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府办发〔2020〕23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有关部门（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乐至县城市规划区农村村民建房

审批实施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乐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0 日

乐至县城市规划区农村村民建房审批实施

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乐至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农村村民修

建住房（以下简称“农房”）管理，实现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和《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乐至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城市规划区管控区域内，农

村村民在集体土地上新建、改建和扩建农村住房的建设活动

及相关监督管理。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行政区域内

农房建设规划管理的实施主体。童家发展区管委会和县民政

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

办）、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乐至生态环境局等有

关部门（单位），依法负责农房建设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四条 每户村民在农村集体土地内只能拥有一处不

超过规定标准面积的宅基地，对符合规定确需进行农房建设

的，依法实行集体土地使用权审批制度和规划许可制度。



第五条 村民符合条件确需进行农房建设的，应当由农

户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农户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并在户口所在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内承担相应义务的

村民。

村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内申请使用

集体土地进行农房建设。

第六条 村民申请新建农房的，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新建农房的村民，须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社（组）核实确属无

房户；

（二）分户后已单独立户申请新建农房的村民，必须为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村民，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无属于自

己的宅基地；

（三）异地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申请宅基地，须

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条 规划管控区内原农房因自然灾害、年久失修等

原因已倒塌或者经依法鉴定为 D 级危房的，村民可申请按原

址、原房屋产权证建筑面积（不高于三层）及使用性质进行

改建。因道路控制区等原因不能原址改建确需搬离的，由相



关主管部门确认后，按本办法新建农房的相关条款及标准另

行选址迁建。

第八条 村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新建农房：

（一）原农房面积已达到规定面积标准的；

（二）将原农房出售、出租、赠与他人的；

（三）将原农房改作生产经营性用房的；

（四）原农房在征地拆迁安置时已按规定进行了补偿安

置的；

（五）户口虽已迁入，但原籍住房未拆除或未交原集体

经济组织，未履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义务且没有参与

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不具备以迁入地的土地为生活主要来

源条件的空挂户；

（六）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以放弃、赠与、转让等形

式失去原农房后，再以无房居住为由申请新建农房的；

（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方拥有宅基地的；

（八）依法已继承、受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

织内住房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申请新建农房的情形。



第九条 符合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位

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申请应当载明申请理由、拟用地位置和面积、拟建房层高和

面积、外观风貌等内容，并填报《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

许可）申请表》，签署《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提交身

份证明、农房设计图等相关申请要件。

村民小组收到申请后，提交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并将以

上申请材料在本小组公示栏或人口集聚区域进行公示，公示

期限 5 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村民小组将农户申

请、村民小组会议记录、公示情况等材料交村级组织审查。

村级组织重点审查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征求了用

地建房相邻权利人意见、外观风貌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已

编制村规划的核实是否符合村规划，审查时限 5 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的，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宅基地和建房申请等事项已统一

由村级组织办理的，农户直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经村民

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本村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期限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村级组织签署

意见，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级组织审查和

公示时间合并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窗口受理后，

即日转交乡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

责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

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及

外观风貌等是否经过村组审核公示等内容，并及时将申请材

料和《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送自然资源

和规划等部门进行审查和签署意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

责审查用地建房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要求，其

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签署

意见。涉及公安、交通运输、水务、林业、供电等部门（单

位）的，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有关部门

原则上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农业农村部门综合有

关方面意见，提出审批建议，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各部门联审结果，对

农民宅基地申请进行审批，符合要求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和《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并将审批结果在申请人

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公布。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同意受理用地建房申请到出具审核意见，原则上不

超过 20 个工作日；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按有关规定确定办理时限。乡镇（街道）要

建立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账，有关资料归档留存，每



季度末将审批情况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收到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后，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及时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农

业农村部门实地审查申请农户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

合规划和地类等。经批准用地建房的农户，应当在开工前向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授权的牵头部门申请划定宅

基地用地范围，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授权的牵头

部门在收到申请 5 个工作日内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

村等有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开工查验和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

农户建房完工后，要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

请进行验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申请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实地检查农户是否按照

批准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和规

划要求建设住房，是否符合我省农村住房竣工验收管理指导

意见要求，并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及竣工）

验收意见表》。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农户，自申请批准之日起，应在 2 年

内完成建房；住房建成后应拆旧的，要严格按照建新拆旧要

求，原则上在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验收后 90



天内拆除旧房，原有宅基地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使

用，能复耕的必须复耕。

第十二条 通过验收的农户，在拆除旧房并将原有宅基

地交还村集体后，可依法依规向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不动产登记。对不符合审批内容以及竣工验收不合格的，

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不得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不动产登记。

第十三条 村民建房应符合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规

定以及《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抗震设计技术导则》等。

第三章 建设标准

第十四条 规划管控区内申请新建的，按区域分两类进

行管理，即一类管控区、二类管控区（详见附件）。县政府

将根据城市建设的推进适时对农房建设的区域范围进行修

订，并实行动态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公

布规划许可占用宅基地面积、总建筑面积、建筑层数标准，

并作为村务公开的内容。

第十五条 村民一户申请建房的人口数，按照下列规定

计算：



（一）以居民户口簿上的农业户口人数计入建房人数，

三人及以下的农户，按三人计算，四人户按四人计算，五人

及以上的农户按五人计算；

（二）家庭成员中户口已外迁的大学生不再计入申请建

房人口数，如未外迁者可计入建房人口数。

第十六条 村民在规划管控区内进行农房建设，应当符

合下列规划建设要求：

（一）农房新建选址应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二）规划管控区内主要道路（宽 40 米及以上）及高

速公路两侧各 50 米以内，次要道路（宽 40 米以下）两侧各

30 米以内，规划河道两侧 50 米以内，公路边沟外缘以外国

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

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不得建房的区域内，不得新建、改（扩）建农房。以上

范围内现有农房经依法鉴定属于 D 级危房的，可按原址及原

房屋产权证建筑面积（不高于三层）、使用性质申请改建，

但经交通运输、水务部门认定确需搬离的，按本办法新建农

房的相关条款及标准另行选址迁建。

第十七条 村民在规划管控区内进行农房建设，应当符

合下列土地管理要求：



（一）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实行用地计划管理。农

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应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纳入年

度用地计划，严格按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用地指标实施，超

出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用地指标则不予审批；

（二）实行计划管理，集体建设用地年度控制指标逐乡

镇（街道）、村、组进行分解，不得突破、不得超计划用地，

违法超用的除依法查处外，扣减下半年度计划指标。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本辖区

内农房建设施工阶段用地、规划建设、建筑质量的日常监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违法建设地域责任制

和日常巡查制度，分片区落实巡查责任。

第十九条 规划管控区内农房违法建设由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协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

建设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建房

手续的，有关行政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农房建设条件审查不负责任以及批后

监管不力的，依法对有关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不按城市规划、土地管理有关规定对农房建设进行

审批的，依法对有关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查处农房建设过程中违法建设行为不力的，对国土资源

监察执法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等负有行政执法权的

执法机关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行严格问责。对违反

本规定违法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意见的，依法对有关负责人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乡镇（街道）、村规划区内的农房建设审

批程序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其中，使用原有农村住房宅基地

进行农村住房建设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合

格后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需占用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

作为宅基地建设农村住房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查合格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可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鼓励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与

宅基地审批合并办理。



第二十三条 县政府原有对城市规划区内农房建设的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相关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行期 2 年。

附件：乐至县城市规划管控区农房建设分类标准表

附件

乐至县城市规划管控区农房建设分类标准

表

区域分

类

区域划分 户籍人

数

（人）

建设标准（m
2
）

备注
南塔街道 天池街道 童家镇

用地

面积

建筑面

积

一类管

控区

邹 祠

村、接龙村、

印家村（1、

5、6组）、

皂角村、石

庙村、幸福

村、观音岩

村、大石包

村、店子湾

村、精忠庙

村、龙口村

（1—4组、

8—11 组）、

金地村（9

—12 组）、

广盐村（1

王家沟村、大

林寺村、报国寺

村、棉花湾村、新

观音村、金子堰

村、灵泉寺村、黄

花园村（1—6组）、

香炉沟村（1—5

组、9—14 组）、

南冲寺村（1、2

组、6—13 组）、

安乐村、群乐村、

石板垭村、打鼓庙

村、徐家桥村、黄

岭铺村、刘痣垭村

（1、2组、8—10

组)、排柏村（7

玉龙桥村、

骑龙村（2—6

组、10—13 组）、

太平桥村（1、2

组、8—15 组）、

天福村（1—9

组、13—15 组）、

五通桥村（5—7

组、11 组）。

≤3 ≤60 ≤60

一类管

控区是指城

市近期规划

区，实行严

格的管控制

度，具体按

《乐至县城

市规划区农

村村民建房

审批实施办

法（试行）》

相关规定执

行。

4 ≤80 ≤80

≥5 ≤100 ≤100



—6 组、9

组）。

组）。

二类管

控区

雷 音

村、印家村

（2—4组、

7—9组）、

龙口村（5

—7 组）、

金地村（1

—8 组）、

广盐村（7、

8组）。

黄花园村（7

—12 组）、香炉

沟村（6—8 组、

15 组）、南冲寺

村（3—5 组、14

组）、刘痣垭村（3

—7 组、11—13

组）、排柏村（1

—6 组、8 组）、

田家沟村、浸水湾

村（6—8组）。

骑龙村（1

组、7—9组）、

太平桥村（3—7

组）、天福村（10

—12 组）、五通

桥村（1—4组、

8— 10 组、 12

组）、八角寺村

（1—9组）、谭

家沟村（3—6

组）、龚家湾村

（1—3组）、双

祠村（3、4组、

6—8组）、白布

村（1、2组、5

组）、福果村（4、

5组）。

≤3 ≤60 ≤120
二类管

控区是指城

市中远期规

划区，新建

农房活动应

避让规划的

城市道路和

重点工程，

具体按《乐

至县城市规

划区农村村

民建房审批

实 施 办 法

（试行）》

相关规定执

行。

4 ≤80 ≤160

≥5 ≤100 ≤200

建筑层

数
不高于三层

说明：1.此表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整。2.现有农房可按本办

法第七条申请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