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流

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农

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关

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意见》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的基础上，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

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

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坚

持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创新，支持

基层先行先试，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

市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

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坚持经营规模适度，既要注重提升土地规模，又要防止

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

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确保农地农用，重点支持发展粮食



规模生产。（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意见》（中办发〔2014〕61 号））

第三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

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

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规范有序。依法

形成的流转关系应当受到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或农村经营

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合同管理的指导。（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

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章 流转当事人

第六条 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

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和流转的对象，应由承包农户



自主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

转其承包土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七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扣缴。（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八条 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

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

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

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

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

第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

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享有土地流转优先权。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原则上应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期限和具体条



件，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一条 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

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

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二条 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

土地，禁止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

第 47 号））

第十三条 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

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四条 受让方在流转期间因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的，土地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收回承包

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以在

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或双方通过协商解决。（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章 流转方式

第十五条 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

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

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六条 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

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七条 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

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

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十八条 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

第 47 号））



第十九条 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

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

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

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条 通过转让、互换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经依法登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可以依法采取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

流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四章 流转合同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

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

一份，发包方和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

份。

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

书面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二条 承包方委托发包方或者中介服务组织流转

其承包土地的，流转合同应当由承包方或其书面委托的代理



人签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三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

下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二)流转土地的四至、

座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流

转方式;(五)流转土地的用途;(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七)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八)流转合同到期后地上附

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九)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可以向当

地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申请合同鉴证。

当地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不得强迫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接受鉴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五章 流转管理

第二十五条 发包方对承包方提出的转包、出租、互换

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要求，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并



报告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六条 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及

时向达成流转意向的承包方提供统一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

并指导签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七条 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建

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登记册，及时准确记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以转包、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承包土地的，及时办理相关登记;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承

包土地的，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

等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八条 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及有关文件、文本、资料等进

行归档并妥善保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二十九条 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的中

介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

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提

供流转中介服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十条 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在指导流

转合同签订或流转合同鉴证中，发现流转双方有违反法律法

规的约定，要及时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

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

理部门工作的指导。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

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和管理工作，正确

履行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十二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生争议或者纠

纷，当事人应当依法协商解决。

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

调解。

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

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通过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

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可以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

其他方式流转，其流转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

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

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

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

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

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

方负责。

承包方将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

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

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

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

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



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

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

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

本办法所称受让方包括接包方、承租方等。（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

令 2005 年第 47 号））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