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文件
辽自然资规 E2022〕 1号

关于印发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违反

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办法》的通知

各市自然资源局,沈抚示范区规划建设局,厅机关各处室 :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自

由裁I权办法》经厅第 37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

请过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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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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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土地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辽宁省 自然资源厅上地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中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行政处罚自由裁女权,是指自

然资源行政执法部门 (以 下简称执法机关)对土地违法行为

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律、法规和规幸确定的原则和范围内,

对是否给子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处罚的方式、种类、幅度等△

项作出决定的权限。

”三条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办理土地行政处罚灾件,行

使土地行政处罚裁I权 ,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幸和

其他上位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市执法机关办理土地行政处罚案件,行使土地行政处

罚裁I权 ,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也可以根据本市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自由我I标准。



第四条 行使土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Ⅰ权,原则上以

地类、面积、耕地质量等别为主要因素确定裁量基准,并依

据不同违法事实、违法性质、违法情节、主观恶性、违法后

果、社会危害程度、整改成效等,综合街量法定和酌定裁量

因素,突 出严格保护耕地,在严守法律和政策底线的同时 ,

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先行的原则,积极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科学合理确定相应的量罚标准,做到过罚相当、合

理合法、公平公正。

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

同的同类型违法行为,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

同。

第五条 当△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子行政处

罚 :

(一 )违法行为超过法定追诉时效的 :

(二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

(三 )有证据足以证明本人无主观过错的 :

(四 )法律、法规、规年规定的其他不予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虽造成一定危害后果,但 当△人在行政处罚告

知书作出前,主动消除违法状态,恢欠土地原貌的,可以不

子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子行政

处罚。



第六条 当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 :

(一 )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 ;

(二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土地违法行为的 ;

(三 )主动供述执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

(四 )配合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且有立功表现的 :

(五 )法律、法规、规午规定的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

关系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国防军

工项目、挟贫项目、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因工期紧急导

致发生土地违法行为,当△人已依法取得立项等前期审批手

续,对失地群众已补偿到位,并积极配合查处和完善用地手

续的,可 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当△人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虽有过错,但存在地方政

府或相关部门非法批准、使用土地,非法同志先行动工等忖

形的,可 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中七条 当△人有下列估形之一的,应 当从重处罚

(一 )破坏展土地等优质耕地或者对其他耕地造成难以

恢复的严重破坏的 :

(二 )因土地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次实

施上地违法行为的 :



(三 )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仍拒不停止,继续实施违法

行为致使违法后果进一步扩大的;

(四 )以暴力或其他方式抗拒、妨碍、阻挠执法的;

(五 )故意隐喵革实,弄虚作假,隐匿、转移、损毁、

伪造、珏改证据的;

(六 )对举报人、证人、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经查证属

实的;

(七 )投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八 )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中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
“
从轻

”“
从重

”
行政处罚,是

指在本办法确定的自由我I基准规定福度内,给予较轻或较

重的处罚:“ 减轻
”
行政处罚,是指在自由裁I基准规定幅

度以下,但不低于法定设低处罚福度进行的处罚。

△九条 执法机关行仗行政处罚自由我I权时,对同时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从重处罚怙节,并且不具有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廿节的,应 当按照法定处罚种类,在对应的设南处罚

福皮内子以处罚:对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忖节,并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怙节的,应 当按照法定

处罚种类,在对应的众低处罚福度内子以处罚:对同时真有

从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午付节的,应 当以主要付节为依据 ,

综合考虑其违法△实、性质、估节及危亡后呆年因素,合理

确定处罚格皮子以处罚。



第十条 建立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说理制度。在行

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 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

辩;提 出处罚建议时涉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的,应 当

说明理由: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 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说明有关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理由。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
“
以上

” “
以下

”,除 了明确

规定
“
含本数

”
的以外, “

以上
”
均不含本数, “

以下
”
均

合本数。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2年 9月 30日 起施行。有效期

五年。



附件 :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上地行政处罚栽量基准

一、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培养鱼

(一)处罚依据

《土地竹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禁止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培养鱼。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违反 《土地管理

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

或考挖培养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过期不改正的9按 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 2倍

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柱条件的,依照 《土地管理法》

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二)△i△中

占用永久查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未破坏种植

条件的,按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分三个我I基准档次。其

中: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l亩 以下,处耕地开垦费 2倍以上(含

本效)3倍以下的罚从8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1亩 以上至 5亩

以下,处耕地开旦费 3倍以上 4倍以下的罚从8占用永久荃

本农田5亩 以上9处耕地开垦费 4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软。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I等别,将上述每个我I基准

档次以0.25倍的福皮细分四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牛地、中



等地、高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的处罚标

准。如处耕地开垦费 2倍以上 3倍 以下的罚款的,对 占用低

等地的处以 2倍以上 2.2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中等地的处

以 2.25倍 以上 2.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的处以 2.5

倍以上 2.7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优等地的处以上 2.75倍 以

上 3倍以下的罚款。以此类推。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破坏种植条

件的,按照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耕地质量等别共 15等 ,其中 1-4等为优等地,5-8等 为

高等地,9-12等 为中等地,13-15等 为低等地 (下 同)。

二、非法在临时使用土地上格建永久性建筑物

(一)处罚依拈

《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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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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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与有关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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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行侈走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违反 《土地管理

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

筑物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

除,按 占用面积处土地复垦费 5倍 以上 10倍 以下的罚款 ;

逾期不拆除的,由 作出行政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二)战I基准

1.临时使用土地为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的

按占用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5倍 以上 (含本数)7倍以

下的罚款,其中:占地面积 5亩 以下的,处 以5倍 以上 (含

本数)5.5倍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 ,

处以5.5倍 以上 6倍 以下的罚款;占 地面积 10亩 以上 20亩

以下的,处以6倍 以上 6,5倍 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20亩

以上的,处 以6.5倍 以上 7倍以下的罚款。

2.临时使用土地为其他农用地的

按占用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6倍 以上 8倍 以下的罚款 ,

其中:占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以6倍以上 6.5倍 以下的罚

款:占地面积 1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以 6.5倍 以上 7倍 以

下的罚欺:占地面积 5亩 以上 lO亩 以下的,处以7倍 以上

7.5倍 以下的罚欺;占地面积 lO亩 以上的,处 以 7,5倍以上

8倍以下的罚欺。

3.临时使用土地为一投分地的



按占用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7倍以上 9倍以下的罚款 ,

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档次。

(1)占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以 7倍以上 7.5倍 以下

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7倍以上 7.25

倍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 7.25倍 以上 7.5

倍以下的罚款。

(2)占 地面积 1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以 7.5倍 以上 8

倍以下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7,5倍 以

上 7.7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 7.75倍

以上 8倍 以下的罚款。

(3)占 地面积 5亩以上 10亩 以下的,处 以 8倍以上 8.5

倍以下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8倍以上

8.25倍以下的罚款:占用南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 8.25倍 以

上 8.5倍 以下的罚款。

(4)占地面积 lO亩 以上的,处以 8.5倍 以上 9倍 以下

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8.5倍以上8.75

倍以下的罚款:占用南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8.75倍 以上 9

倍以下的罚款。

咬。出时仗用土地为永久小本农田的

按占用面积处以土地欠垦费 8倍以上 10倍 以下的罚款 ,

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档次。

(1)占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 以8倍 以上 8.5倍 以下

的罚欺,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8倍 以上8.25



倍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8.25倍 以上 8.5

倍以下的罚款。

(2)占地面积 1亩 以上 3亩 以下的,处以 8.5倍 以上 9

倍以下的罚款,其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8.5倍 以

上 8.7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8.75倍

以上 9倍 以下的罚款。

(3)占地面积 3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以 9倍 以上 9.5

倍以下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9倍以上

9,2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9.25倍 以

上 9.5倍 以下的罚款。

(4)占 地面积 5亩 以上的,处以9.5倍以上 10倍 以下

的罚款,其 中:占用低等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9,5倍以上9.75

倍以下的罚款;占用南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9.75倍 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三、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一 )处罚铱抒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违

法所待;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扭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

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恢 欠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

法转让的土地上新走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欺 ;

!0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革责任。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依照 《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 款额为违法所得的 10%

以上 50%以 下。

(二)我I土准

非法转让土地的,按照地类和面积分四个裁量基准档

次,其中:非法转让一般耕地 2亩 以下,或者其他土地 5亩

以下的,处违法所得 10%以 上 (含本数)20%以 下的罚款;非

法转让一般耕地 2亩 以上 5亩以下,或其他土地 5亩 以上 10

亩以下的,处违法所得 2096以 上 30%下 的罚款;非法转让永

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下,或一般耕地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或

其他土地 10亩 以上 20亩 以下的,处违法所得 30%以 上 40%

以下的罚款:非法转让永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上,或者一般耕

地 10亩 以上,或者其他上地 20亩 以上,处违法所得 40%以

上 5毗以下的罚款。

非法转让土地涉及耕地的,根据耕地质Ⅰ等别,将上述

每个裁I基准档次以2.5%的福庋细分四个次级档次,按照低

等地、中等地、南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

的处罚标准。如处违法所得 lO96以上 20%以 下的罚挟,细化

为 1096-12.5%、 12.5%-15%、  15%-17.5%、 17.5%-20%四 个

次级档次。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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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法转让的农用地上已进行实质性非农业建设,造成

上地破坏且未主动恢复土地原貌的,对实质性建设占用土地

面积按对应我I基准档次的上限处罚。

四、破坏耕地

(一)处罚体圩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

建窑、建坟或者拉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

上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上地荒淡化、

盐演化的9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责女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任。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依照 《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教颂为耕地开垦费的

5倍以上 10倍以下8破坏果土地等优质耕地的,从重处罚。

《采土地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教:违反本法第二十

条规定,盗挖、澄挖忌土的,依照土地管理等有关法体法规

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III衤

占用耕地走备、走坟或者扛自在耕地上走房、挖矽、采

石、采矿、取上午9破坏种杜条件的,由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

部门查处。

有下列仿形之一的,Ⅱ于破坏耕地种社条件 :

1.在耕地上进行走筑物、构筑物走设,耕地被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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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耕地上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致使耕地原有

耕作层损毁、灭失的;

3.在耕地上堆放固体废弃物,造成耕地严重污染,不能

继续用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农作物种植的 ;

4.其他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的情形。

对破坏耕地的,按照地类和面积分五个裁量基准档次 ,

其中:破坏一般耕地 2亩 以下的,处耕地开垦费 5倍以上(含

本数)6倍 以下的罚款:破坏一般耕地 2亩 以上 5亩以下的 ,

处耕地开垦费 6倍以上 7倍 以下的罚款;破坏一般耕地 5亩

以上 8亩 以下,或者破坏永久基本农田2亩 以下的,处耕地

开垦费 7倍 以上 8倍以下的罚款:破坏一般耕地 8亩 以上 10

亩以下,或者破坏永久基本农田2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耕

地开垦费 8倍 以上 9倍以下的罚款:破坏一般耕地 10亩 以

上,或者破坏永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上的,处耕地开垦费 9倍

以上 10倍 以下的罚款。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I等别,将上述每个我△基准

档次以 0.25倍的福皮细分四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中

等地、南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的处罚标

准。如处耕地开垦费 5倍以上 6倍以下的罚款的,对 占用低

等地的处以 5倍以上 5.25倍 以下的罚扶:占用中等地的处

以 5.25倍 以上 5.5倍 以下的罚莰:占用南等地的处以 5.5

倍以上 5.75倍 以下的罚扶:占用优等地的处以上 5.75倍 以

上 6倍以下的罚敬。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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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果土地等优质耕地的,按对应我△基准档次的上限

处罚。

五、拒不展行土地上旦义务

(一)处罚体抒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因挖损、蹋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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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条件复垦或者欠至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

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欠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履行

土地复垦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营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途期不改正的,责令缴纳欠且费,专项用于土

地复旦,可以处以罚款。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依照 《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表的,罚款顿为土地欠垦费的

2倍以上 5倍以下。

违反本条例规定,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完成欠

垦或者未恢欠种社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官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照 (土地t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

定处罚,并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t部门会同农业

农村主f邯门代为完成欠工或者恢欠种社条件。

(二)III壮
土地攵旦义务人拒不反行土地攵王义务或者未完成攵

王义务的,按涉及土地的地类和面积分三个我I杏准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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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一般耕地 5亩 以下,或者其他农用地 10亩 以下

的,按破坏或未恢复土地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2倍 以上 (含

本数)3倍以下的罚款;涉及永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下,或者

一般耕地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或者其他农用地 10亩 以上 15

亩以下的,按破坏或未恢复土地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3倍以

上 4倍以下的罚款;涉及永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上,或者一般

耕地 10亩 以上,或者其他农用地 15亩 以上的,按破坏或未

恢复土地面积处以土地复垦费 4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在此基础上,对涉及耕地的,根据耕地质量等别,将上

述每个裁Ⅰ基准档次以0.25倍 的福度细分四个次级档次 ,

按照低等地、中等地、南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

用相应的处罚标准。如处土地复垦费 2倍 以上 3倍 以下的罚

款的,对 占用低等地的处以 2倍以上 2.25倍 以下的罚款 :

占用中等地的处以2.25倍 以上 2.5倍以下的罚款;占用高

等地的处以 2.5倍 以上 2.75倍 以下的罚款:占用优等地的

处以上 2.75倍 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欺。以此类推。

六、非法占用土地

(一)处罚位圩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击手

段男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扛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攵土地原状,对符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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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

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革责任。

超过批准的数△占用土地,多 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

论处。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无权批准征收、使

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

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

批准用地的9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征收、使用土地

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子处分:构成犯

罪的9依法追究刑△女任。非法批准、仅用的土地应当收田,

有关当△人拒不归还的9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依照 (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处以罚从的,罚表项为非法占用土地

每平方*lO0元以上 1000元 以下。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索止开垦的范

田内从△土地开发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t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照 (土地t理法》第七十七条的

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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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违法将黑土地用

于非农建设的,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

处罚。

(二)我I基准

1.非法占用土地为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的

按占地面积处每平方米 100元 以上 (含本数)300元 以

下的罚款,其 中:占地面积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00元

以上 150元 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5亩 以上 15亩 以下的 ,

处每平方米 150元 以上 20o元 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15亩

以上 20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200元 以上 250元 以下的罚

款:占地面积 20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250元 以上 3oo元

以下的罚款。

对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土地

开发活动的行为的处罚,按照上述各对应裁Ⅰ基准档次的下

限处罚。

2.非法占用土地为其他农用地的

按占地面积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上 (含本数)400元 以

下的罚欺,其 中:占地面积 2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上 250元 以下的罚欺:占地面积 2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250元 以上 30o元 以下的罚欺:占地面积 5亩 以上

lO亩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款;占

地面积 lO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350元 以上 400元 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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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非法占用土地为一表讲地的

按占地面积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含本数)700元 以

下的罚款,其中:占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400元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1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400元 以上 500元 以下的罚欺:占地面积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500元 以上 600元 以下的罚款;占

地面积 10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600元以上 700元 以下的

罚款。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士等别,将上述每个我Ⅰ基准

档次以 25元的幅度细分四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中等

地、南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的处罚标准。

如处每平方米 300元以上 400元以下的罚衣的,对 占用低等

地的处以 300元 以上 325元 以下的罚从;占用中等地的处以

325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款;占用南等地的处以350元以

上 375元 以下的罚扶:占用优等地的处以上 375元 以上400

元以下的罚表。以此类推。

⒋非法占用土地为永久芒本农田的

按占地面积处每平方米 500元 以上 (合本次)1∞0元以

下的罚软,共中:占地面积 1亩 以下的9处每平方米 500元

以上 600元以下的罚扶:占地面积 1亩 以上 2亩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600元 以上 700元 以下的罚从8占地面积 2亩以上

3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700元 以上 800元以下的罚扶:占

地面积 3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800元 以上 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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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罚款:占地面积 5亩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900元 以上

1000元 以下的罚款。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量等别,将上述每个裁量基准

档次以 25元的幅度细分四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中等

地、高等地、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高适用相应的处罚标准。

如处每平方米 500元 以上 600元以下的罚款的,对 占用低等

地的处以 500元 以上 525元 以下的罚款;占 用中等地的处以

525元 以上 550元 以下的罚款;占用高等地的处以 550元 以

上 575元 以下的罚款:占用优等地的处以 575元 以上 600元

以下的罚款。以此类推。

5.违 法占用耕地用于非农建设,涉及黑土地等优质耕地

的,按对应裁I基准档次的上限处罚。

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人拒不交出土地、l临时使

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不按照批准用途使用土地

(一)处罚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当△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拒不归还的,或

者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交还土地,处 以罚款。

《土地f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依照 《土地管理

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欺颌为非法占用土地

每平方米 100元 以上 500元 以下。

(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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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收回日有土地仗用权当△人拒不交出土地的

涉及国有土地面积 1亩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00元 以上

(含本数)15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国有土地面积 1亩 以上

3亩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50元 以上 200元以下的罚款;涉

及国有土地面积 3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

上 25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国有土地面积 5亩 以上 8亩 以下

的,处每平方米 250元以上 30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国有土

地面积 8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9处以 300元以上 350元 以下

的罚欺:涉及国有土地面积 10亩 以上 15亩以下的,处 以350

元以上 40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国有土地面积 15亩 以上 20

亩以下的,处以400元以上 45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国有土

地面积 20亩 以上的,处以450元以上 500元 以下的罚款。

2.临时使用土地招扌拒不归还的

(1)拒不归还土地为农用地以外的共化土地的,处每

平方米 100元 以上 (合本效)3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拒

不归还土地面积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100元以上 150元

以下的罚枚: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5亩以上 10古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150元 以上 200元 以下的罚欺: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lO亩 以上 20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上 250元 以下

的罚扶;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20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250

元以上 300元 以下的罚扶。

(2)拒不归还土地为共化农用地的,处每平方米200

元以上 (合本效)400元 以下的罚欣,共 中:拒不归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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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上 250元 以下的罚款 ;

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5亩以上 10亩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250

元以上 300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10亩 以上 20

亩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

归还土地面积 20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350元 以上 400元

以下的罚款。

(3)拒不归还土地为一表耕地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含本数)500元 以下的罚款,其中:拒不归还土地面

积 2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款 ;

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2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350元

以上 400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400元 以上 45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归

还土地面积 10亩 以上的9处每平方米 450元 以上 500元 以

下的罚款。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I等别,将上述每个裁I基准

档次以 25元 的幅度细分两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和中等

地、南等地和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的处罚标准。

如处每平方*300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款的,对 占用低等

地和中等地的处以 300元 以上 325元 以下的罚款:对 占用南

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 325元 以上 350元 以下的罚欺。以此类

推。

(4)拒不归还土地为永久苎本农田的,处 每平方米 400

元以上 (合本数 )500元 以下的罚欺,其 中:拒不归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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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亩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400元 以上每50元 以下的罚款 :

拒不归还土地面积 5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450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

在此基础上,根据耕地质量等别,将上述每个我Ⅰ基准

档次以25元 的幅度细分两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和中等

地、南等地和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商适用相应的处罚标准。

如处每平方米 100元以上 450元 以下的罚款的9对 占用低等

地和中等地的处以400元 以上 425元以下的罚款;对 占用高

等地和优等地的处以425元以上 450元 以下的罚款。以此类

推。

3.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位用日有土地的

(1)不按照批准的用这仅用日有土地,用于非汪t性

用途的,处每平方米 100元以上 (含本数)300元以下的罚

扶,其中: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2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00

元以上 150元 以下的罚扶: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2亩以上 5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50元以上 200元 以下的罚从8改变土

地用途面积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9处每平方米 200元 以上

250元以下的罚扶: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10亩以上的,处每平

方*250元以上 300元以下的罚农。

(2)不按Ⅱ批准的用过仅用口右土地,用于】0性用

过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以上 (含本饮)500元以下的罚从 ,

共中: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2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300元 以

上 350元以下的罚从: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2亩 以上 5亩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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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每平方米 350元以上 400元 以下的罚款:改变土地用

途面积 5亩 以上 10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400元 以上 450

元以下的罚款;改变土地用途面积 10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

米 450元 以上 500元 以下的罚款。

八、扭自出让、转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

违反规定出让、出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一)处罚体抒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拉 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 ,

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

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依照 《土地管理法》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违法所得的 10%以

上 3o%以下。

(二)II土 中

按照地类和面积分四个我I基准档次,其 中:非 法出让、

转让、出租一般耕地 2亩 以下,或者其他土地 5亩 以下的 ,

处违法所得 1比以上 (合本数)15%以 下的罚欺:非 法出让、

转让、出租一般耕地 2亩 以上 5亩 以下,或其他土地 5亩 以

上 lO亩 以下的,处违法所得 15%以 上 2096下 的罚放:非法出

让、转让、出租永久基本农田5亩 以下,或一般耕地 5亩 以

上 10亩 以下,或其他土地 lO亩 以上 20亩 以下的,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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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2096以上 25%以 下的罚款;非法出让、转让、出租永久

基本农田5亩 以上,或者一般耕地 10亩以上,或者其他土

地 20亩 以上,处违法所得 25%以上 30%以 下的罚款。

涉及耕地的,根据耕地质量等别,将上述每个裁士基准

档次以2.5%的幅度细分两个次级档次,按照低等地和中等

地、南等地和优等地的顺序,从低到南适用相应的处罚标准。

如处违法所得 1踹以上 15%以 下的罚款,细化为 10%-12.5%、

12.5%-15%两 个次级档次。以此类推。

在非法转让的集体农用地上已进行实质性非农业建设 ,

造成土地破坏且未主动恢复土地原貌的,对实质性建设占用

土地面积按对应我I基准档次的上限处罚。

九、未对建设项目占用再土地耕作层土坡实施剥离

(一)处罚依艹

《黑土地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建设项目占用黑土地未对耕作层的土坡实施剥离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处每平方米一百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挟;未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耕作层的土

圾实施剥离的,处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教。

(二)II工中

思土地耕作层主圾是指位于思土区土扛剖面上部,具有

肥力特征,t含府殖质,呈思色或者暗杀色,经过耕种热化 ,

适合耕种的,坪皮为 15cm-30cm的 表上层 (视土圾尼沃程度

而定,可能灭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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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依法批准用地的建设项目 (含临时用地)占用黑土地

的,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耕作层土壤剥离义务人。耕作层土

壤剥离义务人应当按要求对剥离区和存储区开展土壤调查

评价,编制用于指导土壤剥离、运输、存储、验收的表上剥

离方案。

耕作层土壤剥离义务人未履行土壤剥离义务,致使黑土

地耕作层土壤灭失、损毁,涉及黑土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100元 以上 (含本数)125元以下的罚款;涉及黑

土地面积 1亩 以上 3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125元 以上 150

元以下的罚款;涉及黑土地面积 3亩 以上 5亩 以下的,处每

平方米 150元 以上 175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黑土地面积 5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175元 以上 200元 以下的罚款。

耕作层土坡剥离作业结束,属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验收。验收发现耕作层上坟剥离义务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属于未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耕作层的土壤实施剥离 :

1.实际剥离面积和平度低于根据剥离区土坡调查评价

结论编制的表上剥离方案确定的剥离面积和厍度,未做到应

剥尽剥的 :

2.未按照表土剥南方案确定的剥离工艺、施工机械、作

业顺序等进行剥离,存在土坡过到过皮碾压、混入大I杂土

等杆形,致使耕作层土圾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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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剥离的耕作层土壤运输、存放不符合要求,致使土

坡过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或者因表上存放场地没有管护 ,

致使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大I丢失、流失的。

⒋其他未按照规定标准对耕作层土坡实施剥离的情形。

耕作层土壤剥离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耕作层的

土壤实施剥离,涉及黑土地面积 1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50

元以上 (含本数)6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黑土地面积 1亩 以

上 2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60元以上 70元 以下的罚款:涉

及黑土地面积 2亩 以上 3亩 以下的,处每平方米 70元以上

80元 以下的罚款:涉及黑土地面积 3亩 以上 5亩以下的,处

每平方米 80元以上 90元 以下的罚欺;涉及黑土地面积 5亩

以上的,处每平方米 90元 以上 10o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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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年 9月 21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