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规范和加强

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伊政发〔2021〕13 号

各镇人民政府，旗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园区，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伊金霍洛旗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实施方案》

已经旗人民政府 2021 年第 5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19 日

伊金霍洛旗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实施方案

为切实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根据《自然资源

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

然资规〔2019〕4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保障生猪

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电发〔2019〕39 号）、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

业用地管理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0〕310 号）、《鄂

尔多斯市农牧局 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建立健全设施农业长效

监管机制防止“大棚房”问题反弹的通知》（鄂农牧函〔2019〕

295 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内自然资字

〔2020〕577 号）和《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伊金霍洛旗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2018—

2020）的通知》（伊政办发〔2018〕16 号）要求，结合我旗

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设施农业用地与范围界定

设施农业用地属于农用地，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

施用地。国家要求依法按照建设用地管理的项目用地不在设

施农业用地管理范围。

（一）生产设施用地。指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

地。主要包括：作物栽培中的一般大棚或温室（育种育苗场

所）；工厂化作物栽培中有钢架、混凝土等结构的独栋或连

栋温室及其他建（构）筑物等作物生产用地；规模化养殖中

畜禽蚕舍（含畜禽活动场地、挤奶厅等）、引种隔离等生产

设施及绿化防火隔离带用地；规模化种养殖中低于“农村道

路”最高标准要求的园（场）区内通道、给排水设施用地；

水产养殖池塘、工厂化养殖池和进排水渠道等用地；食用菌

堆料场、菌种与菌包（菌棒、培养料）生产及培育、出菇场

所（大棚、钢架、PC 板房）等用地。

（二）附属设施用地。指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项目辅助

或配套设施用地。



1.种植类附属设施用地。为种植类设施农业生产配套的

作物栽培后废弃物收集、存储、处理等环保设施用地；种植

类有机肥料生产设施用地；种植业生产必需的设备、原料等

农资和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用地；植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

设施及必要的水、电、温调控管理场所用地；生产看护房（耳

房）用地（单层，小于 40 平方米）；与生产直接关联的保

鲜存储用地、产品分级处理场所（含分拣、包装、晾 晒、

烘干等）用地；从事规模化粮食、蔬菜、饲草料等作物种植

所需的设施用地（包括小型的粮食晾晒场、农业灌溉小型储

水池、粮食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农机具存

放场所等）。

2.养殖类附属设施用地。为养殖类设施农业生产配套的

检验检疫监测、动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设施，生产看护房

用地（耳房），与畜禽水产养殖直接关联的粪污处置、病死

禽无害化处理等设施用地。

二、设施农业选址与用地标准

（一）引导设施建设合理选址

引导设施建设合理选址，尽量利用荒山荒坡等未利用

地、非耕地或质量较差的耕地、农村闲置设施农业用地、存

量低效建设用地发展设施农业，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地上只允许种植粮食、蔬菜



等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作物；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允许使用耕

地。

各镇、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牧业发

展规划，积极引导设施农业合理选址。未经许可不得在水源

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风景名胜区以及不适宜

设施农业发展或其他的应当进行建设管控的区域进行项目

选址。禁止在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发展规模化设施养殖业。经

属地镇人民政府和旗自然资源局出具同意项目选址意见书，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由国有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煤

矿露天开采复垦区、采矿塌陷区进行设施农业项目建设。

（二）严格保护森林资源

设施农业建设原则上不得使用林地，确需使用林地进行

建设的，应当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的规定，依法办理林地审批手续。

对于设施农业用地范围内有林地但不破坏仍保持现状的，要

在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平面布置图中标定范围和面

积，并由经营者出具不占用林地的承诺书。

（三）切实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深化苏木乡镇和街道改革

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内党办发

〔2019〕22 号）精神，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

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的审批，使用草原 10 亩以下的，由



属地镇人民政府批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定〉的通

知》（内林草草监发〔2020〕380 号）精神，使用草原超过

70 公顷的，由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批；使用草原 70 公顷

及以下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

权限分级审批。

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是指：

1.生产、贮存草种和饲草饲料的设施；

2.牲畜圈舍、配种点、剪毛点、药浴池、人畜饮水设施；

3.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4.草原防火和灌溉设施。

在草原上因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

工程设施的，不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除以上四种情形外的

农业建设占用草原的，要按照《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

法》依法办理草原使用手续，并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植

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四）切实加强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制度，推广生态养殖模式，禁

止在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区内发展规模化设施种养殖

业，未经许可不得建设取水工程设施。

（五）合理确定设施用地规模



要坚持实用、够用，节约用地的原则。看护房用地（含

多栋大棚或温室集中配建的看护房，单栋控制在单层、40 平

方米以内）计入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大棚房”清理整治中

允许保留的耳房可继续使用，但翻建改建须按此标准执行。

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种养殖规模确定。附属设施农业用地

规模与生产设施农业用地规模同步确定。养殖设施允许建设

多层建（构）筑，粮食烘干场所允许建设多层建筑，除养殖

设施和粮食烘干场外的设施均应为 1 层。

1.规模化种植类附属设施农业用地规模。要坚持实用、

够用，节约用地的原则。规模化种植的附属设施用地，1000

亩及以下的，原则上控制在占地面积的 5%以内，且附属设施

用地规模控制在 10 亩以内；1000 至 5000 亩之间的，附属设

施用地规模控制在 15 亩以内；5000 至 10000 亩之间的，附

属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 20 亩以内；10000 亩及以上的，附属

设施用地最大面积控制在 30 亩以内。

2.畜禽蚕等养殖类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一般畜禽规模化

养殖类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最多不超过 15 亩，养蚕附属设

施用地最多不超过 5 亩。取消生猪和牛、羊养殖附属设施用

地规模 15 亩上限规定。

3.水产养殖类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水产养殖面积 30 亩

（不含）以下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最多不超过 3 亩；30 亩

（含）以上 200 亩（不含）以下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最多



不超过 10 亩；200 亩（含）以上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最多

不超过 20 亩。

（六）土地流转及其它相关措施

项目区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营者应依法先行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农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合同，并到旗农牧局备案。

三、严格规范使用设施农业用地

1.设施农业用地按原地类进行管理，占用农用地的，不

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2.利用耕作层土壤的农业生产简易大棚不纳入设施农

业用地范围，按原地类管理。设施农业用地确需占用耕地且

影响耕作层的，通过耕作层土壤剥离、架空、隔离布或预制

板铺面隔离等保护土壤耕作层的工程技术措施，减少对耕作

层的破坏。

3.畜禽规模养殖需配建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未

建设合格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

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4.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必须恢复原用途。设施农

业用地被非农建设占用的，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5.设施农业用地的使用期限。设施农业用地的使用期限

因生产需要而定，在签订用地协议中明确，不得超过土地承



包经营期或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确定的期限。设施农业用地

使用期限到期的，如果需继续使用，必须重新办理续期手

续。

6.严格备案范围。设施农业用地备案范围要严格按照本

方案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特别是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

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农家乐，各类农业园区中

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

产品加工、科研、展销等用地，经营性粮食存储、加工和农

资存放、维修场所、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以及休闲农业中

农业科普、体验等教育展览用地，必须依法依规严格按建设

用地进行管理，不得按设施农业用地进行备案。

7.严格做好土地复垦工作。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前，属地

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与经营者签订土地复垦

协议，约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土地复垦方式、复垦时

限、复垦费用等内容，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经营者要

在 1 年内恢复原土地用途。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负责督促按期复垦到位，旗自然资源局会同农牧局负责验

收，验收不合格的，由镇人民政府负责复垦，所需费用由经

营者承担。

四、规范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设施农业用地实行用地协议备案制，由属地镇人民政府

备案，镇人民政府、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设施农业用地的



管理主体，旗自然资源局和农牧局负责设施农业用地的监

管。为提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减轻农牧业生产经营者负

担，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的审批过程不得收取费用，但编写可

研、勘界等费用应由经营者承担。具体审批程序如下：

（一）签订用地协议。设施兴建前，与土地承包者和土

地实际经营者达成一致意见后，设施农业用地经营者与嘎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镇人民政府协商土地使用年限、设施用途、

土地复垦要求及时限、土地交还和违约责任等有关土地使用

条件。并持设施农业用地经营者身份证明、设施农业建设方

案（内容包括设施农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和用

途、数量、生产及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含用地范围的最新土

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等）向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地

申请。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审核同意后，通过嘎查村政务

公开等形式向社会予以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天。公示公告

无异议的，设施农业用地经营者与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

用地协议。

（二）经营者提出申请。申请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的单位

或个人，需向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提交设施农业建设项目

的书面申请，申请报告要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用地面

积、拟建设施的类型、数量和用地规模等。同时，提供建设

规划图纸，对各种项目的位置、面积进行确定（附坐标图），



一次性提交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料，便于提供服

务和监管。

（三）镇人民政府审查。镇人民政府接到申请后，要立

足本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实际，对申请者提交的设施农业建设

方案（内容包括设施农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

项目选址和用途、数量、生产及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含用地

范围的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等）等进行审查；组织

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辖区内新申报的设施农业项目进行

现场勘验，对申请者提交的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

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每半月汇总 1 个批次报至旗投资

项目 “一站式”服务中心，每月 15 日和 30 日为报送日。

（四）旗投资项目“一站式”服务。旗投资项目“一站

式”服务中心组织各相关部门审批窗口首席代表对相关材料

进行审核。

审批流程：接件（1 天）—审核（18 天）—办结（1 天）

审批时限：20 个工作日

1.旗农牧局审核。旗农牧局要对项目设施建设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承包土地用途调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土地流转

合同等进行审核；对项目的设施农业建设方案（内容包括设

施农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项目选址和用途、

数量、生产及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含用地范围的最新土地利

用现状平面布置图等）等进行分析和审核；对该项目的规划



和合理布局进行指导；对达到一定的规模的设施农业项目，

是否按照相关规定配套建设畜禽粪污处理设施等进行审核；

配合旗自然资源局对设施农业项目使用一般耕地的必要性

和是否破坏耕地耕作层进行认定；负责协调市级及以上农牧

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事项；要建立设施农业用地台账（内容

包括设施农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和用途、数量、

生产及附属设施用地规模、用地期限、是否破坏耕作层和用

地坐标等）并进行年度更新，每年 10 月底之前逐级汇总至

自治区农牧厅。在对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料（涉

及农牧局审核的部分）审核后，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

至相关镇人民政府，及时整改。

2.旗生态环境局。旗生态环境局对设施农业项目用地在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是否占水源地等方面进行审核，出具审核

意见；负责协调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事

项。在对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料（涉及生态环境

局审核的部分）审核后，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至相关

镇人民政府，及时整改。

3.旗水利局审核。旗水利局对设施农业项目用地在取水

以及是否占河道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等方面进行审核，出具

审核意见；负责协调市级及以上水利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事

项。在对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料（涉及水利局审



核的部分）审核后，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至相关镇人

民政府，及时整改。

4.旗林业和草原局审核。旗林业和草原局对设施农业项

目用地是否占用林地、草地，以及是否办理完成林地、草地

审批手续等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负责协调市级及以上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事项。在对设施农业用地审

批所需的组件材料（涉及旗林业和草原局审核的部分）审核

后，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至相关镇人民政府，及时整

改。

5.旗自然资源局审核。旗自然资源局对设施农业项目用

地是否压覆矿产资源，占用一般耕地的备案等相关手续等方

面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对申请者提交的设施农业建设

方案（内容包括设施农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

项目选址和用途、数量、生产及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含用地

范围的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等）等进行审核；要做

好设施农业用地信息上图入库及日常变更工作；联合旗农牧

局对设施农业项目使用一般耕地的必要性和是否破坏耕地

耕作层进行认定；负责协调市级及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

相关审批事项；要建立设施农业用地台账（内容包括设施农

业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和用途、数 量、生产及

附属设施用地规模、用地期限、是否破坏耕作层和用地坐标

等）并进行年度更新，每年 10 月底之前逐级汇总至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对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需的组件材料（涉及自

然资源局审核的部分）审核后，将所有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所

需的组件材料以及存在的问题及时移交和反馈至相关镇人

民政府，及时整改。

（五）镇人民政府政府备案批准。镇人民政府对旗投资

项目“一站式”服务中心组织所有部门审核通过的设施农业

项目进行研究，研究同意后予以备案批准。在备案批准文件

中约定建设内容、规模和期限，明确缴纳违约保证金。备案

批准的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应在审批后的 2 年内完成建设任

务。

五、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的监督管理

（一）强化政务公开，做好政策宣传与用地服务。旗自

然资源局、农牧局要通过政府或部门网站及其他形式，主动

公开设施农业用地相关政策规定，便于公众了解和查询。在

设施建设过程中，应主动服务、加强指导，及时解决出现的

问题，促进设施农业健康发展。

（二）强化乡镇部门联动，落实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职责。

经营者须按约定使用土地，严格设施农业用地用途管制，不

得改变设施农业用地用途，禁止将设施农业用地用于其他非

农建设和非农经营，不得擅自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看护

房（耳房）仅满足看护需要，不得用于非农用途。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应监督经营者按约定使用土地，对设施农业项目定



期开展巡查，及时掌握设施农业用地使用情况并定期向镇人

民政府报告，督促经营者做好土地复垦。设施农业项目建设

用地审批后，由镇人民政府承担项目用地监管责任，镇人民

政府要责成镇综合执法局、国土资源所对设施农业建设项目

用地开展动态巡查，对擅自改变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

他非农建设的，擅自扩大设施用地规模的，或擅自改变直接

从事或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性质、将农业设施用于其他经

营的，责令设施农业用地主体限期纠正,及时对违法行为依

法予以查处，并及时上报旗自然资源局和农牧局，监督设施

农业用地经营者做好土地复垦和交还工作。旗自然资源局联

合农牧局、林业和草原局等各相关单位对各镇落实设施农业

项目建设用地批后监管责任情况进行巡察检查。对设施农业

用地全过程进行监管，对土地复垦进行管理和验收，对设施

农业用地违法违规行为要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坚

决杜绝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等违建行为。对设施农业用地是

否破坏耕作层不能确定的情形进行认定。旗农牧局负责指导

用地主体合理规划、节约用地。旗自然资源局通过信息化手

段，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监管，发现对设施农业用地违法违规

行为有案不查、执法不严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并依法依规

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六、其他事项



1.各镇人民政府要及时将截至目前的设施农业项目用

地审批工作开展情况、完成设施农业用地审批的项目汇总表

（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以及相关资料一并上报至旗农牧

局、旗自然资源局、旗林业和草原局，原则上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全部上图入库，旗自然资源局要严格把关，按要求完

成备案的设施农业用地才可进行上图入库填报工作。

2.对设施农业养殖项目建设规模在1000平方米（含1000

平方米）以上的，设施农业种植项目建设规模在 1500 平方

米（含 1500 平方米）以上的，执行本方案。

3.设施农业养殖项目建设规模在1000平方米（不含1000

平方米）以下的，设施农业种植项目建设规模在 1500 平方

米（不含 1500 平方米）以下的，继续执行《伊金霍洛旗农

牧局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局伊金霍洛旗林业和草原局关于

印发〈伊金霍洛旗较小规模设施农业项目用地审批流程〉的

通知》（伊农牧发〔2019〕133 号），但需将资料提交旗自

然资源局进行上图入库，经旗自然资源局审核同意后，符合

上图入库要求的，方可备案并开工建设，未经审核擅自备案

建设的，不予上图入库，均按违法用地处置。

4.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伊金霍洛旗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项目建设用地管理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伊政发〔2019〕70 号）同时废止。



5.镇人民政府、旗农牧局、旗自然资源局、旗生态环境

局、旗水利局、旗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根据职能权限审核相

关内容，签属意见和盖章的《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建设项目

备案表》、土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及其他相关审批资料（一

式 9 份），由申请主体和旗农牧局、旗自然资源局、旗水利

局、旗生态环境局、旗林业和草原局、旗投资项目一站式服

务中心、镇人民政府、镇综合执法局分别存档。

6. 国有农（牧、林）场的设施农业用地，参照本方案

规定由国有农（牧、林）场与经营者签订协议，并到旗自然

资源局和农牧局进行备案。

7.申请者统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的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平面图、电子版的经纬度坐标以及宗地图电子版 TXT 坐

标。

附件：1.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材料清单

2. 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审批汇总表

3. 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流程图

4. 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备案表

附件 1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材料清单

1.设施农业用地备案证明（内自然资字〔2020〕577 号

附参考格式）；



2.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协议（内自然资字〔2020〕310 号

附参考格式）；

3.设施农业建设方案（需附经旗自然资源局审核后的设

施农业生产用地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及宗地图

电子版 TXT 坐标）；

4.村（嘎查）出具的同意该项目建设和土地无纠纷情况

说明；

5.公司营业执照或法人、自然人设施农业生产申请者身

份证明；

6.涉及土地流转的，需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四至范围图

和说明，并在旗农牧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案手续；

不涉及土地流转的，需提供《农村土地（草原）承包经营权

证》或者村委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权归属证明；

7.不涉及压覆矿产资源的，提供由旗自然资源局出具的

《不压覆矿产资源的证明》；涉及压覆矿产资源的，需要提

供与煤矿签订的同意压覆协议；

8.镇人民政府和旗农牧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林业

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根据职能权限审核相关内容，

签属意见和盖章的《伊金霍洛旗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备案表》

（附一式六份的土地利用现状平面布置图）；

9.由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报告》，

建设规模在 1000 平方米以下的养殖项目和建设规模在 1500



平方米以下的种植项目可不提供《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但

必须提供 2000 坐标系现状图上的平面布置图（标明所占地

类及面积），提供宗地图电子版 TXT 坐标；

10.如涉及需要办理林草审批相关手续的，由相关部门

出具的林地、草地审批手续；

11.如涉及需要办理取水相关手续的，由业主或委托第

三方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并报有管理权限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涉及需要办理水土保持方案的，

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12.如涉及需要办理环保相关手续的，需要提供《环境

影响登记备案表》或由旗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同意建设的批复

文件；

13.设施农业用地土地复垦协议（内自然资字〔2020〕

577 号附参考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