

1 个，规模 2345.43 公顷，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2345.43 公顷，投资

规模 2600.00 万元；2018-2020 年安排项目 10 个，规模 15523.9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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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补充耕地 529.00 公顷，投资规模 27943.00 万元。共涉及马庄乡、

魏邱乡和丰庄镇等 10 个乡（镇）。详见附表 5。 

二、项目建设要求 

规范开展、统筹安排基本农田建设；坚持数量、质量、生态并重，

确保基本农田数量稳定，质量提高；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土地权

利人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权。落实管护

责任，健全管护机制，发挥项目建设长期效益；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

布局，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促进集中连片，发挥规模效益；加强建成基本农田的监测监管，

确保好用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挥生产、生态、景观的综合功能。 

第二节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一、项目安排 

1、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根据《延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方案》、

《新乡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和各乡（镇）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潜力，结合产业集聚区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

依托全县各乡（镇）政府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重点项目，统筹确定

全县待整治农村建设用地。规划期间延津县共安排 11 个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项目，整理规模 1738.20 公顷，可补充耕地面积 1712.44 公顷，

总投资规模 39109.00 万元。2018-2019 年安排项目 4 个，整理规模

605.38 公顷，可补充耕地面积 596.83 公顷，投资规模 13621.00 万元； 

2019-2020 年安排项目 7 个，整理规模 1132.81 公顷，可补充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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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115.61 公顷，投资规模 25488.00 万元。 

2、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安排 

2016-2020 年，拟安排丰庄镇、马庄乡、东屯镇等 11 个乡（镇）

共 11 个。项目建设规模 1734.00 公顷，总投资 39109.40 万元。详见

表 5-1。 

表 5-1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表 

单位：公顷 

乡（镇） 总规模 
落实规划调整完

善净减量 
补充耕地 总投资 

东屯镇 203.71  37.10 201.45 4583.00  

丰庄镇 63.59  21.63 62.5 1431.00  

马庄乡 47.00  3.62 46.44 1058.00  

僧固乡 291.09  64.62 286.44 6549.00  

石婆固镇 198.24  54.13 195.22 4460.00  

司寨乡 78.28  29.88 76.78 1761.00  

王楼镇 228.97  33.31 227.37 5152.00  

魏邱乡 76.83  0.00 76.33 1729.00  

小潭乡 225.88  93.06 221.17 5082.00  

榆林乡 243.50  112.64 237.65 5479.00  

胙城乡 81.12  0.00 81.09 1825.00  

合计 1738.20 450.00 1712.44 39109.00  

二、项目建设要求 

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确定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规

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结合农

村人口及村庄发展的趋势，科学制定村庄整治计划。村庄拆迁采用先

易后难、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分期分批进行，充分继承

当地历史文化传统，防止违背群众意愿，搞突击运动；尊重农民意愿、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53 

保护农民权益，严禁盲目拆建农民住宅；各类设施整治做到安全、经

济、方便使用与管理，注重实效，分类指导，防止大兴土木、铺张浪

费；对于建新区和拆旧区的土地酌情进行权属调整，但争取调整范围

最小，调整时要照顾到拆旧和建新所占各村庄的面积，做到拆旧和建

新区域在项目区所在村庄内的总体平衡。 

第三节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一、项目安排 

规划期间，全县共安排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12 个，项目

规模 276.01 公顷，总投资 164753 万元。其中城中村改造项目 5 个，

1 个建设期限为 2018-2020 年，2 个建设期限为 2019-2020 年，2 个建

设期限为 2020 年，项目规模 174.54 公顷，总投资 106677 万元，涉

及城关镇；棚户区改造项目 7 个，3 个建设期限为 2018-2020，1 个建

设期限为 2019-2020，3 个建设期限为 2020，项目规模 101.47 公顷，

总投资 58076 万元，涉及城关镇。 

二、项目建设要求 

积极开展城中村改造项目，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再利用，满

足城市功能分区要求，调整用地结构，建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别

具特色的现代化小区；发挥土地极差收益，在优化土地结构布局同时，

可以有效改善城镇生活居民环境，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完善市政基础

设施和服务配套实施，加强公共绿地和开放空间建设，全面提升人居

环境品质；科学规划、成片开发、集中建设，形成规模，强化服务实

施配套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结合，创造高品位、高质量、特色明显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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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严格执行城市规划的各项建设标准、建筑指标，落实集约节

约用地政策，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四节 土地复垦项目 

一、项目安排 

规划期间，全县拟安排土地复垦项目 4 个，项目建设规模 18.46

公顷，项目投资规模 249.00 万元，可新增耕地 16.62 公顷，涉及丰庄

镇、马庄乡、僧固乡和魏邱乡。2018-2019 年安排项目 3 个，规模 13.28

公顷，可新增耕地 11.96 公顷，投资规模 179.00 万元； 2019-2020

年安排项目 1 个，总规模 5.18 公顷，可新增耕地 4.66 公顷，投资规

模 70 万元。 

二、项目建设要求 

稳妥有序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工作，充分征求工矿废弃地权利人

意见，维护土地权利人权益，合理安排复垦土地的利用方向、规模和

时序；因地制宜、尊重生态规律、综合治理、经济可行、合理利用；

以工矿废弃地复垦调整利用为突破口，推进损毁、闲臵、废弃、低效

工矿用地集中复垦以及道路等线性工程的临时用地复垦；复垦的田块

规整，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田间道路通畅；采取工程技术、生物化

学等措施，恢复地表植被，调节项目区农田小气候，减少水土流失，

提高土地生态涵养能力，改善区域景观生态条件，避免废弃建设用

地扬尘、扬沙等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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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一、项目安排 

全县拟安排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10 个，项目总规模为

3007.27 公顷，项目投资总规模为 12649.00 万元，可新增耕地面积

1890.93 公顷。2016 年安排项目 4 个，总规模 637.04 公顷，可新增耕

地面积 324.92 公顷，投资规模 2113.81 万元，涉及魏邱乡、马庄乡；

2017-2018 年安排项目 1 个，规模 905.09 公顷，可新增耕地 765 公顷，

投资规模 2842 万元。涉及胙城乡；2018-2020 年安排项目 5 个，规模

1465.14 公顷，可新增耕地 801.02 公顷，投资规模 7692.95 万元。涉

及胙城乡、榆林乡和东屯镇。 

二、项目建设要求 

科学合理开展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加强农田水利工程设

施，提高抗灾能力；整治前的项目区内各用户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土地

权属明晰、无争议；遵守综合分析和主导因子相结合的原则，即在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对土地适宜性有主导限制作用的一个或少数几

个因子。坚持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整治后的土地用途坚持在相当长时

期内相对稳定，不因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微小变化而改变，

避免利用方式上短期行为。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安排好施工程序；

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对项目实施统一管理。 

第六节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围绕生态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加大文岩渠、大沙河、柳青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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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定重点控制区域，建立区域内控制单元，分类开展重点防治。

加强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协同控制和系统管理，建立健全地下水环境

监管体系，稳步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规划期

内共安排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 2 个，一是城区河流清洁行动（城关排

污染治理工程），约需资金 390 万元；二是新乡市荣盛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治理工程，约需资金 980 万元。安排 15 个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建设 5 个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约需资金 1000 万元。生态创

建工程包括 1 个省级生态县，约需资金 20000 万元；8 个省级生态乡

镇，约需资金 1200 万元；10 个省级生态村，约需资金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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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整治资金与效益分析 

第一节 土地整治投资与筹资分析 

根据全县已实施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投资情况和待整理土地资

源现状及整治目标等进行测算，全县农用地整理平均成本约 1.80 万

元/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平均成本约 1.96 万元/公顷；农村建设

用地规模平均成本约 22.50 万元/公顷；土地复垦约 13.50 万元/公顷；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整理平均成本约 4.21 万元/公顷。 

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 

规划期内建成 3～4 万亩高标准农田，根据以往实际投入测算，

农用地整治平均成本约 1.96 万元/公顷，总投资需 3920～5226.67 万

元。根据现行法律政策规定，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主要包括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新

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田间工程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投资等。该项资金主要申请国家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规划期内，确保建成 3 万亩高标准农田，力争建成 4 万亩高标准

农田。 

其他土地整治资金需求与供给。 

1、农用地整理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 

农用地整理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共需要资金 40592.00

万元。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耕地开垦费，按照“占一补一”的要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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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补充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

有条件的，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耕地占补平衡。依据《延

津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方案》，2015~2020 年，

预测规划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1623.22 公顷。2015 年，新增建设占用

耕地面积为 123.36 公顷，则 2016~2020 年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1499.86 公顷。根据延津县实际情况及市场调查，非农业建设项目占

用耕地平均按照 5 万元/亩计算，规划期间耕地开垦费收缴总额为

112489.5 万元，能够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2、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共需要资金 39109.40 万元。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增减挂钩收益。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率一般为土地成本价的 20-25%。根据调

查统计，延津县土地取得成本价格为 375 万元/公顷，增值收益率取

25%，其增值收益则为 93.75 万元/公顷。延津县规划期间可通过增减

挂钩新增城乡建设用地 1284 公顷，可返还资金 120375 万元，资金能

够满足该类项目需求。 

3、土地复垦项目 

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由土地复垦义务

人负责复垦，由于历史原因无法确定土地复垦义务人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复垦，或者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社

会投资进行复垦；同时，通过制定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加大

土地整治投入，广泛参与土地整治。 

4、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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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重点项目资金筹资办法和融资机制

呈现多元化、多样化，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依靠土地的级差效益实

现，本次不计入资金筹措的范围内。按主要投入渠道测算，规划期内

资金供给基本能够满足资金需求。 

第二节 预期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增加粮食产能。规划期内通

过土地整治，全县新增耕地 4332.14 公顷；整治后的耕地灌溉条件将

得到极大改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为保障延津县的粮食安全提供了

可靠的保证。 

2、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加农民人均收入。通过整合

各项资金集中投入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使田间道路、水电

设施和环境景观工程配套，土地经营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得到提高，

农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高效农业得到新的发展，从而提高农业的经

济效益，提供农民收入。 

3、通过城镇工用地、闲臵、低效工矿用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可以

有效提高城镇土地利用率，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实现城镇建设用地收益的最大化。 

二、社会效益分析 

1、规划期内通过农用地整治，将有效新增耕地面积，安臵农村

剩余劳动力，从而增加农民就业能力，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2、为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建设提供用地空间。延津县正处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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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用地保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家对年

度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尤其是占用耕地指标的管理越来越严格，新农村

建设所需的用地指标可以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来解决。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减

少环境污染、提高村庄绿化覆盖率，保持水土，美化村庄，充分展示

乡村风光，有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

础。 

3、通过对低效、闲臵存量建设用地的整治以及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项目，统一规划建设，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人居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城镇内部结构优化，优化空间格局，构建景观优

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用地空间。 

三、生态效益分析 

1、规划期内通过土地整治，农田林网、农林间作控制率达到 95%

以上，建成点、带、网、片相结合的高标准农田防护体系，且使现有

林地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善，增强农田洪涝灾害抵御能力，这些都将加

强农田生态环境建设。 

2、规划实施中，通过对农村居民点拆旧、迁建安臵综合改造治

理，达到了向城镇村镇转移，集中建设，分散的小村向大村、中心村

集中，村庄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系统进一步改善，村内绿地与村庄周边

绿化林带相结合，将提高绿地覆盖率，公共设施得到更加完善，改善

区域人文和自然景观，美化当地生态环境。 

3、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传统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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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的生态化保护和人居环境的功能化改造，有利于构建环境美、

生活没、产业美、人文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宜居乡村。 

总之，完善的生态系统是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的屏障。通过土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强化土地生态系统功能，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通过污染、退化土地治理，有利于清洁土壤环境，提高土地

安全生产能力；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有利于

减少水环境污染，加强水生态保护；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传

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有利于构建景观优美、人与自

然和谐的美丽宜居乡村。通过土地整治，将使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得到提高，并且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资源利用趋向良性循环，

使土地、水、气候等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从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

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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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法律法规措施 

严格落实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新乡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土地

规划实施情况，制定政策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土地管理措施和实施办法。

为土地整治规划的顺利实施奠立基础，提供保障。 

第二节 行政管理措施 

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建立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门合作、公

众参与的工作机制，落实土地整治共同责任。建立目标责任制，将土地整

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地方政府土地管理工作绩效的重要内

容。 

加强规划监督检查，禁止随意修改规划，切实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

肃性。建立有效的规划实施监督机制，加强规划监督检查。 

严格土地整治规划修改。建立土地整治规划动态管理机制。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对土地整治规划修改的，必须对规划修改的必要性、合理性和

合法性等进行评估，组织专家论证，并依法组织听证。 

第三节 经济措施 

多渠道筹集土地整治资金，严格管理。按照“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

极参与、政策加以保障”的原则，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参

与土地整治；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经

营农业主体投资农用地整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

和土地复垦等，拓宽土地整治投资渠道，加快土地整治工作。收足、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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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取自土地管理环节的各项资金，确保土地整治资金主渠道，采取预算

不变、渠道不乱、用途不改的办法，捆绑投入，集中用于土地整治项目，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健全土地整治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资金按

时到位、合理使用、有效监管。 

第四节 技术保障措施 

1、建立数据库。在本次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土地后备资源数据库、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备选库、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数据库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库，

以便于对项目的立项、实施、以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进行管理。 

2、运用动态监测技术，监督规划的贯彻实施。遥感动态监测技术为实

时监督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情况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随时了解规

划区范围内土地综合整治的行为和项目进展情况，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 

3、引进、示范、推广现代土地综合整治的创新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及时引进和采用相关领域的创新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以便降低土地综

合整治的成本，提高效率，不断增加土地综合整治的综合效益。 

第五节 完善监督保障措施 

加强土地整治计划管理。抓好规划目标任务的分工落实，编制和实施

土地整治年度计划，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和考核，保障规划目标的落

实。 

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以及考核体系。对规划的实施实行全程监督

管理，动态监测规划对象的变化情况，并通过动态追踪监控，及时掌握政

府和规划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承受能力和控制能力。把规划实施的成效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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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政违法追究制度。确定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落实责任，对规

划管理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各责任部门及时予以纠正。进一步健全规

划执法监察制度，加大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实行违法案件定期

申报制度和动态巡查制度。 

第六节 加强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 

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是保障规划可操作

性重要措施。 

改进规划工作方式。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

科学决策的工作方针，科学安排各项工作，切实提高规划决策水平。建立

健全规划编制的专家咨询制度和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规划的协调、咨询和

论证，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完善的规划信息公示制度，将土地整治规划

及其调整、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提高规划实

施的透明度，实行土地整治“阳光操作”。加大土地整治宣传力度，提高全

社会对规划的认识，增强群众对规划实施的支持和参与程度。 

加大土地整治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公开宣传、社会调查和群众

投票等方式，对土地整治规划、年度计划、项目设计、实施效果等进行广

泛宣传，提高全社会对规划的认识，增强民众对规划实施的支持力度和参

与程度，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到土地整治规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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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延津县土地利用现状表 

2、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控制指标表 

3、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分解表 

4、延津县土地整治潜力汇总表 

5、延津县土地整治项目表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66 

附表 1             延津县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面积 比例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491.34 0.55 

水浇地 62408.19 70.28 

旱地 179.17 0.2 

小计 63078.70 71.03 

园地 
果园 158.7 0.18 

小计 158.7 0.18 

林地 

有林地 3850.67 4.34 

灌木林地 0.71 0 

其他林地 166.15 0.19 

小计 4017.53 4.53 

其他农用地 

设施农用地 259.86 0.29 

农村道路 1670.89 1.88 

坑塘水面 537.56 0.61 

农田水利用地 1612.53 1.82 

田坎 6.81 0.01 

小计 4087.65 4.61 

合计 71342.58  80.35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2025.72 2.28 

农村居民点用地 9486.86 10.68 

采矿用地 43.94 0.05 

小计 11556.52 13.01 

交通水利用地 

铁路用地 91.11 0.1 

公路用地 1194.37 1.35 

管道运输用地 0.66 0 

水库水面 0.39 0 

水工建筑用地 110.21 0.12 

小计 1396.74 1.58 

其他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00.72 0.11 

小计 100.72 0.11 

合计 13053.98 14.7 

其他土地 

水域 
河流水面 197.02 0.22 

小计 197.02 0.22 

自然保留地 

其他草地 16.17 0.02 

盐碱地 11.33 0.01 

沼泽地 1473.61 1.66 

沙地 2485.83 2.8 

裸地 215.77 0.24 

小计 4202.71 4.73 

合计 4399.73 4.95 

总计 88796.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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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项 

规划目标（2016-2020） 

指标属性 

公顷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2000~2666.67 3.00~4.00 约束性 

经整理的农田耕地质量提高程度            1    （个等级） 预期性 

补充耕地规模 2234.00  3.35  约束性 

            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高标

准农田建设补充） 
82 0.12  预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500 2.25  预期性 

            土地复垦规模 0.00  0.00  预期性 

            宜耕后备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652 0.98  预期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1734.00  2.60  预期性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 175.72  0.26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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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约束性指标分解表 

     
单位：公顷 

乡镇 

“十三五”确保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模 

补充耕地目标 

小计 
高标准农田建

设补充耕地 

宜耕后备土地

资源开发补充

耕地 

整治村庄整治

补充耕地 

城关镇   0.00      
 

东屯镇 193~256.7 206.00  20.00  10 176 

丰庄镇 80~106.84 55.00      55 

马庄乡 461~614.81 211.00  20.00  150 41 

僧固乡   251.00      251 

石婆固镇 63~83.51 171.00      171 

司寨乡 100~133.55 67.00      67 

王楼镇 339~452.61 229.00  30.00    199 

魏邱乡 399~531.99 189.00  12.00  110 67 

小潭乡 51~67.66 194.00      194 

榆林 284~378.94 208.00      208 

胙城乡 30~40.06 453.00    382 71 

合计 2000~2666.67 2234.00  82.00  652.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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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延津县土地整治潜力汇总表 

         
单位：公顷 

乡镇 

农用地整理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土地复垦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整理规模 
可补充耕

地面积 
整理规模 

可腾退建设用

地面积 

可补充耕地

面积 
整理规模 

复垦规

模 

可补充耕

地面积 
开发规模 

可补充耕地

面积 

城关镇 529.37  0.31  431.59  0.00  0.00  276.01          

东屯镇 3334.76  189.32  506.99  251.08  205.26        49.63  42.19  

丰庄镇 3934.71  88.25  470.92  145.74  118.02    6.81  6.13  6.22  5.29  

马庄乡 7454.99  193.54  926.09  466.22  373.52    5.15  4.64  434.65  369.45  

僧固乡 4215.09  2.83  683.65  436.51  357.37    1.32  1.19  1.19  1.01  

石婆固镇 7886.26  12.94  1269.02  668.73  542.19        144.57  122.88  

司寨乡 5697.37  0.03  861.12  457.53  369.85        35.93  30.54  

王楼镇 4803.51  196.49  717.24  455.89  369.27        2.65  2.25  

魏邱乡 8563.88  212.48  1032.17  525.62  420.53    5.18  4.66  187.62  159.48  

小潭乡 6272.78  2.58  867.81  377.29  312.41        29.00  24.65  

榆林 3748.31  156.42  940.87  380.88  314.35        724.35  615.70  

胙城乡 4904.79  201.54  779.13  419.91  335.92        2082.38  1770.02  

合计 61345.82  1256.73  9486.60  4585.40  3718.69  276.01  18.46  16.62  3698.19  3143.46  



延津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70 

附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GBZ-01 
延津县马庄乡 2015 年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马庄乡 水口、张班枣 

高标准农田

建设 
722.74    1472.00  2016 

GBZ-02 
延津县魏邱乡 2015 年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魏邱乡 班干、小韩村 

高标准农田

建设 
686.31    1283.00  2016 

GBZ-03 
延津县魏邱乡 2016 年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魏邱乡 

前西南庄、后西南庄、北大柳、西

吴庄、李恩村、老马村 

高标准农田

建设 
691.45    1392.00  2016-2017 

GBZ-04 
延津县魏邱乡 2016 年度亚行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 
魏邱乡 获嘉屯、东吴庄、后魏邱、中魏邱 

高标准农田

建设 
1037.48    1690.00  2016-2017 

GBZ-05 
延津县魏邱乡 2017 年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魏邱乡 八里庄、老马村 

高标准农田

建设 
689.61    1350.00  2017-2018 

GBZ-06 
延津县 2014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项目 

丰庄镇、

马庄乡 

野厂、前长堽、后长堽、郭辛庄、

冯刘庄、近古村、车村、东袁庄、

荆保寨、石邱、前王庄、后王庄、

殷庄、赵庄、丰庄  

高标准农田

建设 
2526.11    3657.00  2016 

GBZ-07 
延津县 2016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项目 

马庄乡、

小潭乡 

老刘庄、于庄、姬庄、王泗坡、乡

农场、李庄、大潭、周庄、王庄、

固头、平陵、通村 

高标准农田

建设 
2335.94    3015.0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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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GBZ-08 
延津县 2018 年度农田水利建设项

目 

石婆固

镇、司寨

乡 

王庄、胡庄、岳庄、乡农场、尹柳洼、

郭柳洼、小留固、小仲村 

高标准农

田建设 
2345.43    2600.00  2018-2019 

GBZ-09 
延津县 2015 年度新增千亿斤粮食

生产能力田间工程项目 

东屯镇、

胙城乡 

东屯、赵景庄、水花堡、小王庄、小

杨庄、郑庄、常堡、汲津浦、十八里  

高标准农

田建设 
1121.29    3522.00  2015-2016 

GBZ-10 

河南省南水北调渠首及沿线土地整

治重大项目（第一期）Ⅱ片区延津

县第四年度建设工程 

榆林、小

潭乡、王

楼镇、魏

邱乡 

 榆林村、夹堤村、东娄庄村、万全

庄村、老仁庄村、枣园村、大韩庄村、

小韩庄村、大杨庄村、龙王庙村、姚

庄村、获小庄村、张河村、西娄庄村、

王村、胡堤村、西吐村、王楼村、任

庄村、宋洼村、千寨村、蔡庄村、老

庄村、孙庄村、吕桑科村、吴桑科村、

西陈村、王庄村、陈湾村、李湾村、

申湾村、刘庄村、大城村、张街村、

小城村、郭里村、川流村、乔杏庄村、

张杏庄村、吴杏庄村、草店村、贾庄

村、白庙村、赵留店村、李留店村 

高标准农

田建设 
6841.58  309.74  16282.0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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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GBZ-11 

河南省南水北调渠首及沿线土地整

治重大项目（第一期）Ⅱ片区延津

县第五年度工程 

马庄乡、

魏邱乡、

东屯镇 

袁庄、马庄、油坊村、常兴集、庙

堤村、原屯、蒋班枣、苏班枣、冯

班枣、延滑村、新庄、庞庄、朱寨

村、李庄、东崔元村、西崔元村、

南刘庄、前庄里、郝光屯 

高标准农田

建设 
2948.89  203.40  6664.00  2016 

NYD-01 
2017 年度延津县魏邱乡前西南庄

等两个村补充耕地提质改造项目 
魏邱乡 前西南庄、后西南庄 农用地整理 62.51  0.00  113.00  2018-2020 

NYD-02 
延津县胙城乡等两个乡（镇）补充

耕地提质改造项目 

县林场、

胙城乡、

东屯镇 

县林场、东吴安屯、西吴安屯、南

刘庄 
农用地整理 1452.77  240.00  2615.00  2018-2020 

NYD-03 延津县胙城乡土地整治项目 胙城乡 

张庄、王堤、小堤、北高庄、大韩

村、东小庄、后董固、刘庄、前董

固、兽医庄、西贾庄、西小庄、西

辛庄、乡林场、杨庄、袁庄、闫屯、

胙城 

农用地整理 2901.30  45.00  5222.00  2018-2020 

NYD-04 延津县石婆固镇土地整治项目 
石婆固

镇 
东史庄、西史庄 农用地整理 101.38  10.00  182.00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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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NYD-05 延津县马庄乡土地整治项目 马庄乡 

庞固寨、常新庄、北宋庄、柴胡寨、

堤后、东王庄、傅庄、高张寨、荆

庄、刘枣庄、罗滩、随庄、唐庄、

许庄 

农用地整理 2433.64  70.00  4381.00 2018-2020 

NYD-06 延津县东屯镇土地整治项目 东屯镇 
大屯、大王庄、董庄、西胡庄、西

屯、小屯 
农用地整理 848.83  4.00  1528.00  2018-2020 

NYD-07 延津县丰庄镇土地整治项目 丰庄镇 

北高寨、大罗寨、飞王、河道、侯

屯、寇庄、李皮寨、路庄、南皮、

秦庄、桑村、绳屯 

农用地整理 2792.43  50.00  5026.00  2018-2020 

NYD-08 延津县王楼镇土地整治项目 王楼镇 

安庄、丁赵、冯二郎庙、后鲁丘、

黄寺、姜二郎庙、前鲁丘、新集、

徐二郎庙、周厂 

农用地整理 1257.78  0.00  2264.00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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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NYD-09 延津县魏邱乡土地整治项目 魏邱乡 

北魏庄、董留店、杜庄、何訾村、

后大柳、雷庄、刘訾村、南班胜固、

南宋、前大柳、前魏邱、沙河、宋

庄、宋訾村、洼张、万户营、王訾

村、吴秀寨、杨林、张林 

农用地整理 3038.55  80.00  5469.00  2018-2020 

NYD-10 延津县榆林乡土地整治项目 榆林乡 夹堤、姚庄、榆林、张河 农用地整理 634.77  30.00  1143.00  2018-2020 

NCJS-01 
延津县东屯镇汲津浦等 13 村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东屯镇 

常堡、大王庄、郝光屯、汲津铺、

南刘庄、前庄里、西崔原庄、西胡

庄、西屯、乡良种场、小杨庄、赵

经庄、郑庄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203.71  201.45  4583.00  2018-2019 

NCJS-02 
延津县丰庄镇北高寨等 4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丰庄镇 北高寨、侯屯、老殷庄、赵庄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63.59  62.50  1431.00  2018-2019 

NCJS-03 
延津县马庄乡蒋班枣等 4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马庄乡 

蒋班枣、马庄乡林场、唐庄、延滑

村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47.00  46.44  1058.00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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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NCJS-04 
延津县僧固乡东李庄等 10 村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僧固乡 

东李庄、东竹村、甘泉、辉县屯、

军寨、梁僧固、青庄、沙庄、魏庄、

西竹村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291.09  286.44  6549.00 2018-2019 

NCJS-05 
延津县石婆固镇北郭村等 8 村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石婆固

镇 

北郭村、北郑庄、胡村、集北、任

光屯、沙口、小渭、朱辛庄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198.24  195.22  4460.00  2019-2020 

NCJS-06 
延津县司寨乡大庞固等 5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司寨乡 

岸下、大庞固、郭柳洼、王杏庄、

王纸坊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78.28  76.78  1761.00  2019-2020 

NCJS-07 
延津县王楼镇东刘庄等 13 村农村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王楼镇 

草店、大城、东刘庄、郭里村、黄

寺、千寨、前牛、乔杏庄、任庄、

宋洼、吴杏庄、小城、张杏庄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228.97  227.37  5152.00  2019-2020 

NCJS-08 
延津县魏邱乡东吴庄等 4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魏邱乡 北大柳、东吴庄、南宋、王訾村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76.83  76.33  1729.00  2019-2020 

NCJS-09 
延津县小潭乡卢厂等 15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小潭乡 

安乐庄、东里七村、东吐村、冯庄、

高庄、固头、卢厂、罗庄、石堤、

西古墙、西李庄、西里七村、西吐

村、新堤、周庄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225.88  221.17  5082.00  2019-2020 

NCJS-10 
延津县榆林乡西娄庄等 7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榆林乡 

获小庄、西娄庄、西王庄、姚庄、

榆东工业园区、榆林、张河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243.50  237.65  5479.00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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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NCJS-11 
延津县胙城乡兽医庄等 5 村农村建

设用地整理项目 
胙城乡 

刘庄、十八里庄、兽医庄、小堤、

闫屯 

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81.12  81.09  1825.00 2019-2020 

CZJS-01 民生路棚户区改造 城关镇 西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17.46  0.00  8411.00  2018-2020 

CZJS-02 孔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城关镇 孔潭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8.44  0.00  4510.00  2018-2020 

CZJS-03 农资大市场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城关镇 西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9.36  0.00  10853.00  2018-2020 

CZJS-04 延化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城关镇 西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44.66  0.00  20694.00  2018-2020 

CZJS-05 文岩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城关镇 文岩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29.55  0.00  17940.00  2019-2020 

CZJS-06 小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城关镇 小潭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56.03  0.00  34859.00  2019-2020 

CZJS-07 生产公司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城关镇 西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10.05  0.00  3079.00  2019-2020 

CZJS-08 大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城关镇 大潭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46.93  0.00  29020.0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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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CZJS-09 史良城中村改造项目 城关镇 史良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33.59  0.00  20348.00  2020 

CZJS-10 文化局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城关镇 西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4.10  0.00  3075.00  2020 

CZJS-11 政府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 城关镇 东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8.91  0.00  6206.00  2020 

CZJS-12 五交化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城关镇 南街 
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整理 
6.93  0.00  5758.00  2020 

TDFK-01 丰庄镇土地复垦项目 丰庄镇 南皮、侯屯、河道、桑村、飞王 土地复垦 6.81  6.13  92.00  2018-2019 

TDFK-02 马庄乡土地复垦项目 马庄乡 
原屯、张班枣、堤后、庞固寨、姬

庄、唐庄、老刘庄 
土地复垦 5.15  4.64  69.00  2018-2019 

TDFK-03 僧固乡土地复垦项目 僧固乡 辉县屯、东竹村、李僧固、辛庄 土地复垦 1.32  1.19  18.00 2018-2019 

TDFK-04 魏邱乡土地复垦项目 魏邱乡 后魏邱、东吴庄 土地复垦 5.18  4.66  70.00  2019-2020 

TDKF-01 
延津县 2014 年度第一批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 
魏邱乡 北班胜固、南班胜固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78.70  56.37  676.0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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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TDKF-02 
延津县 2014 年度第二批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 
魏邱乡 宋庄、南宋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50.48  82.41  465.00  2016 

TDKF-03 
延津县 2014 年度第三批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 
马庄乡 张班枣、冯班枣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27.71  63.56  566.00  2016 

TDKF-04 
延津县 2015 年度第一批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 
马庄乡 前长堽、后长堽、车庄、原屯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80.15  122.57  407.00  2016 

TDKF-05 
延津县东屯镇等两个镇土地整治

项目 
胙城乡 县林场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905.09  765.00  2842.00  2017-2018 

TDKF-06 
延津县胙城乡袁庄村等 3个村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 
胙城乡 袁庄村、十八里庄、闫屯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295.54  251.00  1552.00  2018-2020 

TDKF-07 
延津县胙城乡兽医庄等 2个村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 
胙城乡 兽医庄、刘庄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35.98  115.00  714.00  2018-2020 

TDKF-08 延津县胙城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胙城乡 

东小庄、后董固、十八里庄、西贾

庄、西小庄、西辛庄、乡林场、杨

庄、袁庄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193.52  164.00  1016.00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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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延津县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万元 

编号 重点项目名称 
所在乡

（镇） 
涉及村庄 项目类型 总规模 

新增耕

地面积 

投资规模

（万元） 
建设期 

TDKF-09 延津县榆林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榆林乡 
张河、姚庄、榆林、夹堤、榆林工

业园区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797.33  234.66  4186.00  2018-2020 

TDKF-10 延津县东屯镇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东屯镇 
郑庄、小王庄、东屯、水花堡、汲

津铺、小杨庄 

宜耕后备土

地资源开发 
42.77  36.36  225.00  2018-2020 

合计 42510.71  4662.13  28763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