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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项目背景：对于沧源佤族自治县来说，国门第二小学建设属于整个项目的社会基础设施和

服务项目部分。 

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影响范围：国门第二小学将涉及勐董镇坝卡村和白塔社区 47.18 亩

土地，其中，征收集体土地影响 7.35 亩，影响 4 户 20 人。收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土地

39.53 亩。房屋拆迁将征收 0.3 亩宅基地，影响 1 户 4 人，需要重建安置。征地和拆迁都没

有对农户的造成显著影响。 

政策框架和权利：本移民安置计划编制根据中国的的法律、法规和沧源县地方性政策制定

的，同时符合 2009 年亚行保障政策声明(SPS)的要求。 

项目权利矩阵：土地和资产的补偿按重置成本原则为基础。对拆迁户的补偿包括搬迁过渡

期的补贴。与拆迁户讨论后，已确定安置地点。除了补偿外，所有受影响户将得到由县农业

局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技能培训。 

咨询和公开：已经开展了公众咨询活动，并将在实施期间继续开展公众咨询，所有受影响

人将被咨询和调查。听取他们对补偿和拆迁的意见和要求，可以在安置计划中避免没有将对

他们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移民安置计划的副本将发放到村办公室，使用当地语言（汉语）

编写的信息手册将发放到给受影响户。 

申诉机制： 该项目已建立了有效和透明的申诉机制。从村委会到沧源县级政府，层层都建

立了申述渠道。项目办将记录和监测所有投诉内容。 

实施安排：  项目的实施机构为沧源县项目办。沧源县国土资源局和其它相关部门将与项

目办紧密合作，开展征地和拆迁安置。 

实施计划  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所有相关部门开始进行征地工作。本

移民安置计划将在最终的技术设计、详细调查测量、咨询和信息披露、最终安置和恢复对策

确定后进行更新;并提交亚行审查和同意。更新后的移民安置计划满足亚行要求，征地和拆

迁才能开始。 

安置预算：  项目移民安置的总预算为预计为 2478 万元。 

监测和报告：  项目实施期间，项目办将开展内部监测，每半年向亚行提交一份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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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 本项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要求亚行贷款项目提供基金长期投资的一部分，结合

云南的区域发展策略，支持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计划，和边境三县镇康县、沧源佤族自

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发展计划。 

2. 该项目的关键性产出是: 增强城市、物流园区和工业园区的竞争力，打通项目县和临沧

边境经济合作区的陆地通道。本项目将与以下区域发展策略是一致的，包括:(i)增强缅甸周边的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ii)促进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与缅甸的和边界

地区的区域合作;（iii）改善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缅甸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状

况。该项目由以下组成部分:(i)提高跨境贸易能力，(ii)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改善社会基础设

施和服务，（iii）提高机构能力。 

3. 对于沧源瓦族自治县来说，修建国门第二小学，该子项目属于整体项目中，社会基础设

施和服务项目类别。国门第二小学需占地 47.18 亩土地。 

4. 小学子项目总建筑面积 13193.52 m2，包括 3 个学生宿舍(总建筑面积 3003.88 m2)，一教学

楼(3087.60 m2);一幢综合大楼(3063.48 m2);餐厅和一个会议厅(1560.74 m2)，设备房 100.44 m2，垃

圾站(24 m2)和警卫室等设施(570.43 m2)。 

 

 
图 1-1:国门第二小学规划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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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沧源县拟建设国门二小以及受影响社区/村分布示意图 

5. 在工程设计阶段，应考虑使征地拆迁和移民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主要原则如下： 

 避开或尽量减少占用现有和规划中的居民住宅区 

 避开或尽量减少占用优质耕地 

 利用现有国家和地方道路通到拟定的施工区 

 避开或尽量减少占用环境敏感地区 

 安置区的选择符合地方发展规划 

6. 沧源县国门第二小学原计划修建的位置在县城的边缘地带，将永久征收耕地 49 亩，影

响 85 户 315 人；拆迁房屋 432.6m2,影响 3 户 13 人；在对受影响社区和村实地考察后，项目

办和设计单位对项目进行了优化，以降低移民影响。详细见表 1-1 

表 1-1 项目方案优化前后的移民影响范围对比 

项目 单位 采取措施前 采取措施后 差额 

永久征地 
耕地 亩 49.00 7.35 -41.65 
宅基地 亩 3.04 0.3 -2.74 
小计 亩 52.04 7.65 -44.39 

房屋拆迁 
居民住宅 m2 432.6 270.9 -161.7 
小计 m2 432.6  270.9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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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征地影响户
数 

户 85 4 -81 

受征地影响人
口 

人 315 20 -295 

房屋/建筑物拆
迁 

居民住宅 户 3 1 -2 
居民人数 人 13 4 -9 

数据来源：设计单位和移民社会经济调查（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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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范围 

2.1. 方法和程序 

7.   沧源项目办、项目设计单位、移民安置计划编制机构和勐董镇政府，在 2018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开展了现场调查和住户调查，确定了项目的影响范围。 

8.    2018 年 1 月 16 日，移民安置专家在国门小学会议室举行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移

民安置计划政策框架培训。介绍了中国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移民安置政策，以及亚行移民安置

计划编制内容。 

9.    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移民专家的协助下,沧源项目办和移民安置计划编制机

构人员，共同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确定了受影响人口、房屋、土地和特殊设施的实物量,以

及受影响的村集体和受影响户数量。 

10.    调查包括实地调查、数据收集、问卷调查和机构访谈等综合性调查。其中，社会经济

调查特别关注到性别问题，征求妇女意见和建议，调查结果已纳入移民安置计划中。 

 征地调查:在设计机构确定项目空间范围的基础上，调查小组调查确定了被征

地的土地类型、面积和受影响户。 

 房屋拆迁调查:调查了受影响房屋和建筑物的位置、结构和面积，以及重建意

愿。 

 社会经济调查:调查涵盖了所有受影响户，调查内容包括受影响人性别、民族、

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 

2.2. 征地和拆迁的影响摘要 

11. 11.   征地和拆迁涉及勐董镇的坝卡村和白塔社区，将征收 47.18 亩的土地，用于建设

国门第二小学。4 户 20 人将受征地影响，1 户 4 人将受拆迁影响。同时还涉及一家房地产

开发公司，各类影响具体为： 

a)回收的国有土地 39.53 亩。土地权利人为昌辉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受影响的人。 

b)将永久征收 7.35 亩集体土地，包括:(i) 2.85 亩村集体公用土地；4.5 亩的承包耕地

4 户 20 受到影响，均为坝卡村佤族； 

c)拆迁 270.90 m2的建筑，涉及 0.3 亩宅基地，受影响 1 户 4 人，属于白塔社区的傣

族，该户住房将搬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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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移民影响汇总 
受影响项目 小计 

乡镇 1 （勐董镇） 

村/社区 2（白塔社区、坝卡村） 

国有土地（亩） 
小计 39.53 

国有建设用地（国门二小子项目） 39.53 

集体土地（亩） 

小计 7.35 

      宅基地 0.3 

      承包到户耕地 4.5 

集体公共撂荒地（耕地） 2.85 

房屋拆迁（m2） 
小计 270.90 

白塔社区村民房屋 270.90 

直接受影响人口 

只受耕地征收影响的户数（户） 4 

只受耕地征收影响的人口（人） 20 

只受房屋拆迁影响的户数（户） 1 

只受拆迁影响的人口（人） 4 

直接受影响户数（户） 5 

直接受影响人口（人） 24 

来源:安置和社会调查在 2018 年 1 月 

备注：:1、住宅用地的受影响人包括在拆迁受影响人中，不重复计算。 

2、根据社会调查，所有受影响人均为佤族和傣族 

 

2.2. 对集体土地的影响 

  
图 2-1 国门二小被征收土地现状 

12. 本子项目永久性征收集体土地 7.35 亩，影响 4 户 20 人，其中，（1）征收村集体未利

用地 2.85 亩，不涉及受影响人；（2）征收集体耕地 4.5 亩，影响 4 户 20 人，征收耕地受

影响人为佤族。 

13.  征地对受影响人的生产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 56%的收入来源于非农收入(打

工或固定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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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表2-2可以看出户均失地率区间在4.59%-11.97%之间，总体户均失地率在9.55%；

在 4 户受影响户中失地率小于 5%的为 1 户，小于 10%的为 1；10%-15%的为 2 户。。 

表 2-2 受影响农户失地率分析 

序号 民族 家庭人口 
家庭土地拥有

量（亩） 

被征用的 
失地率（%） 土地资源

（亩） 

1 佤 7 15.8 1.8 11..39% 

2 佤 4 11.2 1.1 9.82% 

3 佤 4 9.2 1.1 11.97% 

4 佤 5 10.9 0.5 4.59% 

合计 20 47.1 4.5 9.55%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 

15. 根据目前的年平均产值和获得的土地面积，我们可以得到每年的损失，种植作物的净收

入公式: 

 iiii pgv f-）（ ×=    （式中： iv 表示亩产纯收入； ig 表示种植作物的亩产量； ip 表

示销售的市场价格； if 表示种植作物的总投入）；例如，例如农户种植的是玉米，经调查玉

米的亩产量是 400kg，销售的市场价格是 4 元/kg，种植总投入约 500 元/亩，由此可以算出
每亩地的纯收益为（（400kg4 元/kg）-500 元/亩）=1100 元/亩； 根据目前平均年产值纯
收益计算，预计年收入损失为 0.495 万元，可以看出补偿费用大约是收入损失的 50 倍。 

 

表 2-3 收入损失与补偿费用的比较 

涉及村 
受影响家

庭 

失地面积

（亩） 

A.预计

收入损

失（万

元/年） 

B.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万元） 

B/A 土地类

型 

 

 

土地补偿费（含安置补助费） 

 

 

坝卡

村、白

塔社区 

4 4.5 0.495 

耕地 

（农用

地） 

 

 

24.75 

 

 

50 

备注：收入损失假设按种植纯收益的 1100 元/亩计算。 

2.4. 收回国有土地 

16. 本子项目涉及有偿收回国有土地 39.53 亩的使用权，该土地为昌辉房地产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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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昌辉地产）在 2014 年通过拍卖的方式获得 53.5 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片土地原来准

备用于农贸市场开发建设，但一直没有开发，撂荒至今。由于沧源县规划调整，需在该地块

建设国门二小，沧源县政府与昌辉公司协商后，将从昌辉地产有偿回收土地使用权。由于国

门二建设涉及回收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原来属于白塔社区芒法组、坝卡村弄赛组的集体土地，

这部分土地虽然在 2014 年完成了土地的征收工作，但按照亚行的安保政策声明要求，对已

完成集体土地征收需要做尽职调查，并编制了尽职调查报告，详细见附件五。 

2.5.  房屋拆迁的影响。 

17.   项目涉及居民房屋拆迁影响 1 户 4 人，傣族。拆迁的房屋主要为农村平房，其房屋结

构主要为砖木、简易棚子等。拆迁居民房屋 270.90m2，其中砖木结构 148m2；简易结构

122.9m2。 

表 2-4 居民房屋拆迁表 

项目 

拆迁房屋面积（m2） 

小计 
砖木结构 简易结构 

国门二小 148 122.9 270.9 

类别 户数 人数 
受拆迁影响 1 4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 

 

     

图 2-2 沧源县被拆迁村民房屋现状 

2.6. 受影响附着物和设施 

18. 根据现场调查，没有地面附着物和基础设施受影响。 

2.7. 受影响弱势群体 

19.   弱势群体是指生活水平低于沧源县最低生活标准线的个人和家庭，以及孤儿、老年人、

残障人、智障人、和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根据社会经济入户调查和村委会的核实，本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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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无弱势群体家庭。 

2.8.  受影响少数民族 

20.    所有受影响的家庭均为少数民族。拆迁户为傣族，征地户 4 户 20 人为佤族。他们与

汉人和睦相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语言，也说汉语，沟通并不是障碍。受影响的少数民族在

当地享有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均与汉族一致，但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上，保留了各自民

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征地对他们影响有限，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的 56%来自非农收入

(务工或领取工资收入)。受拆迁影响户除了得到补偿，重建时也会考虑到他们文化特点和妇

女的需求，提供帮助。综上所述，项目没有让他们变得脆弱。 

  



临沧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沧源县子项目 

15 

 

3. 影响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估 
21.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受影响人群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对于本子项目建设的认识和建

议，沧源县项目办、设计单位和移民计划编制单位会同沧源县教育局和勐董镇政府于 2018

年 1 月期间，在了解情况的社区干部带领下以及技援专家的指导下，对子项目影响范围进行

了实地考察和社会经济入户调查；到各类居民家调查和访谈，其中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年龄、

不同经济条件的人群，被拆迁的房屋和土地的征收居民的情况；以便了解各类居民对项目的

不同需求。不同的受影响人群对项目的需求不同，具体分析各类受影响人群的需求，有利于

识别项目的主要影响，有利于回避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3.1. 项目区社会经济背景 

22.   沧源县：沧源县隶属云南省临沧市，东北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东部

和东南部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相连，北邻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部和南部与缅甸国接壤，

国境线长 147.083 公里，南北宽 47 公里，东西长 86 公里，总面积 2445.24 平方公里，其

中山区面积占 99.2%，坝区仅占 0.8%，县城勐董镇海拔为 1270 米，距省会昆明市 886 公

里，距临沧市 222 公里。 

23.    2016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7.4015 亿元，增长 9.4%。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9.4047 亿元，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 12.6951 亿元，增长 11.8%，第三产业

增加值 15.3017 亿元，增长 9.7%。三次产业比例为 25.1：34：40.9。 

24.    勐董镇：勐董镇位于沧源县南部，东接糯良乡，西邻班洪乡，北连勐角乡，南与缅甸

接壤，为县城所在地，是一个集山区、半山区、郊区、坝区四位一体的边境农业城镇；是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总面积为 260.0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5169 亩，人均耕地

2.3 亩,总人口 3 万人(农业人口 1 万人), 有汉、佤、傣、傈僳等少数民族，其中佤族占全镇

人口的 85%。全镇辖 3 个社区，7 个村委会，69 个自然村，59 个居民小组，80 个村民小

组。 

25.    坝卡村：坝卡村位于勐董镇政府驻地的北面，距镇政府驻地 3 公里，全村 518 户，

共 1955 人，民族以佤族为主。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3221 亩，人均耕地 1.65 亩，2016 年全

村经济总收入 2646.5 万元，人均纯收入 10701 万元，粮食总产量 131.2 万公斤，人均有粮

671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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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白塔社区：白塔社区位于勐董镇政府驻地的西北面，距离镇政府驻地 1.5 公里。国土

面积 6.71 平方公里，辖 14 个居民组，共有 1547 户 4892 人，民族以傣族为主，佤、傣、

汉族杂居。2016 年末，全村有耕地面积 1515.48 亩，人均耕地 1.01 亩，其中水田面积 725

亩，旱地面积 790.48 亩。2016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1701.17 万元，人均纯收入 10737 万元，

粮食总产量 81.3 万公斤，人均有粮 493 公斤。 

3.2. 受影响人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27.    2018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8 日期间，移民编制单位调查小组在亚行移民专家的协

助下，同沧源县项目办、国土局相关人员对国门二小项目影响范围内的人口、土地、专项设

施等不同影响对象的实物指标及其受影响居民进行了详细摸底调查，对受影响家庭进行了社

会经济问卷调查。 

   

图 3-1 受影响户社会经济入户问卷调查 

3.2.1. 受影响人口 

28.   受影响人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3-1 所示，包括不同性别、年龄、人口构成、教育和职业。

其中男性 13 人，女性 11 人;20 个佤族人，, 4 个傣族人。 

表 3-1 受影响人口统计特征 

类型 
男性 女性 合计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户数     5  

平均人口     4.8  

年龄       

≤龄 6 岁 0 0.00% 2 8.33% 2 8.33% 

7-19 岁 0 0.00% 1 4.17% 1 4.17% 

20-35 岁 8 33.34% 4 16.67% 12 50.01% 

36-50 岁 2 8.33% 2 8.33% 4 16.66% 

51-60 岁 1 4.17% 2 8.33% 3 12.50% 

≥60 岁 2 8.33% 0 0.00% 2 8.33% 

小计 13 54.17% 11 45.83% 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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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佤族 12 50.00% 8 33.33% 20 83.33% 

傣族 1 4.17% 3 12.50% 4 16.67% 

小计 13 54.17% 11 45.83% 24 100.00% 

婚姻状况       

未婚 7 29.17% 4 16.67% 11 45.83% 

已婚 6 25.00% 6 25.00% 12 50.00% 

离异 0 0.00% 1 4.17% 1 4.17% 

丧偶 0 0.00% 0 0.00% 0 0.00% 

小计 13 54.17% 11 45.83% 24 100.00% 

文化程度       

学龄前儿童 0 0.00% 2 8.33% 2 8.33% 

文盲及半文盲 0 0.00% 0 0.00% 0 0.00% 

小学 5 20.83% 3 12.5% 8 33.33% 

初中 6 25.00% 4 16.67% 10 41.67% 

高中或中专 2 8.33% 1 4.17% 0 12.5% 

大专及以上 0 0.00% 1 4.17% 0 4.17% 

小计 13 54.17% 11 45.83% 24 100.00% 

职业       

种养业 6 25.00% 2 8.33% 8 33.33% 

服务业 1 4.17% 1 4.17% 2 8.34% 

清洁工 0 0.00% 1 4.17% 1 4.17% 

交通业 1 4.17% 0 0.00% 1 4.17% 

通讯业 1 4.17% 0 0.00% 1 4.17% 

学生 0 0.00% 2 8.33% 2 8.33% 

打工人员 4 16.67% 1 4.17% 5 20.83% 

其它 0 0.00% 2 8.33% 2 8.33% 

学龄前儿童 0 0.00% 2 8.33% 2 8.33% 

小计 13 54.17% 11 45.83% 24 100.00%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家庭样本量 n=5 户，人口样本量 n=24 人。 

注：（1）退休年龄这里指男性 65 岁以上和女性 60 岁以上，因此劳动力就是在此年龄之下的 16 岁以上不

在校的人员；（2）学龄前儿童是指 0 到 6 岁的儿童；（3）职业中的其他指从事本表中未涉及到的职业和

无劳动能力的老人。（4）此表中分析包括征地拆迁受影响人口。（5）表中男性，女性比例为所占总人口

比例值。 

3.2.2. 年龄 

29.   对人口年龄特征的调查结果显示，20-35 岁年龄段占总数比例最多（50.01%），其中

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 33.34%和 16.67%，该年龄段人口构成劳动力的主体；其次，

36-50 岁年龄段所占比例也较高（16.66%），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8.33%和 8.33%，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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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人口也是劳动力主体的一部分；另外，51-60 岁年龄段占总人数 12.50%，因此这三

个年龄段人口是组成劳动力群体的主要部分；（见图 3-1）。 

 

图表 3-1 项目影响人口年龄分布图 

30.    调查发现，很多家庭成员（男性超过 60 岁，女性超过 55 岁）仍然正常参加社会劳

动。因此，实际劳动力人口应定为离开学校教育的 16-65 岁男性和 16-60 岁女性。据此定

义，总劳动力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 87.50%以上。 

3.2.3. 教育  

31.    在受项目影响人群中，41.67%的家庭成员接受过初中教育，其次有 33.33%的受项

目影响人口接受过小学教育，由图可以看出，受影响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呈正态分布，文化程

度低的（如学龄前儿童、文盲及半文盲）和文化程度高（如高中及以上）的人占受影响人群

比例较小，文化程度中等（如初中）的人占受影响人群的比例最大；同时，受项目影响人群

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在接受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应重视女性权益的维护，以及女性就业技能的培训；（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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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项目影响人口文化程度分布图 

3.2.4. 职业 

32.   被调查的劳动力中 33.33%的受影响人从事种养业生产，此外，外出打工人员占

20.83%，部分年轻村民选择出省打工，也有部分在沧源县城内从事不同的工作；另外从事

服务业的占 8.34%，多为在当地宾馆当服务员和安保人员；从清洁工、交通业、通讯业的各

占 4.17%，如图 3-3 所示： 

 

 

图表 3-3 受项目影响人群职业分布图 

3.2.5. 住房条件 

33.   在社会经济调查中对受拆迁影响家庭的居住房屋按照面积、人口进行评估。由于本项

目所涉及的拆迁户只有一户，所以具体调查结果（见表 3-2.）。 

表 3-2 被调查家庭的住房条件 
项目 被调查户数 数值 
房间数 1 3 

住房面积（m2） 
按户计 

148 

简易房面积（m2） 122.9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 

3.2.6. 土地资源 

34.   本次社会经济调查，受影响农户拥有耕地面积最大的为 15.8 亩，最小的为 9.2 亩。户

均拥有土地亩。（见表 3-3）。 

种养业34%

9%

清洁工4%交通业4%通讯业4%
学生8%

打工人员21%

其他8%
学龄前儿童8% 种养业

服务业

清洁工

交通业

通讯业

学生

打工人员

其它

学龄前儿童



临沧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沧源县子项目 

20 

 

表 3-3 被调查家庭的土地资源 

项目 
调查户数 

（户） 
土地 最少（亩） 最多（亩） 

户均拥有耕地

（亩） 

耕地 4 每户拥有 9.2 15.8 11.76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 

3.2.7. 收入与支出 

35.    由于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受影响户的收入不仅局限于土地或农业生产，还有大量农户

选择从事养植业，或者选择外出打工、从事交通运输等行业业。因此，农户收入主要收入来

自打工，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13.39%。5 户受影征户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情况详见表 3-4。 

表 3-4 被调查家庭 2017 年的人均经济状况 
单位：元/年/人 

类别 调查户数 项目 最少 最多 平均 标准偏差 

受影响的农户 5 
人均收入 4825 13575 8728.56 13051.97 

人均支出 2500 7755 4721.50 6272.16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        样本量：受影响农户 N=5 户  

 

36.   从表中 3-5 可以看出，受影响村的村民，收入来源前三位为打工收入、养殖业收入和

农业收入，其中，打工收入占 56.55%，养殖收入占总收入的 18.2%，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13.39%；无论是受征地影响的农户家庭还是受拆迁影响的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并不局限于

农业，收入结构较为多样化。见表 3-5。 

表 3-5 被调查家庭 2017 年户均收入来源 
                            单位：元/年/户 

项目 农业收入 打工收入 养殖收入 其他收入 合计 

受影响 

农户 
5420 22900 7370 4802.80 40492.80 

所占比

例 
13.39% 56.55% 18.2% 11.86% 100%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样本受影响农户 N=5 户 

37.    通过调查了解，项目区内村民大部分从事农业种植或养殖、外出打工等，表 3-6 显示

了受影响家庭户均开支情况的构成。调查结果显示，受影响的农户在生活开支方面投入较大，

占总收入的 49.84%，其次为医疗开支和农业生产投入方面开支较大，详见表 3-6。 

表 3-6 受影响家庭 2017 年的户均支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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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 
受影响的农户 

户均支出（元） 各项支出所占百分比 

生活开支 9680 49.84% 
农业投入 1846 9.51% 
教育开支 200 1.03% 
医疗开支 3620 18.64% 
交通开支 540 2.78% 
通讯费开支 1660 8.55% 
人情往来支出 1675 8.62% 
其他开支 200 1.03% 
合计 19421 100%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移民社会经济调查，样本受影响农户 N=5 户  

3.3. 性别分析 

3.3.1. 教育上的性别差异 

38.   对项目影响区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受影响

人群的 46.17%受过初中教育，其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 25%和 16.17%；小学程度

的受影响人口占总数的 33.33%，所调查的受影响人群中仅有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接受过高

中或中专教育，有且只有一名女性有大专及以上高的学历，就总体而言说明女性受教育程度

略低于男性，还需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如图 3-4 所示） 

 

图表 3-4 男女组教育差异对比 

3.3.2. 职业和收入上的性别差 

39.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妇女从事种养业、交通业、通讯业、外出打工的人数均略低于对

应职业类型的男性人数，因为调查样本数有限，所以实际情况与调查结果有所出入，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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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家庭以种养业为主，主要是种植水稻、养殖猪、鸡等，而大多数家庭都属于家庭型夫妻

双方共同经营，除此之外，大多数妇女和男性一样走出家庭从事各行各业劳动，其中以服务

业、外出打工为主，妇女在家庭事务决策和经济收入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步走上了独立、

自主的道路。 

 

图表 3-5 男性和女性职业差异 

40.    为了更好的分别确定受影响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以受项目影响的 5

户家庭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 10683.58 元，

女性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 8687.52 元，男性劳动力年平均收入高于女性劳动力年平

均收入这一现象与女性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服务业或做些临时性工作等有关，而大部分男

性成员则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通信业、交通业等行业，因此收入稍低于男性。 

41.    分析受调查的 5 户样本家庭中，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有的外出打工。结果显

示，她们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 8.62%-50.00%之间，平均为 25.72%，其中最小值

为 8.62%是因为一户受影响家庭中的一位女性劳动力正处于哺乳期，经济收入较低，仅在家

帮助从事种植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妇女的权益，使她们的权利不受到伤害，

同时也加强对女性的培训，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十分注意维护

妇女的权益，使她们的权利不受到伤害，以免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3.3.3. 小结 

42.    本项目范围内受影响农户并非只是从事传统的农业耕作活动，部分村民选择外出打

工或在沧源县城勐董镇内从事通讯业、交通业和服务业；  

43.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拥有经济收入，她们对于家庭重要事务的决定也开始拥有更大

的发言权，比如孩子的教育和购买房屋等决策。另外她们还承担着农耕和家务等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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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闲暇时间，女性也会和男性一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以便同男性家庭成员一起保障家庭经

济收入和维持家庭生活，她们在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家庭经

济来源之一的妇女也开始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男性与女性的作用更加趋于对等。 

44.    根据调查，妇女在移民安置方面关心的问题与男性基本相同： 

（a）首先是房屋和土地补偿标准，并能及时补偿到位；其次是小学的修建好后，招生时

能否优先考虑本村集体内的适龄儿童。 

（b）项目实施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岗位安置，希望能有对妇女工作的考虑，使妇女也能

参与到项目中来。 

   



临沧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沧源县子项目 

24 

 

4. 法律框架与政策 

4.1. 适用于重新安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45.  本项目的安置政策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和亚行的政策制定的，包括: 

亚行政策和要求 

 亚行《保障政策声明》（2009） 

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 年 1 月 1 日施行，2004 年 8 月 28 日修订）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2004 年 10 月

21 日起执行） 

 《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04〕238 号）（2004 年 11

月 3 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62 号令，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云南省、临沧市及沧源县相关政策 

 云南省政府文件《云南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 

 《云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国土厅发[2009]23 号） 

 《关于公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新国土资发[2011]19 号） 

 临沧市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修订云南省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

准的通知（临国土资[2014]195 号） 

  临沧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办法（试行）（临政办法[2017]7 号） 

 临沧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沧源县 2015—005 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的批复（临

国土资复[2016]18 号） 

 临沧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沧源县 2015—006 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的批复（临

国土资复[2016]19 号） 

 《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沧源县人民政府发沧政通〔2012〕

38 号） 

 沧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沧源县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试点实施办法

的通知（沧政发〔2016〕178 号） 

4.2. 亚行非自愿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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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亚行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目标是（1）尽可能避免非自愿移民；（2）研究和设计替代方案，

最大限度地减少非自愿移民的影响；（3）提高或至少将移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项目实施前的

水平；（4）使被迁移的贫困人口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4.3.亚行与中国政策之间的差异 

47.  征地拆迁涉及的法律制度的主要方面包括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农村集

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等，对应于社区、农户和个人的需要。亚行保

障政策申明与中国的征地拆迁政策主要差异和弥补措施如下： 

（1）.在受影响人确定中缺乏对贫困户和脆弱群体的界定 

48.  对于一些特殊家庭(男人,女人,民族),政府一般将他们归类为(i)五保户(老、弱、丧偶和残疾

人，这些人无劳动能力，难以生存，或者家里没有劳力力)，政府为他们被提供生产和生活援

助(如食物、衣服、燃料、教育和丧葬费用)；(ii)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人，每月提供生活费

补助。此外，界定贫困户和和弱势家庭只在执行期间完成。 

49.  根据政府的定义，那些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可能由于受到征地/拆迁户的影响而面

临困境或难以迈过一些困难。例如，在搬迁过程间，可能需要提供劳力、运输等特别帮助。这

些人也该界定为弱势群体，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50.  有些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家中无男劳力的家庭，按政府标准不属于五保户、低保户，也

需要在征地拆迁详细调查期间，进行更深入的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也属于弱势群体。 

51.  在这个子项目中，没有发现贫困户和弱势群体家庭。但需要在移民安置计划更新过程中

进一步确认。 

（2）缺乏咨询、信息披露以及收到的申述情况的完整记录 

52.  对受影响户的访谈和协商会议已经反映在移民安置计划中，并需要继续在移民安置计划

更新和项目实施期间继续记录。申诉记录也将作为监测报告的一部分。移民安置计划中的关键

信息，将通过发放信息手册的方式进行披露，发放信息手册要使用当地语言。 

（3）安置计划更多关注土地损失和房屋拆迁的影响，而对社会分析

和风险分析不充分。 

53.  在安置计划编制过程中，通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咨询会议、实物量调查和关键信息人

访谈，以及社会性别分析，进行了项目的影响评估。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项目补偿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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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安置方案、重建方案和性别战略，这些都反映在安置计划中。 

  （4）帮助哪些没有资格以重置成本获得房屋补偿的家庭 

54.  根据《国有土地拆迁补偿条例》[2011]，违建房屋或者是在征地拆迁公告后，建设的临时

建筑将不予补偿。然而,如果受影响人属于无住房的弱势群体,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解决低收入

住房困难的保障性住房或廉租住房的保障办法（GF 2007、24 号）、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应

当向有困难的家庭提供。受拆迁影响户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 

55.  在截至日期前已有的非土地资产的补偿，将以重置价计算，受影响人获得的安置帮助和

有产权证的一致。如政府已设立较早的截止日期，政府的截止日期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

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通知/或预通知公告；（二）确认信息传播的文件（广告牌、公众会议记

录、给住户的新建、报纸、网站、广播等公告，以及（iii）受影响户确认他们被口头和书面通

知了截止日期。对于有历史原因，没有合法证照，不能按重置价补偿房屋拆迁的家庭，需要对

其社会经济状况和脆弱性，由项目（通过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否给提

供帮助。以确保他们能够恢复或生活情况不会情况恶化。 

56.   本项目中，无非法建筑物被拆迁。 

 （5）监测和报告安排不足 

57.   监测工作不够规范，每个执行机构都有自己的监视过程和记录方法。 

58.   本项目将定期监测和提交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将公开披露。所有监测报告将提交亚行。 

4.4.资格和受益者 

59.  当项目以官方的形式正式在受影响的村公布的时候，作为补偿资格的截止日期。公告形

式可以是发放信息手册或在村里公示版上粘贴公告。在公示日之后新开垦的土地、耕地，新建

的房屋或其它建筑，不予补偿或者补助。 

4.5.补偿标准 

4.5.1.集体耕地补偿标准 

60.   耕地补偿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临沧

市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修订云南省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和

《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沧政通[2012]38 号）文件。 

61.   根据调查，云南省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基于统一年产值，土地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发展

情况及农民收入等进行测算，以保证满足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长远生计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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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要求；对于云南省内的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做了片区制定，其标准是征收集体土

地的综合补偿标准，是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不含青苗补偿费、土地附着物补偿

费）。 

62.   统一年产值是指以主导耕作制度下主要农作物年产量和市场价为基础，农作物年产值等

于主要农作物平均年产量与主要农作物价格的乘积，因此也是土地的收益产值，经调查沧源县

农作物统一年产值为 1800 元/亩，根据修订后云南省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沧源县征

地补偿费在 20400—32400 元/亩之间，参见表 4-1。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和坝卡村属于征

地范围的第一类征地范围内，征地补偿标准为 32400 元/亩。 

表 4-1 沧源县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表 

区域编号 年产值标准（元/亩） 倍数 
平均补偿标准（元/

亩） 
区域范围描述 

一类区 1800 18 32400 
勐省镇、勐来乡、勐角乡、

勐董镇、糯良乡 

二类区 1200 17 20400 

班老乡、芒卡镇、班洪乡、

单甲乡、岩帅镇（含团结工

委） 
数据来源：沧源县国土局提供 
 
63.    沧源县根据临国土资[2014]195 号）文件制定的《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其片区补偿标准价格较统一年产值标准有所提高，征地补偿费为 20000 元—

55000 元/亩；征地具体补偿标准如下表（4-2）。 

表 4-2 沧源县农地征地补偿标准表 

土地类别 征地范围 土地补偿费（元/亩） 

水田 
一类地区 55000 
二类地区 45000 
三类地区 35000 

旱地 
一类地区 55000 
二类地区 35000 
三类地区 20000 

数据来源：沧源县国土局提供 
 
64.     对于征收的坝卡村弄赛组、白塔社区芒法组的集体耕地，均属于沧源县片区划分中的

一类地区，本子项目按照《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沧政通[2012]38 号）的补偿

标准，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 55000 元/亩。 

65.    青苗费补偿：按照《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文件，青苗补偿费因作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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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补偿标准在 300 元/亩（油菜）至 11852 元/亩（第一季甘蔗）之间。根据已征地尽责

调查情况，青苗费采取综合定价补偿，补偿标准为 15000 元/亩，由于所征收的集体土地全部

为撂荒地，根据国土部门提供的实际补偿标准，此块待证土地，不进行青苗补偿。 

66.    征收集体共有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费全部支付给受影响村集体，由

村集体村民共同协商土地补偿款的用途，村民讨论的结果是该补偿费主要用于村里基础设施

的修建。 

67.    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由村民讨论决定土地补偿费用途。坝卡村经过村民会议决定，土地补偿费也一并支付费

受征地影响承包户。因此，本项目征收承包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

和青苗补偿费均支付给受征地影响的土地承包户。 

4.5.2.房屋补偿标准 

68.     移民房屋拆迁补偿将按照 2012 年 7 月 11 日沧源县人民政府印发的《沧源县征地拆

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来执行；移民房屋经依法批准建设的私有和农民集体所

有的房屋；房屋拆迁补偿不仅包含对房屋结构的补偿，还包含对住宅用地或宅基地的补偿。 

69.     本项目沧源县子项目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详细见表 4-3。 

70.     在补偿时，一次性给予 1000 元/户的搬家安置补助费和每平方米 7 元/人.月的临时过

渡费，暂时按照 12 月进行补偿。实施中临时过渡费的发放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表 4-3 拆迁房屋补偿标准 

房屋结构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国门二小 
砖木结构 元/m2 850 

   简易房屋 元/m2 200 
简易棚子 元/m2 --  

其他补贴 
搬家补助费 元/户 1000 -- 

临时过渡补助费 m2/元/人.月 7 暂按 12 个月计算，实施中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沧源县国土局 
 
71.   根据沧源县 2018 年上半年建材市场和人力市场的行情的调查，建筑部门通过测算建设

砖混结构的房屋包工包料的成本价格（重置成本）为 700-800 元/m2，砖木结构 450-500 元

/m2，简易结构 100-150 元/m2；由此可以看出，该子项目的补偿标准高于重置成本。 

72.   在政府和受影响户协商后，受影响户选择在政府提供的靠近原住地的地点重建房屋。同

时，该地块就在他们本村内，满足受影响户的要求。最后, 在白塔社区内为受影响户提供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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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的土地重建房屋(土地面积和原来宅基地面积一样)，安置地点距离原住地 200 米，受影响户

满意重建地点。新划拨的宅基地登记备案以及宅基地所属权的办理，均由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

办理，办理完成后发放给受影响人。 

73.    基于受影响人与拆迁版办的协商，房屋拆迁补偿还包括内装修费用、地面附属物、搬迁

补贴、临时过渡补贴等，按照评估价格向受影响的户支付，由独立财产评估公司评估;由于受

影响的家庭选择了宅基地置换的方式，宅地土地补偿费将不再支付给受影响的家庭，相应的宅

地补偿费将支付给白塔社区。在得到房屋补偿后，受影响的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意

愿，在宅基地上重建房屋。 

4.5.3.受影响国有土地的补偿 

74.   该子项目涉及国有土地原属于坝卡村和白塔社区,沧源县政府已经于2014年完成征地工

作，同时完成了签署补偿协议和支付补偿金的事宜，因此，需要按亚行要求，编制尽责调查报

告，尽责调查报告也已经编制完成，参见附录。 

75.    征地后，土地由集体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2014 年底，昌辉公司以人民币 1500

万元(约每亩 0.28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取得了 53.50 亩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计划建设一

个农贸市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该计划一直没有实施。随着沧源县总体规划的调整，政府

计划在该地块上建一所小学，因此，政府在与昌辉公司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计划从昌辉公

司收回 39.53 亩土地。最终，政府、项目办和昌辉公司进行充分协商后，双方达成一致，政府

支付 1899 万元从昌辉公司收回 39.53 亩土地的使用权(收购价约每亩 0.48 亿元人民币，高于

2014 年的出让价格)。 

4.5.4 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 

76.    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详见表 4-4,这些费用将由项目承担。 

表 4-4 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 

序
号 

项目 税费标准 政策依据 

1 耕地开垦费 
旱地 9000 元/亩、水
田 10500 元/亩、基本
农田 12000 元/亩 

《云南省关于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云价综合
[2011]18 号） 

2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 

10 元/平方米（沧源
十五等别）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的通知》（财综
[2006]48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
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
通知》（财综[2009]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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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 133333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
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85 号），本项目
仅需按标准的 20%向省级政府缴纳。 

4 耕地占用税 18 元/平方米 
《云南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 149 号，20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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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权益矩阵表 

影响 

类型 
影响程度 权利人 权利 

征收集体土

地 

将永久征收坝卡村、白塔社区集

体土地 7.35 亩，影响户 4 户 20

人，全部为当地少数民族； 

坝卡村、白塔社区影响 4 户

20 人； 

 权利：（1）受影响村征收 2.85 亩的村集体土地，村

集体土地 55000 元/亩的土地补偿费，由村集体村民共

同协商土地补偿款的用途；农户获得耕地 55000 元/亩

的土地补偿费（含安置补助费）；（2）在项目建设期

间，项目办将安排受影响人劳务，来增加他们的经济

收入；（3）获得农业部门、劳动保障以及其他部门提

供的种植业技术和非农业生产技术的免费培训，一月

至少 2 次。 

（4）国门二小建成后，需要招收 6-8 名保安、绿化、

保洁等辅助岗位非技术性工人，招收对象优先考虑受

影响户及受影响村农户家中的劳力。 

收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 

涉及昌辉地产国有土地 39.53

亩，目前未未开发利用荒地。 

昌辉房地产公司，不涉及影

响人口 

 昌辉地产在 2104 年通过拍卖，投入 1500 万元取得

53.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均 28.037 元万/亩。 

 2018 年 2 月，政府按市场评估价，有偿收回昌辉地产

53.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价格为 2570 万元。其

中 39.53 亩用于国门二小所需的建设用地。 

拆迁居民房

屋 

居民房屋拆迁影响 1 户 4 人，其

全部为少数民族；拆迁的房屋为

农村平房，其房屋结构主要为砖

木、简易结构等。拆迁 270.9m2

农村居民房屋，其中砖木结构

148 m2；简易结构 122.9 m2。 

影响 1 户 4 人，其全部为少

数民族。 

 

（1）按市场评估价和重置价获得房屋货币补偿费，包

括房屋结构的补偿，还包括国有住宅用地和宅基地的

补偿；（2）自愿选择安置方式，包括货币补偿、划地

安置，最终拆迁户选择划地安置。（3）获得土地补偿

费、搬家费、临时过渡费、搬迁奖励等。 

地面附着物

及公共设施 
包括公共设施、树木等。 产权人 

（1）地面建（构）筑物或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所有

者。（2）按照重置价格获得补偿或者由拆迁人按照

原规模、原标准予以恢复重建。 

 

4.6.被拆迁户安置方案 

4.6.1.农户房屋拆迁安置方案 

77.   项目提供给被拆迁户选择的安置方案包括：(1) 货币补偿，按照受影响人和项目办共同

认可的第三方房地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房屋及宅基地价格，一次性给予现金补偿（包括宅基地

补偿、房屋补偿、装修补偿、过渡费和搬家费），由拆迁户自行购房安置；（2）补偿除了宅

基地以外的房屋拆迁费用（房屋补偿、装修补偿、过渡费和搬家费），在附近划拨同等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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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并由政府出资完成“三通一平”后，由拆迁户自行重建安置。 

78.   经政府与拆迁户协商后，该拆迁户选择就近划拨宅基地自建房的方式安置。同时，被拆

迁的居民希望能够在本村内划拨宅基地新建房屋。最终采取货币补偿后划拨宅基地自行重建

的方式重建。目前，已经在白塔社区内找好一块 0.3 亩的集体公用地作为拆迁户安置建房用

地，拆迁户对地点表示认可和满意，安置地距原房屋距离约 200 米。新划拨的宅基地登记备

案以及宅基地所属权的办理，均由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办理，办理完成后发放给受影响人。 

79.   本拆迁户拆迁房屋面积为 270.90 m2，其中砖木结构房屋面积 148m2，简易结构房屋

122.9m2。其将获得的补偿是：（1）砖木结构房屋补偿款为 125800 元（850 元/m2）；（2）

简易房屋补偿款 24580 元（200 元/m2）；（3）装修及其附属物补偿为 27677.20 元（4）搬

迁补助费及过度费 1336 元；总共补偿款为 179423.2 元。拆迁户可以使用补偿款 15-16 万元，

建造 148 m2 的砖混结构房屋，提高其住房水平。剩余补偿款受影响人不仅可以进行房屋装

修，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用于其他投资。 

表 4-6 2018 年初沧源县不同结构房屋造价 
名称 单价 

砖混结构 1000-1100 元/㎡ 
砖木结构 700-800 元/㎡ 
简易结构 350-400 元/㎡ 

数据来源：沧源县房屋征收办提供（2018.1） 

 

4.6.2 通过技能培训改善生计 

80.   虽然征地对受影响的家庭来说影响不大，沧源县仍然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培训，受影响家

庭将优先获得培训机会: 

（1） 农业技能培训。县农业局负责为农民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农业军承担人均 200-

300 元的培训费用，主要用于培训材料、培训场地租金和培训教师的开支。根据项目办

和县农业局的协商，受影响的农民将优先参加培训。受影响户将得到总计 30 人次的培

训，相当于每户受影响户参加 1-2 次的培训。其中 50%的培训名额将提供给妇女。 

（2） 职业技能培训。县社会保障局负责开展服务业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一般包括:

电焊、餐饮服务、车辆维修，人均培训费 200-300 元。根据项目办和县社保局的协商，

受影响户将优先参加培训。受影响户将将得到总计 20 人次的培训，相当于每户受影响

户参加 1-2 次的培训，其中 50%的培训将提供给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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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技术培训计划安排 

序号 培训类型 目标群体 
参与受影响劳

力 
（人次） 

其中女性劳力
参加 

（人次） 
时间 

1 
农业技术（经济作
物种植、蔬菜种植

等） 

受征地影响的
农户      30 15 

2018 年 12 月 –
2019 年 12 月  

2 
机械修理、电焊、
厨师及餐饮服务 

受征地影响的
农户      20 10 

2018 年 12 月 –
2019 年 12 月  

 

81.  所有的培训费用，包括组织经费、教材费、印刷材料费、考评费、实习费、教师工资等，

都将由沧源县农业局和社会保障局开支，最终由仓源县政府承担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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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参与及抱怨申诉 

82.  依据国家、省(自治区)、市、县有关政策和法规，为维护被征地户的合法权益，减少不满

和争议，以实现妥善安置移民的目标，本项目在移民安置政策制定、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都

将十分重视移民参与和协商，广泛听取受影响人的意见。 

5.1.项目准备过程的咨询 

5.1.1.已开展的公众参与 

83.  所有参与移民安置规划阶段讨论的重要议题，项目办组织设计机构，移民编制咨询机构，

当地社区和受影响的人口，对信息进行公开，以各种方式从 2018 年 1 月 14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进行的公众咨询，咨询内容包括： 

(1) 设计优化的讨论，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的影响; 

(2) 影响调查，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获得人口，房屋，土地，设施，受影响人群，

商店和企业中的子项目区的详细信息； 

(3) 对受影响村负责人进行访谈谈，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受影响村的村民讨论征

地的方案和补偿标准； 

(4) 沧源县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讨论征地拆迁方案和补偿标准。 

   
图 5-1 项目公众参与 

(5) 沧源县项目办会同移民编制单位于受影响居民代表对移民安置计划的草稿以及信息

公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84.  通过公众参与会议和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受影响户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的占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被征用的土地面积较小，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太大

的影响。失地户最关心的问题是首先是征地的补偿标准，其次是希望征地补偿款能及时到位，

同时，最好能开展一些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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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补偿和安置，在调查和协商期间，沧源县项目办和移民编制单位针对土地补偿

和安置问题与受影响人进行了协商和征询意见，征询受影响在土地征收后，是需要重新划拨土

地还是货币补偿，所有受影响人一致认为给予货币补偿。 

（3）拆迁方面，受拆迁影响户关心的首先是补偿标准，然后是安置地点，最后是过渡期

间的生活问题。 

（4）妇女认为货币补偿后划拨宅基地的方式，既得到了补偿又可以解决宅基地的问题，

可以改善原有的住房条件。 

（5）由于国门二小建设，造成日常出行不便的问题，施工过程可能造成噪音、扬尘、建

筑垃圾污染如何处理和缓解。 

（6）国门二小修建的施工工期，应该及时的公布，告知居住在修建小学附近的村民，给

他们所带来的不便。 

85.   基于以上讨论，项目办： 

（1）根据受影响户关心问题，项目办已制定了征收房屋和土地补偿标准以及安置方案，

将在征收前将补偿标准公布给所有受影响人，在协议签订后，及时的支付补偿款。 

（2）项目办根据受影响户关心问题与沧源县政府商讨满足移民意愿的安置方案，一方面

就拆迁户宅基地地点问题，进行了协商，初步确定的安置地点得到拆迁户认可；另一方面与劳

动保障部门协商对受影响户进行相关的培训问题，农业局及社保局都承诺优先安排受影响户

中的劳力参加培训。 

（3）项目办根据受影响户关心问题与房屋拆迁部门和安置房建设单位商讨满足被拆迁户

意愿的安置方案。一方面房屋拆迁部门进一步向受影响户解释房屋拆迁相关政策和补偿标准，

另一方面安置房建设单位定期向受影响户公布安置房建设情况。针对受影响户关心的过渡期

间生活问题，督促安置房尽快建设完成，并且对受影响户给予过渡费，保证其度过过渡期。项

目准备期间一些重置咨询/会议的问题列在表 5-1 中。 

 

表 5-1 项目准备期间的主要公众参与 

位置  日期 参与者 人数/女性 主题 

国门小学党员活动室 
2018 年 1 月

17 日 

受影响人、移民安置专
家、项目办、勐董镇干
部、教育局、国土局、
征收办、移民编制单位 

20/12 

 介绍项目的背景及目的 
 项目选址尽量减少耕地和

拆迁影响 
 调查村民代表对项目的期

望和必要性 
 开展对受受影响家庭的社

会经济入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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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日期 参与者 人数/女性 主题 
 讨论拟议补偿标准; 
 咨询受影响村的收入来源 

项目办 
2018 年 1 月

18 

受影响人、项目办、
移民编制单位 25/13 

 房屋重建位置协商和确认 
 房屋拆迁实物量确认; 
 拆迁房屋的施工进度；; 

项目办 
2018 年 1 月

18 日 

受影响人、项目办、
移民编制单位 社区办
公室, 国土局, 征收办 

21/14 

 讨论移民报告草案; 
 讨论未来的咨询计划; 
 讨论未来信息公开计划 

 

5.1.2.已经进行过的公众意见调查 

86.  调查对象为被征地拆迁的 5 户村民，社会经济入户采取 100%的入户调查。这些调查也

是为了让实施机构和设计单位清楚的认识到当地的情况和受影响人的关心和顾虑的问题。通

过对受征地拆迁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调查这些人群中，多数被调查户知道本项目要建设，并赞

成本项目的建设；100％被调查户了解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而且在拆迁过程中，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时，100％的人知道申诉。公众意见和建议调查结果详见表 5-2。 



临沧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沧源县子项目 

37 

 

表 5-2 公众意见和心理调查表 

序

号 
问题 

答案 1 答案 2 答案 3 

答案 1 结果（％） 答案 2 
结果

（％） 
答案 3 

结果

（％） 

1 
您是否清楚本项目

将要建设？ 
清楚 80 不太清楚 20 不清楚 — 

2 
您赞成建设本项目

吗？ 
赞成 100 不赞成 — 无所谓 — 

3 

您觉得学校修建对

谁有利（可多

选）？ 

国家 — 集体 80 个人 100 

4 
您愿意为支持项目

而拆迁吗？ 
是 100      否 —        — — 

5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继续务农吗？ 
是 100 否 — — — 

6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农转非吗？ 
是 40      否 60 — 8.58 

7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在企业上班/打

工吗？ 

是 100      否 —   

8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经商做生意

吗？ 

是 100      否 —   

9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参加技能培训

吗？ 

是 100      否 —   

10 
如果失去土地，你

愿意参加社保吗？ 
是 100      否 —   

11 
您了解征地拆迁补

偿安置政策吗？ 
了解 100 有些了解 — 不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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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公众参与和咨询计划 

87.  本移民安置计划是基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社会经济调查数据而编写的，如果

该子项目的最终实物量和影响量在详细设计完成后有任何变更，该移民安置计划将会根据最

后确定的详细测量调查（DMS）和受影响人口调查数据做出相应的更新修改，并且在该子项

目土建合同授予之前，更新后的移民安置计划应提交至亚洲开发银行并获得批准。 

88.  在子项目实施期间，项目办、妇联、社区居委会负责妇女工作的干部之间将建立工作

合作机制，通过召开妇女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妇女在不同的阶段对项目的要求、看法和愿望。

在整个项目的准备、建设、运营期间，实施机构将邀请妇联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89..  随着工程准备和实施工作的不断推进，沧源市项目办、乡镇/街道办、村/社区、还将开

展进一步的公众参与。主要包括：讨论征地补偿标准；对项目受影响人群提供培训的内容；

公布项目施工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倾听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影响人群的意见和期望；公

布补偿标准、申诉渠道等，了解移民计划实施情况、受影响者的生计恢复情况等。公众参与

计划详见表 5-3。 

表 5-3 项目公众参与计划 

目的 方式 时间 单位 参与者 议题 

公布移民计

划或信息册 
发放小册子 2018.06 沧源县项目办 

所有受影

响人 

公布补偿标准、申诉渠

道等 

公布移民计

划 
亚行网站 2018.06 ADB  上网公示 

发布征收房

屋和土地公

告 

受影响社区/村

公告栏/村民会

议 

2018.09 

沧源县项目办、国

土局、征收办、受

影响社区/村干

部、 

所有受影

响人 

公告房屋拆迁范围，征

地面积、补偿标准及房

征收时间等 

房屋拆迁与

征地补偿方

案公告 

受影响社区/村

公告栏/村民/居

民会议 

2018.09 

沧源县项目办、国

土局、征收办、受

影响社区/村干部 

所有受影

响人 
补偿费用及支付方式 

确定补偿计

划 
居民会议 2018.06 

沧源县项目办、国

土局、征收办、受

影响社区/村干部 

所有受影

响人 

讨论最终的补偿标准及

补偿资金的使用方案 

告知补偿费

及支付日期 
居民会议    2018.06 

沧源县项目办、国

土局、征收办、受

影响社区/村干部 

所有受影

响人 
告知补偿费及支付日期 

培训安排 居民会议 2018.10 沧源县项目办、国 所有受影 讨论培训要求与时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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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局、受影响社区

/村 

响人 排 

移民安置 居民会议 2018.09 

沧源县项目办、建

设局、受影响社区

/村 

所有受影

响人 

讨论安置小交通状况等

区的建设进程，社区设

施以及公共交通 

受影响者的

监测 
家庭访问 

2018.12—

2020.12 

沧源县项目办、国

土局、征收办、受

影响社区/村干

部、内部监测人员 

随机抽样 

受影响人 

了解移民计划实施情

况、受影响者的生计恢

复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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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申诉程序 

90.  在编制与实施移民行动计划的过程中，进行了受影响人广范围的公众参与，因此，巨

大的争议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整个过程中还将有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发生。为了有效解决

问题，保证项目建设和征地成功的实施，项目建立了一个透明而有效的抱怨与申诉渠道，受

影响人申诉系统详见图 5-1。基本申诉渠道如下： 

阶段 1：如果受影响人对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或相关实施工作感到不满，他们可以向所

在村委会/社区、乡政府/街道办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诉；如果是口头申诉，则要由村委会/社区、

乡政府/街道办作出处理并书面记录。村委会/社区、乡政府/街道办应在 2 周内解决。 

阶段 2：如果申诉人对第一阶段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他/她可以在获得第一阶段的处理意

见后，可以向沧源县国土局国土局/征收办提出申诉，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在收到申诉后；

应该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3：申诉人若对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的决定仍不满意，可以在收到决定后，移民可

以向沧源县项目办提出申诉，沧源县项目办应该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4：申诉人若对沧源县项目办处理决定仍不满意，在收到沧源县项目办裁决决定后，

可以向沧源县政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项目准备和实施期的任何时间，根据民事诉

讼法，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对以上部门的决定不满意，受影响人也可通过亚行

的问责机制投诉。也可以举报认为项目中违反亚行政策和程序的行为。网址：

www.adb.org/Accountability-Mechanism/ 

91.  受影响人可以针对移民安置的任何方面提出申诉，包括补偿标准等。上述申诉途径和受

理机构的名称、地点、负责人、电话，将通过会议、发布通告和发放信息册等方式告知移民，

使移民充分了解自己具有申诉的权利。同时将利用传媒工具加强宣传报道，并将各方面对移

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信息条文，由各级移民机构及时研究处理。 

92.  受影响的家庭也可以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投诉，这将首先由项目组处理。如果受影响的

家庭仍不满意，他们可以向亚行的问责机制提出申诉。但是，第一步需要真诚的努力来解决

相关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团队的问题。 

93.  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本子项目区女性和男性的受教育程度、生产收入以及职业分布水平

相差不大（见 3.3 节），男性和女性在项目区社会地位相同，妇女在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任职

的情况也与男性相差不大。所以表明妇女参与申诉抱怨的过程不存在显著的障碍。 

94.  各机构将免费接受受影响人的抱怨和申诉，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将由项目不可预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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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付。在整个项目建设期间，这些申诉程序一直有效，以保证受影响人员能够利用它们来

处理有关问题。 

 

 

图 5-1 申诉与抱怨程序图 

5.4.申诉联系方式 

95.  为了方便受影响人及时反馈自己的抱怨，在各级申诉机构都确定了联系人及其申诉联

系方式。 

表 5-4 项目联系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职位 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沧源县县政府 负责人 周 平 0883--7121008  

2 沧源县教育局 负责人 董玉祥 0883--7121654  

3 沧源县教育局 项目办负责人 余鲜花 13529624068  

4 沧源县国土资源环境局 负责人 梁志勇 0883--7121033  

5 沧源县征收办 负责人 赵学荣 13988393879  

6 沧源县农业局 负责人 刘世珍 0883--7121297  

7 勐董镇政府 负责人 张元建 0883--7123759  

8 坝卡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 田新明 13759354358  

9 弄赛组 负责人 李 春 13988331230  

10 白塔社区 负责人 李光红 13578439861  

11 芒法组 负责人 李贵明 13759362338  

受影响户 

乡政府/街道/社区/村

国土局/征收办/项目办 

沧源县人民政府 

市信访部门 

市纪检部门 

内部监测人员 

市法律部门 

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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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沧源县人社局 负责人 杨权文 0883--7125624  

13 沧源县财政局 负责人 高兴华 0883--7121672  

14 沧源县地税务局 负责人 任光兴 0883--7123464  

15 沧源县审计局 负责人 李开凤 0883-7121279  

16 沧源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 孙铁 0883--7125970  

17 沧源县住房和城乡建筑局 负责人 杨国强 0883--7121022  

18 沧源县信访部门 负责人 李永红 0883--7126141  

19 沧源县纪检部门 负责人 罗伟 0883--7121108  

20 沧源县法院部门 负责人 李佳方 0883--712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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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民预算 

6.1.移民预算 

96.  在征地和移民安置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列入本项目总预算。移民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内

资金。本项目移民费用总计 2478 万元，详细情况见表 6-1。 

表 6-1   移民安置预算 

序号 项    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单位） 

数量合计 费用合计（万元） 

第一部分 
永久征收集体土

地 
    

1.1 征地补偿费 亩 55,000 7.65 42.08 
小计    42.08 

第二部分 
国有土地使用权

回收 
    

2.1 
国有土地使用权

回收 
亩 48.04 39.53 1898.92 

小计 元   1898.92 

第三部分 
影响农村房屋拆

迁补偿 
    

3.1 

砖混结构 m2 0 0 0.0 
砖木结构 m2 850 148 12.58 
土木结构 m2 0 0 0.0 
简易结构 m2 200 122.9 2.46 

3.2 房屋附属物    2.77 

3.3 
搬迁过渡费 

人/
月 

7 48 0.03 

搬家补助费 户 1 1000 0.1 
搬迁奖励费 户   0.0 

小计    17.94 
第一至第
三部分合

计 
 元   1958.94 

第四部分 其它相关费用    0.0 

4.1 
移民安置计划编

制费 
元     18.00  

4.2 实施管理费 元 3.00% 1958.94  58.77  
4.3 技术培训费 元     0.50  
4.4 房屋征收评估费 元 0.50% 17.94  0.09  
小计       77.36 

第五部分 相关税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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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耕地开垦费 亩 10500 7.65 8.03 

5.2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

使用费 
亩 6666.67 7.65 5.1 

5.3 
坝区耕地质量补偿

费 
亩 133333.4 7.65 102 

5.4 耕地占用税 亩 133333.4 7.65 102 
小计     217.13 

第六部分 不可预见费 元 %  225.34 
总费用  元   24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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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移民资金拨付流向及拨付计划 

6.2.1.资金流程 

97.   本子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将按照移民安置计划确定的补偿政策和补偿标准，由沧源县财政

将各项补偿资金拨付给国土局和房屋征收办公室，再由国土局和房屋征收办公室支付给所有

受影响单位和个人；沧源县项目办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支付工作。 

资金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6-1 移民资金流向图 

 

 

98.  预算是移民安置计划的费用估计，将根据受影响地区实际情况、详细测量调查后的影响

量、通货膨胀等因素进行修订。可能会增加，沧源县项目办将确保支付费用，预算中包含了不

可预见费，必要时可申请使用和调整。

财政拨款 

项目办公室 

拆

迁

受

影

响

人 

征

地

受

影

响

人 

各

村

委

会 

勐董镇/村委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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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织机构与职责 

99.   在项目实施中，对项目移民安置活动的计划、管理、实施和监测负责的机构有： 

 临沧市项目办（执行机构） 

 沧源县人民政府（实施机构） 

 沧源县亚行项目领导小组（简称沧源县领导小组，下同） 

 沧源县利用亚行贷款项目执行办公室/沧源县教育局（项目具体实施机构，简称沧源

县项目办，下同） 

 沧源县国土资源（负责土地和房屋的征收机构/实施机构） 

 沧源县拆迁征收办公室（负责土地和房屋征受机构/实施机构） 

 勐董镇政府（参与） 

 受影响村（参与） 

 设计院（项目设计单位由临沧市项目办选聘） 

7.1.组织机构图 

 
图 7-1 移民安置组织机构图 

7.2.沧源县亚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 

100.  沧源县参与项目移民工作的人员由沧源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代表组成。该团队成员具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参与过沧源县多项市政工程涉及征地与移民安置工作。由于该团队

成员来自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在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中可以起到很好的组织和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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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与实施的机构均由具有丰富城市建设项目管理经验的人员组成。沧源县利用亚洲开发

银行贷款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 周  平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 李文明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尹红青 县委常委、副县长、勐来乡党委书记 

              方宾仁 副县长 

     成  员： 杨水清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孙  铁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董玉祥 县教育局局长 

              高兴华 县财政局局长 

              杨权文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国祥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柴大芬 县规划局局长 

              杨  晶 县水务局局长 

              李开岚 县审计局局长 

              梁志勇 县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张元建 勐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01.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资金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县财政局，由高兴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李开岚、彭玉英同志兼任副主任，工作人员从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教育局抽调。下设实施

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在县教育局，由董玉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杨国祥、余鲜花同志兼任

副主任，工作人员从县教育局、县住建局抽调。 

102.   领导小组职责：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我县申请利用亚行贷款建设项目的组织领导、重大

事项的统筹决策和贷款项目谈判及相关协议的签订。  

103.   贷款项目资金管理办公室职责：负责按照有关规定拟定资金管理制度；负责审核上报

贷款项目资金报告，并按工程进度和提款报账要求审核拨付贷款资金；负责贷款项目资金管理

和上下内外沟通协调；负责组织贷款项目资金的年度审计；负责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

任务。 

104.   实施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职责：负责项目的衔接汇报、协调等工作；负责采购中介机

构，并签订相关合同文件；负责项目组织规划编制；负责准备项目申报材料；负责办理项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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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手续；负责制定实施工程计划、时间表和“路线图”；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和全过程管理、

项目验收及审计等工作；负责落实亚行官员、专家及上级部门对项目检查指导等服务保障工作；  

7.3.各机构的职责分工 

7.3.1.临沧市项目办 

  负责项目的总体实施管理与组织协调、监督检查以及内部监测报告的提交。 

7.3.2.沧源县人民政府 

  负责该子项目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活动的领导、组织协调、移民安置计划审定

和实施内部监督检查。 

7.3.3.沧源县项目领导小组 

 负责项目领导、组织、协调、政策制定, 审查移民安置计划，实施内部监督检查，对

移民安置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7.3.4.沧源县项目办/教育局 

 委托设计单位测定项目影响范围 

 组织社会经济调查 

 组织和协调移民安置计划的编制 

 执行移民安置计划的政策 

 根据项目建设的时间表确定和协调移民安置计划的执行 

 拨付资金并监督资金的使用 

 指导、协调、监督移民安置实施活动及进度 

 组织和实施内部监测，开展监测活动 

 检查监测报告 

 协调和处理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协调和处理拆迁纠纷和上访申诉事件 

 定期向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征地拆迁进度、资金使用及实施质量等情况 

7.3.5.沧源县国土局 

 进行征地拆迁实物登记、调查摸底 

 组织公众参与活动 

 协商组织移民安置方案，具体组织移民安置计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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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土地使用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建设许可证 

 贯彻执行房屋拆迁相关办法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项目建设用地管理政策法规 

 根据政策制定征地安置方案和补偿标准，报有关部门批准 

 办理项目土地使用报批手续 

 申请土地使用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建设许可证 

 实施移民安置计划 

 与被用地单位签定临时占地补偿协议 

 会同拆迁实施单位与移民户、被拆迁单位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检查移民安置实施情况 

 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活动信息管理 

 培训工作人员 

 协调处理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 

 协调和处理拆迁纠纷和上访申诉事件 

 向县项目办公室报告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情况    

7.3.6.勐董镇 

105.   由分管领导牵头、党政办、土管所等单位及各社区主要干部组成。其主要职责为： 

 参与项目调查并协助《移民安置计划》的编制； 

 组织公众参与，宣传移民安置政策； 

 实施、检查、监测和记录市区范围内所有的移民安置活动； 

 负责土地补偿资金的支付与管理； 

 监督土地的征用以及签订协议； 

 向县国土局、移民安置办公室报告征地拆迁和补偿的情况； 

 协调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7.3.7.受影响村委会/社区 

106.  由社区/村委会主要干部组成。其职责为： 

 参与社会经济及项目影响调查； 

 组织公众协商，宣传征地拆迁政策； 

 负责资金管理与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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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有关上级部门反映移民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移民安置实施进度； 

 为受征地影响困难户提供帮助； 

 配合上级单位的其它征地相关工作。 

7.3.8.设计院 

 通过优化设计减少工程影响 

 确定征地拆迁影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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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计划 

107.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的计划安排，项目实施期的期限为 2 年（2018.12～2019.12 年）。

征地与移民安置的主要工作计划从 2018 年 6 月开始至 2018 年 10 月。移民安置实施计划制

定的基本原则是： 

 征地拆迁工作完成时间至少应在项目开始建设之前 1 个月完成，以便使受影响的村

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生产安置与收入恢复计划的准备。 

 安置过程中，受影响人应有机会参与到项目中。在项目开工建设之前，将征地范围

予以公告，发放移民安置宣传手册，做好公众参与相关工作。 

 各类补偿将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 3 个月内直接全额支付给财产所有权

人，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代表他们使用财产补偿费，在发放中也不得因任何原因打折扣。 

 

表 8-1 移民实施时间 

序号 任务 目标 责任机构 截止时间 

 A: 咨询和信息公开 

1 移民安置信息手册的公布 沧源县政府 
项目办、

咨询专家 
 2018.6 

2 移民安置计划的公布 
所有受影响村子，

社区和个人 
国土局 

2018.6 

3 移民安置计划在亚行网站上发布 
严重受影响村子，

社区和个人 

国土局、

咨询专家 

2018.6 

4 相关文件及批复意见 
所有受影响村子，

社区 
国土局 

2018.6 

 B: 移民安置计划与预算    

5 最终移民安置计划与预算通过  
沧源县政

府 
2018.6 

6 

根据最终的设计，提交最终移民

报告到亚行进行审查。在亚洲开

发银行的网站上上传的更新后的

移民报告 

 
沧源县 

亚行 
2018.6 

 C:  能力建设    

7 建立各阶层移民安置办公室  项目办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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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移民安置办公室能力建设 8 位工作人员 
沧源县项

目办 

2018.4 

9 指定村/社区相关负责人 
所有受影响村子/社

区 

项目办、

国土局 

2018.4 

 D: 移民安置的开始与完成    

10 与受影响人和村子签订协议 
所有受影响村子/社

区 

国土局、

征收办 
2018.10 

11 开始  
国土局、

征收办 
2018.10 

12 结束  
国土局、

征收办 
2018.12 

 监督，监测，评价    

13 内部监测及报告  项目办 中期检查 

14 建立内部监测系统 半年报告 
沧源县项

目办 
2018.6 

 
108.  为了确保移民安置计划顺利实施，实现妥善安置的目标，本项目按亚洲开发银行的移民

政策的要求，将对征地拆迁工作和移民安置活动的实施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由于本项目征地

拆迁工作比较简单，监测工作仅仅需要移民安置机构的内部监测即可。 

109.   以下内容每半年进行监测和报告，并作为项目进度报告的一部分。按时将提交亚行。 

（1）安置计划更新尽责情况(详细测量调查、咨询活动,最终的安置开支,搬迁户情况)。 

（2）征地拆迁补偿费用发放和使用情况。 

（3）拆迁户补偿和安置情况 

（4）预算开支使用情况 

110.  报告将包括征地和安置情况的统计数据，以及在过去 6 个月补偿费支付情况。征地拆迁

工作完成 1 年后，沧源项目办将通过临沧项目办向亚行提交一份完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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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相关法律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

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二十二条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

或者少占农用地。 

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

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 

在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规划、

村庄和集镇规划。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

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 

经国务院批准的大型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改变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权限内的，根据省级人民政府

的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耕地保护 

第三十一条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

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

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

垦新的耕地。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

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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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

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个别省、直辖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

耕地的数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减免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

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第三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

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第四十一条  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

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造中、低产田，整治闲散地和废弃地。 

第四十二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 

建设用地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

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

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

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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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 

（一） 基本农田； 

（二）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 

征收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征收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

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

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 

第四十六条  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

并组织实施。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

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第四十七条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

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

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

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

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

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仍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

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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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第四十九条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

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 

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第五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

兴办企业。 

第五十二条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标准，对建设用地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第五十三条  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

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 

（一） 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二）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三） 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五十五条  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

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第五十六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

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

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五十七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

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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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

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

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

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 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二） 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三） 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

续期未获批准的； 

（四） 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 

（五） 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第六十二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

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

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第六十三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

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

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第六十四条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的

建筑物、构筑物，不得重建、扩建。 

第六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收回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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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 

（二） 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 

（三） 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 
征收决定 

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

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第九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

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

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 

  第十一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 

  第十二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

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宣传、解释工作。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第十四条 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

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 

  第十六条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

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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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相关

手续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 年。 

 补  偿 

 第十七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 

  第十八条 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房保障。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第十九条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

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制定过程中，应当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第二十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

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征收评估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干预。 

  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

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

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第二十二条 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选择房

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

周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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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

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第二十四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

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 

  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

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

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

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

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 

  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

诉讼。 

  第二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

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

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补偿决定应当公平，包括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补偿协议的事项。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

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

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第二十八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

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

面积等材料。 

  第二十九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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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并公布审计结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相关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活动，保证房屋征收评估结果客观公平，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估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测算被征收房屋类似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复核评估和鉴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下称评估

专家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征收评估、鉴定工作，并对出具的评估、

鉴定意见负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房屋征收评估、鉴定活动。与房屋征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 

第四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

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

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采取迎合征收当事人不当要求、虚假宣传、恶意低收费等不正当

手段承揽房屋征收评估业务。 

第五条 同一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工作，原则上由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房

屋征收范围较大的，可以由两家以上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共同承担。 

两家以上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的，应当共同协商确定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牵

头单位；牵头单位应当组织相关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就评估对象、评估时点、价值内涵、评估

依据、评估假设、评估原则、评估技术路线、评估方法、重要参数选取、评估结果确定方式等

进行沟通，统一标准。 

第六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选定或者确定后，一般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委托人，向房地

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并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评估委托合同。 

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的名称、委托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名称、评估目

的、评估对象范围、评估要求以及委托日期等内容。 

房屋征收评估委托合同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委托人和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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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负责本评估项目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三）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时点等评估基本事项； 

  （四）委托人应提供的评估所需资料； 

  （五）评估过程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六）评估费用及收取方式； 

  （七）评估报告交付时间、方式； 

  （八）违约责任； 

  （九）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七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指派与房屋征收评估项目工作量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开展评估工作。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转让或者变相转让受托的房屋征收评估业务。 

第八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

房屋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被征收房

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提供依据，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 

第九条 房屋征收评估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对被征收房屋情况进行调查，

明确评估对象。评估对象应当全面、客观，不得遗漏、虚构。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受托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供征收范围内房屋情况，包括已经登

记的房屋情况和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处理结果情况。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

收人公布。 

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

载为准；房屋权属证书与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

以房屋登记簿为准。对于未经登记的建筑，应当按照市、县级人民政府的认定、处理结果进行

评估。 

第十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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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

况下，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评估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但不考虑被征

收房屋租赁、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前款所述不考虑租赁因素的影响，是指评估被征收房屋无租约限制的价值；不考虑抵押、

查封因素的影响，是指评估价值中不扣除被征收房屋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拖欠的建设工程

价款和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第十二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

调查被征收房屋状况，拍摄反映被征收房屋内外部状况的照片等影像资料，做好实地查勘记录，

并妥善保管。 

被征收人应当协助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提供或者协助搜集被

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所必需的情况和资料。 

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人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被征

收人拒绝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无利

害关系的第三人见证，有关情况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 

第十三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市场法、收益

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

房屋价值进行评估。 

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有交易的，应当选用市场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或者其类似房地产

有经济收益的，应当选用收益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是在建工程的，应当选用假设开发法评估。 

可以同时选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评估的，应当选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评估，并对各种评估

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校核和比较分析后，合理确定评估结果。 

第十四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

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机器设备、物资等搬迁费用，以及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

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第十五条 房屋征收评估价值应当以人民币为计价的货币单位，精确到元。 

第十六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或者委托合同的约定，向

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应当包括评估对象的构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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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和评估价值。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

示。 

公示期间，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

现场说明解释。存在错误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修正。 

第十七条 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满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

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

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 

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应当由负责房屋征收评估项目的两名以上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签字，并加盖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公章。不得以印章代替签字。 

第十八条 房屋征收评估业务完成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将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

立卷、归档保管。 

第十九条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报告有疑问的，出具评估报告的房地产价

格评估机构应当向其作出解释和说明。 

第二十条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

起 10 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申请复核评估的，应当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报告

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 10日内对评估

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评估结果的，应当重新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没有改变的，

应当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

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被征收

人对补偿仍有异议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设区城市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组

织成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做出的复核结果进行鉴定。 

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房地产估价师以及价格、房地产、土地、城市规划、法律等方面的专家

组成。 

第二十四条 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选派成员组成专家组，对复核结果进行鉴定。专家组成

员为 3 人以上单数，其中房地产估价师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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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对申请鉴定评估报告

的评估程序、评估依据、评估假设、评估技术路线、评估方法选用、参数选取、评估结果确定

方式等评估技术问题进行审核，出具书面鉴定意见。 

经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评估报告不存在技术问题的，应当维持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存在

技术问题的，出具评估报告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改正错误，重新出具评估报告。 

第二十六条 房屋征收评估鉴定过程中，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按照评估专家委员会

要求，就鉴定涉及的评估相关事宜进行说明。需要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和调查的，有关

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 

第二十七条 因房屋征收评估、复核评估、鉴定工作需要查询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权属以及相关房地产交易信息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八条 在房屋征收评估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或者被征收人不配合、不提供相关资

料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 

第二十九条 除政府对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格有特别规定外，应当以评估方式确定用于

产权调换房屋的市场价值。 

第三十条 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是指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权利性质、档次、

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等相同或者相似的房地产。 

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是指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在评估时点的平均交易

价格。确定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应当剔除偶然的和不正常的因素。 

第三十一条 房屋征收评估、鉴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但鉴定改变原评估结果的，鉴定费

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复核评估费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房屋征收评估、

鉴定费用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房屋征收评估活动中，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的违法违规

行为，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罚。违反规定收费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3 年 12 月 1 日原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
估价指导意见》同时废止。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
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规定。 

云南省相关政策摘要 
1. 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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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 

第十九条  建设需要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建设单位，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列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内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随征用土地

方案批准之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在 15 日内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件

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第二十三条  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为： 

（一） 征用菜地、水田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下同）的 8-10 倍补偿，

水浇地、园地、藕塘按照 7-9 倍补偿，望天田、旱地按照 6-8 倍补偿，轮歇地按照 6 倍补

偿，牧草地、渔塘按照 3-5 倍补偿； 

（二） 征用种植３年以下新开垦耕地，按照上年产值的 2 倍补偿，并补偿开发投资； 

（三） 征用宅基地、打谷场、晒场等生产、生活用地，按照原土地类别补偿； 

（四） 划拨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土地的补偿标准，按照本款（一）、（二）、

（三）项的规定办理。 

征用、划拨林地的补偿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 

（一） 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在 666.7m2以上的，安置补助费总额为被征用耕地前三年

平均年产值（下同）的 4 倍；人均耕地在 666.7m2以下的，每减少 50m2，增加年产值的 1

倍；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总额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15 倍。 

（二） 征用园地、藕塘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塘年产值的 6 倍； 

（三） 征用渔塘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年产值的 4 倍； 

（四） 划拨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年产值的 5 倍； 

（五） 征用集体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打谷场、晒场、新开垦 3 年以下的种植地的，

为原土地类别年产值的 4 倍。 

第二十五条  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尚不能保持群众原有生活水平，特别是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 116.7m2的，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用土

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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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征用土地上有附着物的，按照下列标准支付补偿费： 

（一） 被征用土地上有青苗的，一般不得铲除，确需铲除时，按照当季一茬实际产值补

偿；  

（二） 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设施需要拆迁的，采取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

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补偿。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所拆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

偿的金额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算； 

（三） 被征用土地上的坟墓拆迁、零星树木（包括果树）的补偿标准，由州、市人民政

府、地区行政公署规定；  

（四） 征用打谷场、晒场应当补偿建场成本费。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征地通知后种植或者建造的地上附着物和地下设施，不予补偿；

在非法占用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不予补偿。 

第二十七条  征用城市郊区菜地的，应当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由州、市、县人民

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统一管理，专款用于新开发菜地。昆明市西山区、官渡区每平方米缴纳

30 元；昆明市各县（含东川区）、曲靖市、玉溪市、县级市和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所

在地的镇每平方米缴纳 22.5 元；其他县每平方米缴纳 15 元。  

第二十八条  经批准征用集体耕地的，按照征用面积调减农业税和合同订购粮。征用土

地时，未收获当年作物的，当年调减；已收获的下年调减。 

第二十九条  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土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费以及自谋职业人员的安置补助费付给本人外，其余费用归被征地单位集体所有，

专款用于被征地单位发展生产和安排多余劳动力就业以及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 

第三十条  因征用土地造成多余劳动力的，主要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和举办乡、村企业

等途径加以安置，也可以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到有安置条件的用地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就业，

并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转拨给吸收劳动力的单位。自谋职业人员的安置补助费，按本条例第

二十九条规定办理，不再对其安置。征用土地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以及其他需要临时使用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土地

的，应当在申请报批建设项目用地时提出申请，由批准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单独申请临时使用土地的，占用非耕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占用耕地的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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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前，应当

先经有关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批准临时使用土地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

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确需超过二年的，应当重新办理临时用地使用审批

手续。 

第三十二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一）、（二）项规定收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补偿，以有偿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按照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年限扣除已

使用年期的有偿使用费后，剩余费用退还给原土地使用者。 

第三十三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用地面积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城市规划区内，人均占地不得超过 20m2，一户最多不得超过 100m2； 

（二）城市规划区外，人均占地不得超过 30m2，一户最多不得超过 150m2。 

人均耕地较少地区的农村村民宅基地面积，在上述标准内从严控制；山区、半山区、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村民宅基地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具体执行标准，由州、市人民政

府、地区行政公署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农村村民迁居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必须限期退还集体，不得私自转让。 

经批准使用的宅基地，必须按批准的位置和面积建盖，超过二年未建成使用的，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农民集体

土地的审批权限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办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按照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办理。 

2. 云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第七条 政府补贴部分由财政部门从增收的专项征地资金中一次性划拨。政府在征收土

地过程中根据国家确定的土地级别，每亩增收不低于 2 万元的资金，专项用于基本养老保

障。 

第八条 在确保建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前提下，个人缴纳和集体补助部分从不超过 50%

的安置补助费和不低于 70%的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在征地时，各级人民政

府应将基本养老保障费用作为农地取得费用的一部分依法测算，并由征地机构将测算的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基本养老保障费等测算资料送财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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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基本养老保障费用由财政部门进行一次性解缴；两项费用尚不足以支付时，其不足部分

由财政部门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予以补足。 

3. 云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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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注一：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表   

区域编号 年产值标准（元/亩） 倍数 平均补偿标准（元/

亩） 

区域范围描述 

一类区 1800 18 32400 勐省镇、勐来乡、勐角乡、

勐董镇、糯良乡 

二类区 1200 17 20400 班老乡、芒卡镇、班洪乡、

单甲乡、岩帅镇（含团结工

委） 

均值 1500 18 26250  
 

表注二：农地征地补偿标准表 
 
土地类别 

  
征地范围 

土地补偿费
（万元/
亩） 

 
 
 
水田 

 
 
一
类 

勐董镇：县城规划范围、勐董社区、永和社区、白塔社区、帕良村、坝卡
村、洋冷村、龙乃村； 
勐角乡：乡人民政府驻地规划区范围、勐角村、控井村、莲花塘村、勐甘
村、控角村、糯掌村； 
勐来乡：乡人民政府驻地规划区范围、民良村、勐来村、曼来村（勐来坝
区）； 
勐省镇:镇人民政府驻地规划区范围、勐省农村片区、勐省村、满坎村
（勐省糖厂片区）；糯良乡：坝尾村。 

 
 
 

5.5 

 
 
 
旱地 

 
 
一
类 

勐董镇： 县城规划范围、 勐董社区、 永和社区、 白塔社区、 帕良
村、 坝卡村、 洋冷村、 龙乃村； 
勐角乡： 乡人民政府规划区范围、 勐角村、 控井村、 莲花塘村、 勐
甘村； 
勐来乡： 乡人民政府规划区范围、 民良村、 勐来村； 
勐省镇： 镇人民政府规划区范围、 勐省农场片区、 勐省村、 满坎村
（勐省糖厂片区）。 

 
 

5.5 
 

   

 
表注三：附属物及专项设施补偿标准 

序号 名称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权属 

1 水泥地坪 ㎡ 100 个人 

2 塑料扣板吊顶 盏 90 个人 

3 墙面仿瓷 ㎡ 18 个人 

4 小铁包门 ㎡ 380 个人 

5 大铁包门 ㎡ 880 个人 

6 大铁窗 ㎡ 400 个人 

7 小铁窗 ㎡ 300 个人 

8 铁门 ㎡ 200 个人 

9 铁窗 ㎡ 160 个人 

10 外墙仿瓷 ㎡ 18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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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围墙 ㎡ 120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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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移民安置信息手册(RIB)  

                (受影响人姓名) 

为了进一步改善沧源县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沧源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扩大沧源县教育辐射面，促进中缅友谊；当地脱贫攻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国门二小项目（以下简称“子项目”）是由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资助的临沧边境经济合

作区建设基础设施综合发展项目示范工程的一个子项目。 

本子项目的实施将会给你的家庭（单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给你发放该手册的目的是

让你们了解项目办实施项目的基本状况及国家有关征地补偿政策以及对你家的影响。 

（一） 项目组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要求亚行贷款项目提供长期投资，支持临沧市边境经济合作区

和镇康县、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三个边境县的发展计划。 

2.   对于沧源佤族自治县来说，国门第二小学的建设是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项子项目。国门

第二小学建设总共需要用地 47.18 亩土地。 

3.   该子项目总建筑面积 13193.52 m2，包括 3 个学生宿舍(总建筑面积 3003.88 m2)，一栋教学

楼(3087.60 m2);一幢综合大楼(3063.48 m2);餐厅和一个会议厅(1560.74 m2)，设备房 100.44 m2，垃

圾站(24 m2)和警卫室等设施(570.43 m2)。 

 
（二） 补偿标准 

2.1  集体耕地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临沧市国土

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修订云南省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和《沧源

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沧政通[2012]38 号）文件。 

沧源县农作物统一年产值为 1800 元/亩，但是综合考虑的农户的切身利益，将按照临沧市

的《临沧市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修订云南省十五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的

通知》（临国土资[2014]195 号）文件执行，平均补偿标准为 32400 元/亩补偿；沧源县根据

临国土资[2014]195 号）文件制定的《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其片区补偿标准价格为一类地区水田 55000 元/亩；二类地区水田 45000 元/亩；三类地区水

田 35000 元/亩。一类地区旱地 55000 元/亩；二类地区旱地 35000 元/亩；三类地区旱地 20000

元/亩，其农地征地补偿标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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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地征地补偿标准表 
土地类别 征地范围 土地补偿费（元/亩） 

水田 
一类地区 55000 
二类地区 45000 
三类地区 35000 

旱地 
一类地区 55000 
二类地区 35000 
三类地区 20000 

数据来源：沧源县国土局提供 
 

对于征收的坝卡村弄赛组、白塔社区芒法组的集体耕地，均属于沧源县片区划分中的一类

地区，本子项目按照《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沧政通[2012]38 号）的补偿标

准，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 55000 元/亩。 

青苗费补偿：按照《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文件，青苗费采取综合定价补偿，

由于所征收的集体土地全部为撂荒地，根据国土部门提供的实际补偿标准，此块待征土地，不

进行青苗补偿。 

征收集体共有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费全部支付给受影响村集体，由村集

体村民共同协商土地补偿款的用途，村民讨论的结果是该补偿费主要用于村里基础设施的修

建。 

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由村民讨论决定土地补偿费用途。坝卡村经过村民会议决定，土地补偿费也一并支付费受征地

影响承包户。因此，本项目征收承包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青苗

补偿费均支付给受征地影响的土地承包户。 

2.2 房屋补偿标准 

移民房屋拆迁补偿将按照 2012 年 7 月 11 日沧源县人民政府印发的《沧源县征地拆迁补

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来执行；移民房屋经依法批准建设的私有和农民集体所有的

房屋；房屋拆迁补偿不仅包含对房屋结构的补偿，还包含对国有住宅用地和宅基地的补偿。 

本项目沧源县子项目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详细见表 2。 

在补偿时，一次性给予 1000 元/户的搬家安置补助费和每平方米 7 元/月的临时过渡费，

暂时按照 12 月进行补偿。实施中临时过渡费的发放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表 2 拆迁房屋补偿标准 

房屋结构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国门二小 
砖木结构 元/m2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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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房屋 元/m2 200 
简易棚子 元/m2 --  

其他补贴 
搬家补助费 元/户 1000 -- 

临时过渡补助费 m2/元/月 7 暂按 12 个月计算，实施中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沧源县国土局 

2.3 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 

本子项目涉及的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详见表 3。 

表 3 土地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 
序
号 

项目 税费标准 政策依据 

1 耕地开垦费 
旱地 9000 元/亩、水
田 10500 元/亩、基本
农田 12000 元/亩 

《云南省关于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云价综合
[2011]18 号） 

2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 

10 元/平方米（沧源
十五等别）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的通知》（财综
[2006]48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
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
通知》（财综[2009]24 号） 

3 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 133333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
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85 号），本项目
仅需按标准的 20%向省级政府缴纳。 

4 耕地占用税 18 元/平方米 
《云南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 149 号，2008.10.30） 

 

（三） 受影响人权益与措施 

项目受影响人群的权利和生产生活恢复措施详见表 4。 

表 4 权益矩阵表 

影响 

类型 
影响程度 权利人 权利 

征收集体土

地 

将永久征收坝卡村、白塔社区集

体土地 7.35 亩，影响户 4 户 20

人，全部为当地少数民族； 

坝卡村、白塔社区影响 4 户

20 人； 

 权利：（1）受影响村征收 2.85 亩的村集体土地，村

集体土地 55000 元/亩的土地补偿费，由村集体村民共

同协商土地补偿款的用途；征收农户承包土地农户将

获得耕地 55000 元/亩的土地补偿费（含安置补助费）；

（2）在项目建设期间，项目办将安排受影响人劳务，

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3）获得农业部门、劳动保障以及其他部门提供的种

植业技术和非农业生产技术的免费培训，一月至少 2

次。 
（4）国门二小建成后，需要招收 6-8 名保安、绿化、

保洁等辅助岗位非技术性工人，招收对象优先考虑受

影响户及受影响村农户家中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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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类型 
影响程度 权利人 权利 

收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 

涉及昌辉地产国有土地 39.53

亩，目前未未开发利用荒地。 

昌辉房地产公司，不涉及影

响人口 

 昌辉地产在 2104 年通过拍卖，投入 1500 万元取得

53.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均 28.037 元万/亩。 

 2018 年 2 月，政府按市场评估价，有偿收回昌辉地产

53.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价格为 2570 万元。其

中 39.53 亩用于国门二小所需的建设用地。 

拆迁居民房

屋 

居民房屋拆迁影响 1 户 4 人，其

全部为少数民族；拆迁的房屋为

农村平房，其房屋结构主要为砖

木、简易结构等。拆迁 270.9m2

农村居民房屋，其中砖木结构

148 m2；简易结构 122.9 m2。 

影响 1 户 4 人，为少数民

族。 

 

（1）按市场评估价和重置价获得房屋货币补偿费，包

括房屋结构的补偿，还包括国有住宅用地和宅基地的

补偿；（2）自愿选择安置方式，包括货币补偿、划地

安置，最终拆迁户选择划地安置。（3）获得土地补偿

费、搬家费、临时过渡费、搬迁奖励等。 

地面附着物

及公共设施 
包括公共设施、树木等。 产权人 

（1）地面建（构）筑物或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所有

者。（2）按照重置价格获得补偿或者由拆迁人按照

原规模、原标准予以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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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诉机制 

如果受影响人员有任何不满，都可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申诉： 

阶段 1：如果受影响人对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或相关实施工作感到不满，他们可以向

所在坝卡村、白塔社区或勐董镇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诉；如果是口头申诉，则要由坝卡村、

白塔社区或勐董镇作出处理并书面记录。坝卡村、白塔社区或勐董镇应在 2 周内解决。 

阶段 2：如果申诉人对第一阶段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他/她可以在获得第一阶段的处理

意见后，可以向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提出申诉，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在收到申诉后；应

该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3：申诉人若对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的决定仍不满意，可以在收到决定后，移民

可以向沧源县项目办提出申诉，沧源县项目办应该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4：申诉人若对沧源县项目办处理决定仍不满意，在收到沧源县项目办裁决决定

后，可以向沧源县政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3 个月内，根据民事诉讼法，向市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受影响人也可通过亚行的问责机制投诉。也可以举报认为项目中违

反亚行政策和程序的行为。网址：www.adb.org/Accountability-Mechanism/ 

受影响人可以针对移民安置的任何方面提出申诉，包括补偿标准等。上述申诉途径和

受理机构的名称、地点、负责人、电话，将通过会议、发布通告和发放信息册等方式告知

移民，使移民充分了解自己具有申诉的权利。同时将利用传媒工具加强宣传报道，并将各

方面对移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信息条文，由各级移民机构及时研究处理。 

各机构将免费受理受影响人的抱怨和申诉，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将由项目不可预见费

中支付。在整个项目建设期间，这些申诉程序一直有效，以保证受影响人员能够利用它们

来处理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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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申诉与抱怨程序图 

为了方便受影响人及时反馈自己的抱怨，在各级申诉机构都确定了联系人及其申诉联

系方式。 

表 5 项目联系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职位 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沧源县县政府 
县委副书记、县

长 
周 平 0883--7121008  

2 沧源县教育局 局长 董玉祥 0883--7121654  

3 沧源县教育局 副局长 余鲜花 13529624068  

4 沧源县国土资源环境局 局长 梁志勇 0883--7121033  

5 沧源县征收办 负责人 赵学荣 13988393879  

6 沧源县农业局 局长 刘世珍 0883--7121297  

7 勐董镇政府 镇长 张元建 0883--7123759  

8 坝卡村村民委员会 村支书 田新明 13759354358  

9 弄赛组 组长 李 春 13988331230  

10 白塔社区 村支书 李光红 13578439861  

11 芒法组 组织 李贵明 13759362338  

13 沧源县人社局 局长 杨权文 0883--7125624  

14 沧源县财政局 局长 高兴华 0883--7121672  

受影响户 

勐董镇政府/村/社区/

国土局/征收办/项目办/ 

沧源县人民政府 

市信访部门 

市纪检部门 

项目办监测人员 

市法律部门 

亚行（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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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沧源县地税务局 局长 任光兴 0883--7123464  

16 沧源县审计局 局长 李开凤 0883-7121279  

17 沧源县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 孙铁 0883--7125970  

18 沧源县住房和城乡建筑局 局长 杨国强 0883--7121022  

19 沧源县信访部门 负责人 李永红 0883--7126141  

20 沧源县纪检部门 负责人 罗伟 0883--7121108  

21 沧源县法院部门 负责人 李佳方 0883--712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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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访谈及座谈记录 
1. 被拆迁户访谈记录 

时间：2018 年 1 月 16 日上午 地点：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 

参加人员：移民安置编制单位工作人员，亚行移民专家； 

被访谈人：王玉仙（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村民，被拆迁户） 

基本情况： 

1. 王玉仙，女，32 岁，傣族，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村民，家中四口人，丈夫 24 岁，大女儿 11 岁，小女

儿 4 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其季节性打工，经济状况一般，一年能有 1.5 万元的收入，此外还有亲戚

朋友的一些贴补，每月大约 1000 多元，足以让家里四口人生活；由于沧源县整体规划和发展，白塔社区

大部分耕地在 2014 年已被征收，目前自己耕种的土地很少，大部分土地流转出去，所以很多村民选择季

节性打工或者是外出打工。2014 年村里土地征收时，村里补偿了一笔补偿款，这笔补偿款村里并没有自

留，全部分给每一户征地的农户，本次项目拆迁的是老宅子，房屋拆迁后希望选择货币补偿后划拨拆基

地的安置方式，希望得到补偿款后能够重新修建自己的房屋，剩余的资金可以做一些小本生意，或者投

资也好。只要能够按时并合理发放补偿款即可。 

2. 对于修建国门二小事情非常支持，国门二小修成之后家里的小女儿可以就近上小学，是对家庭更有利，

只要能够按照国家政策切实保障我们的权益，补偿安置合理，愿意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 

对项目的态度： 

1. 修建小学是好事，应该支持，但拆迁补偿要合理，政府要充分的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制定合理的补偿方

案。 

2. 小学修建好后，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村民的子女上学。 

3. 学校修建好后，有利于解决沧源县小学生上学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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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征地户访谈记录 

时间：2018 年 1 月 15 日下午 地点：沧源县坝卡村 

参加人员：移民安置编制单位工作人员，亚行移民专家； 

被访谈人：梁三惹（坝卡村村民，被征地户） 

基本情况： 

1. 梁三惹，男，岁，50 汉族，沧源县坝卡村村民，家中四口人，妻子 48 岁，儿子 27 岁，在企业上班，从

事通讯行业，一年收入在 3 万元左右,其工资除了自己用一部分，剩下的填补家用；女儿 24 岁，刚刚离

婚，现在也在企业上班，从事电子行业，离婚之后回到家里和父母一起居住，一年收入在 2.5 万元左右,

其工资除了自己用一部分，剩下的填补家用；本次项目征收的是弄赛组的耕地，项目征收 1.1 亩耕地，

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对家庭总体影响不大，不影响我们以后的种植。只要补偿价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

按时合理的发放补偿款，我们并没有什么意见，毕竟修建学校是件好事，是对我们老百姓都好的好事，

学校修好了以后有了孙子就可以就近上学了，一切都方便了，拿到补偿款后希望能购买一些小猪崽，扩

大养殖业的规模，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相信以后的生活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对于修建小学表示非常支持，

梁三惹表示现在国家政策都很合理能使农民真正的从中受益，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只

要补偿安置合理，都愿意参与到项目中也愿意支持项目的实施。  

对项目的态度： 

1. 修建小学是公共事业，是为了沧源县的教育发展，是好事，应该支持。 

2. 愿意参与到项目中去，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只要项目有需要愿意尽力支持项目的开展。 

3. 征收工作能尽快完成，项目尽快动工，在修建小学时注意做好安全措施，不要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

响。 

4. 补偿款的发放公正合理，足额及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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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沧源县机构座谈会议记录 

时间：2018 年 1 月 17 日上午 地点：沧源县国门小学综合楼党建办公室  

参会单位：移民安置专家、国土环保局、县征收办、住建局、勐董镇政府、移民安置计划编制单位 

主要问题和内容： 

教育局负责牵头组织此次会议，首先由教育局副局长余鲜花介绍会议主要内容，并介绍了各位参会成员所代

表的部门及其职能。 

亚行移民专家：周生斌、闫磊； 

移民安置计划编制单位：赵文娟、冯代欣、朱瑞、黄应玲； 

沧源县与会代表：余鲜花（教育局副局长） 

王亚峰 （国土局） 

赵洪强（住建局） 

赵学荣（勐董镇副镇长、县征收办） 

其次，由亚行高级移民周生斌阐述亚行移民报告编写的重要性，亚行移民报告关系到整个移民安置项目的项

目推进，是整个项目重要的前期工作。 

然后，全体人员对填写移民报告的所需资料进行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主要与教育局讨论了建设国门二小的原因、生源、招生规模、项目目的、占地面积及其社会效益等各方面的

相关信息，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工种及人数和关于国门二小的其他选址方案，项目领导小组的成员及其职责。 
主要与国土环保局、征地办讨论了土地征地红线电子图，新增建设用地许可证、城市规划许可证，云南省征

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临沧市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沧源县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2012 年后是否更新），

统一年产值标准，具体的 5.5 万构成，征地相关规费的文件、税费的文件，移民安置预算的相关文件，已征

地的国土批复文件，拆迁户宅基地和土地置换位置图，国有用地建设有偿使用费（文件），土地征用前听证

会（小组会议照片、会议纪要），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比例，安置补偿资金流向的相关文件，昌辉房

地产和糖厂土地置换问题的相关文件。 

住建局主要协助其他单位解答相关问题。 

最后，确定了后期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作和所需要提供的文件 

  

 

4. 沧源县亚行项目-白塔社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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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1 月 17 日下午 地点：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 

参会人员：移民安置计划编制单位工作人员  

被访谈人：白塔社区书记黄书记 

主要问题和内容： 

首先黄书记简单介绍了白塔社区的基本情况，白塔社区位于镇政府驻地的西北面，距镇政府驻地 1.5 公

里，全村 1547 户，共 4892 人，全村目前拥有耕地面积 1515.48 亩，人均耕地 1.03 亩，2017 年人均

收入 1.07 万元。2014 年由于沧源县的规划和发展，政府一次性征收了村里 83.1 多亩耕地，村里部分村

民的耕地已被征收，目前有部分村民在从事其他行业，如外出打工或者是个体经营等。 

对于土地征收补偿款来说，沧源县政策好，每亩地 5.5 万元，其中村集体不留存，补偿款全部发放到村

民手中，也就是村民能获得全部 5.5 万元/亩的补偿。 

白塔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计划在国门二小周围建一个文化活动室，方便居民在接送孩子的同时可以

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文化活动，一起学习，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临近沧源县经济文化中心，我

们对此都很有信心，相信我们村以后的发展一定会很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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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国门二小子项目尽职调查报告 

1. 项目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要求亚行贷款项目提供基金长期投资的一部分需要实现云南

的策略增强 RCI、支持发展计划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边界的县镇康

县,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2.  尽责报告准备 

该报告由沧源 项目办和移民安置计划编制机构组成的筹备小组编写。从 2018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29 日，调查人员走访了项目办(沧源 项目办)、国土资源局(Land and Resource 

Bureau)、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勐董镇(Mengdong)政府等相关部门，收集了《补

偿安置协议》等相关资料，并采访了蒙东政府和相关人员的负责人。本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了解征地农户和拆迁户的实际情况、征地农户和拆迁户的流程以及补偿支付，了解公众参与

和投诉案例，评估征地农户和拆迁户的补偿支付，并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3. 项目影响 

   该项目的指示性结果是:城市中心、物流和工业园区的竞争力，以及项目县和临沧边境经

济合作区地区的陆地港口。该项目将与下列指示性影响保持一致:(i)在缅甸的临沧边境经济

合作区和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增强;(ii)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在缅甸的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和边界地区的好处实现了;缅甸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

状况得到改善。该项目有以下组成部分:(i)提高跨境贸易能力，(ii)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改

善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提高有关机构的机构能力。 

对于沧源瓦族自治县来说，该计划是在该项目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建设

的国门第二小学。国门第二小学(简称“子项目”)将需要总共 47.18 亩土地。 

子项目总建筑面积 13193.52 m2，包括 3 个学生宿舍(总建筑面积 3003.88 m2)，一教学楼

(3087.60 m2);一幢综合大楼(3063.48平方米);餐厅和一个会议厅(1560.74 m2)，设备房 100.44 m2，

垃圾站(24 平方米)和警卫室等设施(570.43 m2)。 

本子项目小学建设所占耕地面积，即已完成征收耕地面积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国门二小子项目已完成土地征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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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坐落村组、权属 水田 旱地 

国门二小 

坝卡村集体 20.95  11.8  

白塔社区集体 19.05 12.3 

合计 40.0 24.1 

数据来源：沧源县国土资源局      注：表中所有土地均已完成征收工作 

根据沧源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总体利用的要求，沧源县人民政府于 2014 年对锰董镇

坝卡村、白塔社区的部分土地进行征收，征收共影响 2 个村，共征收土地面积约为 127.8 亩，

本次亚行项目中国门二小仅占 39.53 亩，影响 22 户 87 人。 

完成土地征收前，沧源县国土局 ，锰董镇人民政府以及 2 个受影响村三方进行了谈判，

开展了多次公众参与和协商，并开展了多次村民会议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协议，三方签署了

土地补偿协议。 

4. 受影响人社会经济分析 

根据调查和机构访谈了解到国门二小子项目和部分征地工作已于 2014 年完成，共计影

响 22 户，87 人，本尽职尽责调查报告对 50%的受影响户即 11 户 47 人进行了社会经济入

户调查。调查包括受影响人的职业、收入和支出情况以及男女劳动力收入进行分析。 

被调查的劳动力中 49%的受影响人从事种植业生产，此外，季节性打工人员占 21%，

这是受城市发展规划影响，部分土地已被征收或流转出去给他人种植，因此部分村民选择外

出打工，有部分村民在沧源县政府部门工作；还有一些村民是其他的工作，如跑运输业占 9%，

具体情况，如图表 1 所示： 

 

图表 1 受影响人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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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门二小项目所影响的拆迁户和征地农户全部为沧源县锰董镇下辖村的村民，随着

沧源县城镇化发展，响应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因此目前部分农户已不局限于种植业，而是

选择了季节性打工，或者去企业上班。其主要收入来源虽仍以种植业为主，但是季节性打工

收入和企业工资的收入占比也较大，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45.69%。这 11 户受征地影响

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情况详见表 2。 

表 2 被调查家庭 2017 年的户均经济状况 

 单位：元/年/人 
类别 调查户数 调查人数 项目 最少 最多 平均 标准偏差 

受影响家庭 11 47 
人均收入   8086 11286 8930.81 987.11 

人均支出 3530 9990 5500.81 1102.34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尽职尽责调查                       样本量：受影响家庭 N=11 户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国门二小项目影响区村民的收入不局限于种植业收入，受影响村的

村民，收入来源已转向养殖业收入和打工收入为主，养殖业收入占 33.89%，其次为打工收

入占 14.63%；另外受影响家庭工资收入占 13.31%，而种植业收入则占 27.94%，收入来源

并不局限于种植业收入，结构较为多样化， 

征地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征地后由于耕地减少，家庭种植业收入和投入

比重都有所减少。同时，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力，外出阶段性务工或找到稳定的

工作，领取工资，因此，征地后外出务工和工资收入的收入总量和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都大大

增加。总体来说，征地后，通过一系列安置措施，农户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是比征地前

还有所改善，家庭总收入增加了近 20%。见表 3。 

表 3 被调查家庭收入来源分析 

 单位：元/年/户 

项目 

征地后收入情况 征地前收入情况 对比差异 

受影响家

庭总体收

入 

受影响家

庭人均收

入 

所占比例 
受影响家庭总

体收入 

受影响家

庭人均收

入 

所占比

例 

征地前较

征地后收

入增减情

况 

种植业收

入 
116674 5072.78 27.94% 157983 6868.83 45.07% -26.15% 

打工收入 61600 6298.57 14.63% 23542 2407.16 6.69% 161.66% 

养殖业收

入 
142500 6195.65 33.89% 103250 4489.13 29.41% 38.01% 

工资收入 56000 14000 13.31% 34000 8500 9.60% 64.71% 

其他职业

收入 
42974 10743.5 10.23% 32328 8082 9.23% 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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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19748 110870.32 100.00% 351103 30347.12 100% 19.55%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尽职尽责调查         样本量：受影响家庭 N=11 户 

 
图表 2 家庭收入来源分布情况 

通过调查了解，项目区内村民大部分从事养殖业、种植业、外出打工以及在企业上班等，

表 3 显示了受影响家庭人均收入来源的组成。调查结果显示，受影响的家庭在生活开支方面

投入较大，占总收入的 32.49%，其次为医疗开支和农业投入方面开支较大，分别占 27.14%

和 11.57%，详见表 4。 

表 4 受影响家庭 2016 年的户均支出状况 

支出项目 总体支出 人均支出 所占各项比例 

水费 2015 42.87 1.56% 

电费 3999 85.06 1.92% 

生活开支 85082 1810.26 32.49% 

衣着开支 16080 342.13 6.13% 

农业投入 29960 637.45 11.57% 

教育开支 10000 212.77 3.99% 

医疗开支 70980 1510.21 27.14% 

交通开支 2410 51.28 1.11% 

通讯费开支 14512 308.77 5.71% 

人情往来支出 23500 500 1.22% 

其他开支 4952 105.36 2.18% 

合计 263490 5606.17 100.00%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尽职尽责调查                          样本量：受影响家庭 N=11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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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家庭开支分别情况 

为了更好的分别确定受影响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从调查样本中随机抽

取 11 户家庭作为样本进行调查，见表 5。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

5000.08 元，女性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 3930.73 元，男性劳动力年平均收入高于女性

劳动力年平均收入这一现象与女性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服务业或做些临时性工作等有关，

而大部分男性成员则选择外出打工或在企业上班等高收入行业，因此收入稍低于男性。 

表 5 男女性劳动力家庭收入所占份额对比 

项目 有效样本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男性劳动力收入 11     8976  11345 9794.12 1345.58  

女性劳动力收入 11 7343 9894 8029.96 1024.83  

数据来源：2018 年 1 月尽职尽责调查 

在年收入元 7000 至 9000 元之间，男性劳动力平均年收入与女性劳动力年平均收入相

差无几，在年收入 9000 元至 12000 元之间，男性劳动力平均年收入则明显高于女性劳动力

年平均收入。这是由于男性劳动力有很多从事一些商业、或高工价的外出打工活动，获得更

高的年收入；而女性则常年在家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而获得收入的时间和途径大大减

少，从而使年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总体而言女性劳动力收入呈上升趋势，说明女性在家

庭收入中占了重要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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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男性和女性收入差异 

5. 征地补偿与支付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沧源县国土资源局与勐董镇人民政府以及受影响村集体开展

了多次协商活动，最终达成一致协议；于 2014 年，沧源县国土资源局与勐董镇人民政府以

及受影响村集体签地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征地工作于 2014 年完成。由于沧源县征地工

作分时间段和地块进行征收，征收面积较大，涉及村集体和个人较多，涉及补偿金额较大，

详细的征地情况见表 6，详细的补偿协议，支付凭证，发放明细见附件。 

表 6 沧源县道路子项目以及北环路工程征地情况 

影响村集体 征收面积（亩） 补偿金额（万元） 

坝卡村 32.75 180.125 

白塔社区 31.53 172.425 

合计 64.28              352.55 

6. 公众参与 

在征地过程中，沧源县国土资源局，勐董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多次与各受影响村书

记和村主任进行了进行座谈沟通和充分的协商，使其充分认识考虑受影响人的意见和建议,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公众参与与协商： 

（1）召开公众参与协商会议 

在征地之前，召开相关的座谈会，集中介绍了城市发展规划的思路和拟建设项目的基本

情况，以及计划征地的范围，听取了各村代表以及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并对他们提出的

建议和意见做记录，并在实施中给予了考虑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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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开征收补偿与安置协商会议 

在征地方案实施之前，向各村负责人、村民代表讲解有关政策、法规、补偿标准、支付

时间、以及土地的置换地点等，结合勐董镇人民政府和各村集体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国

家及临沧市的政策实施项目，召集相关部门召开关于征收土地和如何安置的讨论和协商。 

（3）征地工作与补偿 

在征地详细调查和测量、补偿标准制定、征地协议谈判、补偿费用支付中，各受影响村

负责人、村民代表和国土局参加了整个工作的过程，保证征地工作公正、公平、合理和透明。 

（4）发布征地公告 

公告的主要内容：项目概况、征地范围、补偿标准及安置政策、时间表等。 

调查小组 2018 年 1 月 14 日 18 日期间，通过走访沧源县发改委、国土局、项目办、勐

董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并实地查看，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了解到征地实施的政策、影响量、补偿标准、支付情况等，并与受影响村负责人进行座谈，

了解其在征地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情况，询问了征地后，农户收入是否会受到了影响，并询问

了对征地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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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沧源县勐董镇坝卡村征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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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沧源县勐董镇村民居住点张贴征地听证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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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沧源县勐董镇人民政府召开村民座谈会议（坝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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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县-勐董镇坝卡村征地村民访谈 

时间：2018 年 1 月 16 日 地点：沧源县勐董镇坝卡村 

参会人员：移民安置计划编制单位工作人员  

被访谈人：已征地村民陈艾嘎 

主要问题和内容： 

陈艾嘎，男，47 岁，佤族，勐董镇坝卡村村民，家里五口人，妻子 50 岁，儿子 28 岁，目前在建筑公

司做一些零工，儿媳 29 岁，正在茶厂从事季节性采茶的工作，女儿 26，在江苏的电子厂从事电子行业

工作；家里的收入来源是儿子和儿媳季节性打工的工资以及女儿除了自己生活开支后结余贴补家用的，

坝卡村耕地部分已被征完，目前村民已不再主要从事种植业，目前主要在从事养殖业，季节性打工，或

者外出打工，由于村里土地被政府征收，获得了补偿款，村民就拿补偿款在村子内重新修建了房子，大

部分村民都已经重新住上了新的房屋。村民生活质量和居住条件并未因征地而降低，反而生活质量和居

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国门二小建设项目给我和家人，以及对我们整个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儿子打算今年生孩子，等孩子

上完幼儿园国门二小也就发展成熟了，刚好可以送孙子去国门二小读书，改善教育环境对我们每个人都

是有好处的，也符合我们沧源县城市发展规划。  

对项目的态度： 

国门二小的建设对于城乡教育发展必然起到有利作用； 

项目给我们农村的小孩子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征地过程中，沧源县国土局，勐董镇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多次与受影响村和拆迁户进

行了进行座谈沟通和充分的协商，使其充分认识考虑受影响人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次公众

参与与协商，具体开展的公众参与活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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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一 

时间： 2014 年 4 月 2 日 

地点：沧源县勐董镇坝卡村委会 

参会人员： 

国土局相关负责人，勐董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坝卡村村长，书记，村民代表 

会议议题： 

关于国门二小建设项目征收沧源县勐董镇征地问题征询意见会议内容： 

1.介绍国门二小建设基本情况以及项目的建设目的。 

2.介绍拟建设国门二小位置和征地的范围以及时间。 

3.征求沧源县勐董镇坝卡村村民的意见和看法 

人员发表意见： 

村民代表表示，项目的建设不仅仅是带动我们坝卡村的发展，也是推动我们整个勐董镇的教育发展，很支持

项目的建设，但需要在征地之前充分考虑我们农户的需求，不能因为征地而影响我们农户自身的发展，土地

被征收，我们的生计问题需要如何解决，如果外出打工，是否需要给我们进行培训，如挖机、铲车、电焊、

电工、保洁、烹饪等技术，如果进行个体经营，是否能提供门面房等，希望政府能从农户的角度出发，提出

实际的解决方案关于我们村民的发展前景；另外补偿款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政策文件公开透明，

在征地过程中要多开展村民会议，一起进行商议；  

总的来说，项目的建设是件好事，在不影响我们村民自身的发展情况下，是积极支持的，需要项目前期能做

好准备工作，政府要多考虑农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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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二 

时间：2014 年 3 月 20 日 

地点：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村委会 

参会人员：国土局相关负责人，勐董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白塔社区村长，书记，村民代表 

会议议题： 

关于沧源县未来城市发展规划勐董镇白塔社区集体土地征收问题征询意见 

会议内容： 

1.介绍沧源县未来发展和规划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规划建设目的。 

2.介绍征地的范围以及时间。 

3.征求沧源县勐董镇白塔社区村民的意见和看法 

4.为征地工作公正、公平、合理和透明，讨论征收土地过程中的细节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5.讨论了补偿标准、安置方式以及补偿支付过程和时间 

人员发表意见： 

村民表示，白塔社区作为城市北移规划的主要区域，征地范围也将导致白塔社区的部分失地，对失地农户的补偿

与恢复将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表达了强烈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件急需要拿出解决方案

的重要事宜；同时，也表达了对项目的支持，项目的建设是推动勐董镇教育发展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对于外出打工或者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户能够进行培训与帮助；另外村民也愿意和村集体一起努力让本村的村民能

有更好的发展； 

村民对补偿款的标准与方案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补偿款的标准与实施方案要贴近农户的实际情况。 

对项目的态度： 

城市发展和规划是件好事，但不能影响农户的生计，对村民的发展前景拿出好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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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抱怨申诉 

受影响人对于项目征地或其他问题有抱怨及疑问，可以采取多种途径进行申诉。申诉系

统详见图。基本申诉渠道如下: 

阶段 1：如果受影响人对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或相关实施工作感到不满，他们可以向白

塔社区、坝卡村村委会或勐董镇镇政府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诉；如果是口头申诉，则要由村委

会/社区、镇政府作出处理并书面记录。村委会/社区、镇政府应在 2 周内解决。 

阶段 2：如果申诉人对第一阶段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他/她可以在获得第一阶段的处理意

见后，可以向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提出申诉，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在收到申诉后；应该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3：申诉人若对沧源县国土局/征收办的决定仍不满意，可以在收到决定后，移民可

以向沧源县项目办提出申诉，沧源县项目办应该在 2 周内作出处理决定。 

阶段 4：申诉人若对沧源县项目办处理决定仍不满意，在收到沧源县项目办裁决决定后，

可以向沧源县政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3 个月内，根据民事诉讼法，向市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受影响人可以针对征地的任何方面提出申诉，包括补偿标准和支付时间等。

上述申诉途径已通过会议和其它方式告知受影响，使其充分了解自己具有申诉的权利。 

 

图 1 申诉与抱怨程序图 

根据项目小组的调查，征地受影响人对于自己的权利以及申诉抱怨渠道都非常清楚。在

征地过程中，不存在上访和申诉等现象，征地拆迁受影响人对安置和补偿较为为满意。 

8. 结论与建议 

（1）在征地前期及征地过程中，沧源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勐董镇政府和相关单

位组织过多次的公众参与，受征地影响村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以

受影响户 

镇政府/社区、村委会 

国土局/征收办/项目办 

沧源县人民政府 

沧源县信访部门 

沧源县纪检部门 

沧源县法律部门 

沧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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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补偿安置和支付均已按照签订的协议实施的，未对受影响村子村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总体来讲，所有的补偿与安置措施，都是基于充分的公众参与去实施的，无任何遗留问题。 

（2）在项目实施和征地过程中，抱怨申诉渠道畅通，截止目前，未有申诉抱怨情况发

生，各受影响村子对项目建设很支持，并对征收补偿安置非常满意，无任何遗留问题存在。 

（3）经调查，各受影响村征收土地的补偿金额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全部

已支付，不存在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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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坝卡村已征地补偿协议、听证报告、补偿款发放明细、支付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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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坝卡村、白塔社区的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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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坝卡村、白塔社区听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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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坝卡村、白塔社区征地补偿款发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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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国土局与昌辉公司在土地回收方面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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