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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分等定级规程》（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编制背景 

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

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通过

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设立自然资源部，明确自然资源部要履行

“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职能。2019 年 4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分等定级价格

评估制度”。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七条也明确规定“县级

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土地调查成果、规划统

一用途和国家制订的统一标准，评定土地等级”。为此，2021年 3月，

自然资源部颁布了《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并

于 6 月正式实施，为“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职责”提供了基础支撑。 

园地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

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园地是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

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植物，覆盖度大于 50%或每亩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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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合理株数 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目前，园地的分等

定级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的技术规范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亟

需出台相应技术标准，明确园地分等定级的原则、技术方法、技术路

径和成果要求等内容。 

（二）任务来源 

《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编制工作纳入了《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

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自然资办发〔2021〕60 号），标准计划号

202115001。 

为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土地

管理法》要求，满足新形势下自然资源分等定级管理工作需要，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20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

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

39 号）关于开展园地分等试点和定级研究的要求，2020 年，部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司在江西信丰、湖南常宁、海南三亚部署开展园地分等

试点工作，启动《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的编制研究工作。 

（三）工作目标 

摸清我国园地资源管理现状，分析各类园地资源的特点，结合自

然资源管理实际需要，与《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相衔接，明确园地分等定级的总体目标是显化园地资源的质量差异。

其中，园地等别侧重体现园地的自然质量水平差异；园地级别侧重反

映园地综合质量差异。明确分区开展、综合分析、突出主导因素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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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统筹分等定级技术方法，规范工作内容和技术

流程，明确成果管理要求。满足开展园地分等定级工作的基本技术需

要，实现园地资源分等定级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四）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和立项阶段（2020年 1月—2021年 4月） 

（1）2020 年 1 月-2021 年 4 月，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部署开展 2020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20〕23号）关于“在江西信丰、湖南常宁和海南三亚部署试点，

开展园地和未利用地分等研究，探索构建全国园地分等评价体系”的

要求，开展了江西省信丰县柑橘园分等试点，湖南省常宁市茶园分等

试点，海南省三亚市橡胶园地分等试点。通过试点工作，初步构建了

以气候、地形、土壤等反映园地资源自然属性质量为主的园地分等评

价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已纳入《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2）2021年 3月，编制了《园地分等定级规程自然资源标准项

目建议书》，作为行标制定计划纳入了《2021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

订工作计划》，标准计划号 202115001。 

2.起草阶段（2021年 5月-9月初） 

（1）2021年 5-6月，在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的指导下，部国

土整治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前期分等试点的基础上，开展

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编制工作。部国土整治中心组建园地分等定级规程

起草组（以下简称“起草组”），研究确定规程框架和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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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组织研讨会，形成《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第一稿）。 

（2）2021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编

制工作思路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

国农业大学、国家林草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

记代理人协会、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参会。会

议集中讨论了《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第一稿），并深入研究园地分等

成果全国可比等关键技术问题，形成《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第二稿）。 

（3）2021年 7-8月，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下发《关于协助开

展园地分等定级调研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1〕62 号），围绕影

响园地分等定级的指标体系构建，部署调研工作。2021 年 7 月 4-29

日，起草组赴海南、广西、山东 3个省份开展园地分等定级调研。调

研围绕园地分等定级指标体系构建、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展开，内容包

括省（区）园地类型、规模、分布状况、影响园地质量的自然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等。起草组与当地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高校科研单位、种植大户开展深入访谈。在

调研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第三稿）。 

（4）2021年 9月 8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园地分等定级规程专家

咨询会，邀请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对《园地分等定级规程》（第三稿）开

展咨询讨论。在此基础上，起草组进一步修改形成《园地分等定级规

程》（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阶段（2021年 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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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8 日，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下发《关于征求<园

地分等定级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1〕

97 号），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自然资源局，部相关司局，有关专家征求意见。11 月，在网

络上开展意见征求工作。 

线下发送“征求意见稿”38 个单位，收到“征求意见稿”后，

回函的单位数为 28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

见的单位数为 19 个，回函无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为 9 个，没有回函

的单位数为 10个。另外还有 11位专家反馈了建议或意见。共收集到

28个单位、11位专家的 271条意见建议。采纳 169条，部分采纳 77

条，未采纳 25条。线上征求意见，无建议或意见反馈。 

按照收集到的建议或意见，对规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完善，召开

专家研讨会，修改形成了《园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编制说明

和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4.审查阶段（2021年 12月-2022年 1月） 

2021 年 12 月 28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土地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采取“现场+线上视频”

的方式组织委员对《园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土

地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共 25 名委员，其中 1 名回避，16 名赞成，

8 名赞成但有意见或建议。委员会共提出 58 条意见或建议，采纳 52

条，部分采纳 3条，未采纳 3条。按照委员意见或建议，起草组对送

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园地分等定级规程》（报批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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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等。 

（五）标准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为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自然资源部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司，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中农业大学。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为：郑凌志、陈桂珅、程锋、

王正颐、吴克宁、冯喆、张安录负责标准起草的总体统筹、技术指导、

结构设计和全篇统稿等，组织开展试点、调研、研讨、综合研究及标

准文本编写工作。张蕾娜、王巍、苗利梅、李伟成、李超、刘凡、彭

敏、李欢、蔡银莺等参与调研、试点研究及标准编写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与现有标准衔接。园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门类，现有的标准

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质量评价方法进行了规定。在《园地分等定级

规程》的编制过程中，起草组充分考虑了与现有标准的衔接，并在符

合相关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园地的特点进行了完善与补充。主要衔接

的标准文件包括《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农用

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等。 

2.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相对于耕地、林地、草地的管理，有关部

门对园地的管理方式较为灵活，基础数据不足的情况广泛存在。在《园

地分等定级规程》的编制过程中，起草组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

础上，优先利用已有的调查成果和监测数据，同时从科学性出发，拟



 7 

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力图使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为相关的调查、

监测等工作提供参考。 

3.普适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园地种植作物的类型多样，不同作物

适宜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在评价园地质量时，需根据不同的作物类

型，拟定不同的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但园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一个门

类，在评价时必须考虑其整体性，并且保证在一定范围内可比。因此，

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考虑了果园、茶园、橡胶园和其他园地之间的差

异，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定起草、编写本规程文本，主要内

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园地分等、

园地定级共六章，以及七个针对园地分等定级的规范性附录。 

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地分等定级的总体原则、工作对象、技术方法、

技术流程、工作程序、技术要点和成果编绘等。 

本文件适用于现状园地的分等定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示了本文件中直接引用的自然资源分等定级相关技术

文件，包括《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自然资源

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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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明确了五个术语和定义，包括园地、园地等别、园地级别、

园地分等、园地定级等通用性术语，据此明确本文件的基本定位；文

字表述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和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及相关法律规定相衔接。 

4.总体原则 

本部分明确了在各类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中具有高度共识的四项

总体原则： 

分类分区原则。园地分等定级按照园地二级地类开展。园地二级

地类为果园、茶园、橡胶园和其他园地。园地分等按全国自然资源分

等定级分区开展。全国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分区按照 TD/T 1060附录 A

的相关要求。 

综合分析原则。园地分等定级是对影响园地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

综合分析，建立指标体系时应充分反映园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区位

等综合属性。园地分等侧重园地自然质量，园地定级侧重园地综合质

量。 

主导因素原则。园地分等定级重点分析对园地质量起重要作用的

因素，突出主导因素的影响。 

定量定性相结合原则。园地分等定级以定量评价为主，对现阶段

难以量化的因素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将定性分析的结果进行量化，

提高工作精度。 

5.园地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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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详细规定了园地分等的分等对象为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

变更调查的现状园地；明确了分等采用因素法；规范了分等的技术流

程、工作程序及技术要点，等别划分，分等成果汇编和验收、更新和

发布与应用等。 

6.园地定级 

本部分详细规定了园地定级对象是县域范围内全国国土调查及

年度变更调查的现状园地；明确了定级采用因素法或修正法；规范了

定级的技术流程、工作程序及技术要点，定级成果的编绘、验收、更

新和发布与应用等。 

7.附录 

本文件包括五个规范性附录，分别为 A园地分等定级外业补充调

查工作要求、B 园地分等指标体系、C 园地分等定级结果汇总表、D

园地等别颜色系统和等别图示、E园地定级指标体系。 

在附录 A园地分等定级外业补充调查工作要求中，列举了样点选

取、土壤采样与农化分析等外业工作的具体流程。 

在附录 B园地分等指标体系中，构建了园地分等的指标体系，包

括必选和备选指标，并就指标内涵进行了详细说明。对果园、茶园、

橡胶园、其他园地等不同园地利用类型，还规定了不同分区的指标等

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 

在附录 C 园地分等定级结果汇总表中，给出了等别面积汇总表、

等别地类面积汇总表、级别面积汇总表、级别地类面积汇总表。 

在附录 D园地等别颜色系统和等别图示中，对园地等别色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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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明，并给出了推荐的园地分等省级成果制图色标系统和园地等别

图示。 

在附录 E园地定级指标体系中，构建了园地定级的指标体系，包

括必选和备选指标，并就指标内涵进行了详细说明。对果园、茶园、

橡胶园、其他园地等不同园地利用类型的定级指标进行了分类明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

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分析论证 

1.主要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分析、整理各种园地类型质量评价的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领域重要科研成果，

深刻理解当前果园分等定级的实践需求、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采用

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研究各种类型园地分等定级的共性、特点、差异

和关系，统筹协调国内现行相关标准、规程和技术规范，归纳分等定

级工作的基本技术原则和主要技术路径，分析果园、茶园、橡胶园与

其他园地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各类园地分等定级方法及要点。 

2.过程与结论 

（1）资料收集与分析 

在编制过程中，起草组主要收集了四个方面的资料，包括： 

一是与自然资源质量评价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自然资源分等

定级通则》（TD/T 1060）、《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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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农用地质量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基础地

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1995）、《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二是与园地栽培作物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橡胶树栽培技术规

程》（NY/T 221-2006）、《橡胶树种植基地建设标准》（NY/T 2167-2012）、

《苹果生产技术规程》（NY/T 441-2001）、《苹果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856-2004）、《柑橘栽培技术规程》（NY/T 975-2006）、《标准

茶园建设规范》（NY/T2172-2012）等。 

三是统计年鉴等记载园地面积、产量等状况的文献资料，以及实

地调查获取的数据资料等。 

四是园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园艺作物栽培等相关文献资料等。 

通过整理、分析与归纳上述资料，掌握了现行有关法律、法规、

国家标准和相关理论的内容和要求，为本文件的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2）调查研究 

为保障本文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起草组先后于 2020年 11-12

月、2021 年 7 月赴海南、江西、湖南、广西和山东实地调研，主要

调研的内容有：园地自然属性特征、园地分等定级实践需求、工作内

容和工作任务，各种园地类型分等定级的特点、共性、差异和关系、

以及影响不同园地作物类型生长的主要指标体系及其区间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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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效果 

本文件是国内首部整体规范园地分等定级方法的技术标准，填补

了本领域规范性文件的空白，并为进一步加强对各种园地类型的管理

奠定基础。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和广泛收集资料，目前并未发现对园地分等

定级进行整体规范的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基本理念与核心技术方法等方面与相关自然资源类型

的国际准则具有一定的互通性，同时满足具有中国特色的园地管理与

开发利用制度约束与应用需求。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且与现行相关标

准充分衔接。本文件在园地及其分类的定义上，采用了《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中的规定。在全国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分区、总体原则，分等定级的程序、方法和指标体

系构建上，遵循了《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的

思路，并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分等定级技术路线、成果编绘等内容，

衔接了《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5-2012）和《农用地定级

规程》（GB/T 28405-2012）中的相关内容。此外，指标体系构建还参

考了部分园地作物的相关标准。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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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根据内容及适用范围，建议将本文件作为行业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标准，标准发布后，建议标准管理机构面向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相关科研事业单位、专业评估机构等做好宣传，标准起草单位

协助做好培训工作，切实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是新标准，无现行有关标准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调研、试点和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各省（区、市）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来自高校、事业单位及评估机构

的专家学者与众多专业人士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的起

草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