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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了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实践经验。 第一,填海后建

设项目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问题;第二,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化在法律程序上的衔接,主要

包括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程序问题以及补缴土地出让金的问题;第三,海域使用权

转化为土地使用权后权利内容的衔接,包括权利人的衔接以及使用期限的衔接。 总的来说,福建省在以上

三个方面均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较为完备的衔接制度,但仍有部分问题亟需解决。 需要从制定陆海统

筹规划、构建填海形成土地的收益共享机制、明确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权利期限衔接等方面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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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eclamation and land manage鄄
ment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fields:1. the conformance betwee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fter sea rec鄄
lamation and land use planning; 2. the legal procedure of replacing sea area using rights to land using rights,including
management process and supplementary payment of land鄄transferring fees; 3. the extension of substantive rights ( e.
g. ,obligee and duration) between sea area use and land use. In general,Fujian province has built up a relatively per鄄
fect system on the above fields.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legal and practical issues to be resolved. To impro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eclamation and land management in Fujian,several suggestions are given,which mainly in鄄
clude drawing up an overall planning of both land and sea,constructing th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between marine
department and land department,and clearing the duration of sea area using rights and land us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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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依赖海

洋。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
及人们对海洋认识的增强,包括围填海造地在内

的各类用海活动日渐增多。 尤其是国家对土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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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严格的管理政策,使围填海造地成为一些地

方建立土地储备、解决用地紧张的重要途径[1鄄3]。
然而,由于土地和海域的管理适用于不同的

法律规章、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导致地方

实践中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之间存在着若

干衔接问题亟待进一步明确[4鄄9]。 总的来说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填海后建设的项目(工业用

海、交通运输用海、城镇建设填海造地用海)与土

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问题;第二,海域使用权和土

地使用权的转化在法律程序上如何衔接的问题,
实践中主要是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

用权证的程序问题;第三,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

使用权后权利内容如何衔接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通过调研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

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实践,梳理当前管理程序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已有成功经验并给出合理

建议,能够为进一步加强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

制度衔接提供科学支撑。

1摇 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国家规定

在国家目前的土地管理、海域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中,对填海造地形成的土地如何确权仅进行

了若干原则性规定[4鄄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

称《海域法》)第十五条规定“沿海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等规划涉及用海的,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

衔接冶。 考虑到所有用海建设项目都必须符合海

洋能够区划的要求,这其实原则性规定了项目用

海目的要与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的

要求相符合,避免填海后的开发与土地相关规划

不衔接的问题。 另外,第十六条规定“申请用海

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等书面材料冶,而在海域

使用论证报告书的编写、评审环节中,该项目用海

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符合性问题是重点

论证事项。 如此可以通过海域使用论证制度进一

步规范单个项目用海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问

题。 《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

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也2010页219
号)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海洋功能区划涉及围填海造地的内容、范围和

规模要相互衔接,近期围填海的规模、用途和布局

要一致,远期围填海的利用方向不冲突。 海洋功

能区划已明确围填海造地规模和范围的,应纳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冶 [10]。
《海域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应

当自填海项目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换发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书冶。 《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关

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

规定“对单个项目建设的,属于公益性项目、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围填海造地竣工验收后,按划拨

土地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属于非公益性且依法可

协议出让土地的项目,签订协议出让合同并补交

土地出让金与海域使用金的差价后,申请办理土

地相关手续冶 [10]。 这些条款均原则性地规定了填

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程序

问题。
但对于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海域使用权

转化为土地使用权后权利内容如何衔接的问题,
在《海域法》、《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

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国家其他

规定中并未直接体现。

2摇 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实

践和完善建议

2. 1摇 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

实践

2. 1. 1摇 填海后建设项目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

性衔接

摇 摇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6 年第三次

修正版)第十三条规定“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核海域使用申请时,应书

面征求同级国土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各部门应在

五日内反馈书面意见冶 [11]。 另外,第十条规定“围
填海项目用海申请,应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书冶 [11],即通过海域使用论证制度规范单个项目

用海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问题。
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实

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闽政办也2010页267 号)
(以下简称《换证办法》)中,总则内要求“规划部

门应提前介入,合理做好宗地所在区域城乡规划

的编制工作,为项目建设创造条件冶 [12]。 第六条

进一步明确了宗地在城乡规划确定建设用地范围

内和用地范围外两种情形下的规划条件要求[12]。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海域使用

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见》 (闽政也2014页59 号)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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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间的衔接做出了明确。 其中第三条规定“海
域使用权出让方案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

土、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共同制订,并报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出让方案应当就填海

形成土地的界址和用途、填海面积、规划条件、使
用期限、出让价款组成、海洋环境保护要求等内容

进行明确冶 [13]。
由上述若干规定可以看出,在实践中无法完

全实现多规合一的情况下,福建省一方面通过要

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前介入,由其出具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冶,并作为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海域使用申请的必须材料;另一方面通过

会同国土、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共同制订海域出让

方案,明确填海形成土地的界址和用途,来保障围

填海项目用海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 另外,
福建省亦通过强调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来进一步

保证单个项目用海与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的

符合性问题。
2. 1. 2摇 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

证的程序

(1)行政管理程序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明

确了填海竣工三个月内换发土地证的要求[11]。
同时,为进一步明确换证流程,福建省又先后颁布

了《换证办法》 [1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科学有

序做好填海造地工作的若干意见》 (闽政也2010页
11 号) [14]等文件,对换证主体、换证程序、需提交

材料等内容进行细致规定。 依法填海造地根据不

同土地用途可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农用

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划拨类型)、《国有土地

使用证》 (出让类型)及《林权证》等[14];换证后,
应当在原海域使用权证书备注栏上注明“已换发

国有土地使用证冶或“已换发林权证冶的字样,并
将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并移交省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办理海域使用权

注销手续[12]。 而政府组织实施填海或政府回购

的建设用地,则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申请换发国

有土地使用证,并按照现行国有建设用地管理的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实施供地[14]。 另外,申请换

证时应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海域使用权证书、海
域使用权人身份证明材料、填海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通知书及验收测量报告等相关材料[12]。
总的来说,福建省在规范填海造地海域使用

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管理程序方面非常

完善,对换证流程的前、中、后期均进行了细致规

定,具体包括换证的时间要求、申请换证需提交的

材料、用地手续办理流程以及换证后的海域使用

权注销等等。 而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福建省各市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换证过程中

土地使用金如何进行计算尚存一定困惑;尤其是

随着《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海域使用

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土地出让金如何

计算成为困扰建设造地用海管理的主要问题。 因

此,我们在下文针对土地使用金补缴情况进行单

独讨论。
(2)补缴土地出让金

关于换发土地证过程中是否需要补缴土地出

让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哪种

类型需要补缴;另一方面是补缴金额是多少。
对于哪种类型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福建省

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宗地确认为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的、确认为工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不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确认为其他出让类型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均需要补缴土地出让

金[12]。 而对于补缴金额,福建省的规定是“按照

市场评估的价格扣除已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和实际

投入的填海成本等费用计算[10鄄11]冶。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福建省主要按照填海

后的土地类型来确定是否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
补缴的类型主要针对于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增

值较高的建设类型。 其原因在于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较低,而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的地价高,通过

填海的形式获得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会获得非常

高的利润回报,这一方面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另
一方面也会刺激填海行为。 因此,福建省针对这

几种用地类型征收土地出让金,并按照“市场评

估价格扣除已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和实际投入的填

海成本等费用计算冶,以此压缩填海造地的利润

空间,对填海造地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福建省海域资源市场化

配置的推动(即海域招拍挂制度的实施),地方政

府在确定土地出让金金额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困

惑。 根据福建省要求,“除列入省重点项目的能

源、交通、水利项目或者国家审批的重大产业项目

之外的经营性项目用海,均需要通过招标、拍卖、
挂牌的市场化方式取得使用权冶 [13]。 同时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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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管理与土地管理的衔接,减少换证程序,福建

省将土地出让金由换证时补缴,更改为获取海域

使用权时一并缴纳[13];这就需要在编制海域使用

权出让方案前对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予以确定。
而上文提到的土地使用金计算方法的前提条件是

海域使用金已经缴纳;且更多的针对于按国家海

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缴纳的情形(申请获得海域使

用权)。 因此,在最新的市场化配置要求下,土地

出让金缴纳额度的确定存在一定不衔接的问题。
通过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咨询、调研,我

们了解到,为解决这种衔接问题,其确定的工作思

路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国土主管部门确定

填海形成土地的用途、容积率,以及该设定条件下

的土地出让金(一般在海洋主管部门组织的用海

联席会议上确定);其中,国土部门通过综合考虑

周边土地地价、填海形成土地的用途及设定开发

条件、填海成本等因素予以确定土地出让金;招拍

挂溢价部分均作为海域的贡献,而土地出让金是

固定的(与最终成交价没关系)。 但这种思路在

实践中存在较大异议,主要体现在:1、填海周期往

往在 3 年以上,期初征收土地出让金与换证时征

收可能存在较大差距;2、将招拍挂溢价部分全部

作为海域的贡献,忽略了周边土地改造、设施配套

的贡献,对国土管理部门的利益有影响。
(3)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随着福建省全面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海域使用权登记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移交至不动

产登记中心;原“海域使用权证书冶也对应换发为

“不动产权证书冶 (权利类型明确为“海域使用

权冶)。
新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仅对登记机关、证

书类型做出改变,并未对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

使用权证的程序做出其他修改。 《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59 条规定,“因围填海造地

等原因导致海域灭失的,申请人应在围填海造地

工程竣工后,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并办理海

域使用权注销登记冶 [15]。
2. 1. 3摇 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

证的权利内容衔接

(1)权利人衔接

关于填海造地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

证的权利人衔接问题,我们根据福建省实践经验

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考虑,一种是自用型填海项目

的衔接,另一种是政府收储型填海项目的衔接。
关于自用型填海项目的衔接。 《福建省海域

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关于三个月内换发土

地使用证、确认土地使用权的规定[11] 中,尽管没

有明确说明新增土地使用权人为原海域使用权

人;但是该条文规定的内容是以海域使用权证书

“换发冶土地使用权证书,不是申请土地使用证,
所以应当理解为填海项目原海域使用权人是当然

的新增土地使用权人。 这是海域物权化的意义所

在,也符合海域使用权民事化的宗旨。 与之相一

致的,福建省在实际操作也认为自用型填海项目

原海域使用权人即为新增土地的使用权人。
关于政府收储型填海项目的衔接。 在福建省

实践操作中,还存在着政府委托填海的项目。 政

府委托代建单位进行区域建设用海的整体围填和

整理开发;政府将填好的土地回购收储,再出让给

具体的用地企业。 这种情况下的海域使用权人和

土地使用权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针对于这种情

况,《换证办法》第二条规定“填海项目竣工后三

个月内……政府组织实施填海形成的或者政府回

购填海形成的建设用地,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申

请换证冶 [12]。
(2)使用期限衔接

关于新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期限,《换证办法》
第八条规定“确认为出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海域使用权证书上

登记的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冶 [12]。 也就是说,对
于换发出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换证后

的土地使用期限即为海域使用期限扣除该项目填

海施工的周期。 但是福建省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

并未规定确认为划拨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期限问题。 考虑到列入《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

用地项目审核严格,应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项目,并非以营利为目

的。 因此,这类填海项目的用地期限不能与出让

类型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要求一致,应该直接按照

土地部门的规定执行。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海域法》 规定

“建设工程用海最高五十年冶;即填海造地形成的

土地最高使用期限为五十年。 而《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对各种用

地类型期限的规定是“居住用地最高七十年;工
业用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最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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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最高四十年冶 [16]。 这

样来看,如果填海后土地用于商业开发,那么福建

省有关换证后土地期限的规定就与土地部门要求

的“商业用地最高四十年冶的规定不一致。 但从

对管理部门和相关专家的咨询结果看,大家普遍

认为这种情况下填海后形成土地的期限应该遵从

土地管理的规定。 主要原因如下:1、填海后已形

成陆地,理应由国土部门统一管理;2、对于建设填

海造地用海来说,海域使用期限 50 年还是 40 年

对其影响不大,填海施工周期一般在 2 ~ 5 年,而
海域使用权在填海结束换发土地证之后就要注

销,因此新形成土地的期限应该遵从土地管理的

规定。
2. 2摇 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

完善建议

2. 2. 1摇 制定陆海统筹规划

由于当前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陆域管理和海域

管理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这就决定了各

部门主导的区划、规划难免有不衔接之处。 比如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海洋功能区划》仅划

分出适宜填海造地的海域,但是对填海后形成的

陆域用途、规划条件没有进一步要求;国土、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主导的《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对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城市发展做出了

详细规划,却没有将城镇建设填海造地用海纳入

城乡规划管控范围。
因此,在当前无法完全实现多规合一、缺乏陆

海统筹规划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会同国土、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联合制订海域出让方案,以及实

施海域使用论证制度等举措来保障用海项目与土

地利用规划的符合性衔接。 但也存在着审批手续

繁杂,审批周期长等诸多问题,增加了企业的用海

成本。 而统一的“陆海统筹规划冶,将适宜填海海

域统一纳入城乡规划管控范围,确定明确的规划

条件,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用海效率,减少海洋

行政主管部分的审批手续,也能更好地保障填海

项目与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尤其是在当前国务院机构改革背景下,原国

土资源部职责、原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职责、住建

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等统一到新成立的自然资

源部。 这无疑对于顺利推动“陆海统筹规划冶,实
现“多规合一冶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中涉海部分,
可以参照原土地利用规划的方式,明确填海后形

成土地的功能定位及具体的规划条件,这既是保

证填海后建设项目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符合的必然

要求,也是明确填海形成土地收益共享机制的

基础。
2. 2. 2摇 明确填海形成土地的收益共享机制

福建省已经针对哪种类型换证需要补缴土地

出让金的问题予以明确。 但是在海域资源市场化

配置的推动下,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的确定存在

一定不衔接的问题。 即以招拍挂形式出让填海造

地海域使用权所获得收益在土地部门与海洋部门

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
尽管根据当前机构改革方案,原国家海洋局

的海域管理职能已经并入到自然资源部。 从理论

上讲,海域使用金、土地出让金均作为资源租金,
且均由自然资源部管理,长远看合二为一,以资源

租金的形式统一征收也是种可能的方案。 但从实

践来看,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后,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仍联合印发了“《调整海域、无居民海

岛使用金征收标准》 的通知冶 (财综 也2018页 15
号) [17]。 由此可见,在近期,海域使用金和土地出

让金仍将是两种并行的资源租金,还是有必要探

讨填海形成土地的收益共享机制。
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价值扣除各项成本(前

期费用、补偿费用、填海成本、土地开发成本、利息

等)及客观利润后[18],剩余部分(V)为海域使用

金与土地出让金之和。 这部分价值的大小主要是

由海域空间、规划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共同

决定。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填海造地形

成土地后的收益如何在土地与海洋部门之间分配

进行规范。 本文建议以“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的

最低价(PL忆)冶和“海域使用权最低价(PS忆)冶的比

值作为剩余收益(V)在土地与海洋部门之间的分

配比例。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

估技术规范(试行)》,“拟出让土地最低价(PL忆)
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地拆迁补偿费以

及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各项税费之和对比冶 [19]。
而本文探讨的新增土地为填海形成,不存在征地

拆迁补偿费和耕地占用税等其他税费,故可仅考

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具体取值标准可参

照现行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

准及等别》 [20]。 关于海域使用权最低价(PS忆),福
建省规定“海域招拍挂底价不低于同类项目海域

使用金最低标准冶 [21],因此取值可以直接参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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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22]。 具体分配公

式为:

PL =
PL忆

PL忆+PS忆
V (1)

PS =
PS忆

PL忆+PS忆
V (2)

式中:PL 为土地部门的收益分成;PS 为海洋

部门的收益分成;PL忆为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最

低价,取值标准可参照现行的《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及等别》;PS忆为海域使用

权最低价,取值可参照现行的《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V 为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价值扣除各项成

本及客观利润后的剩余部分。
2. 2. 3摇 完善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

期限衔接

关于新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期限,福建省当前

的规定为“确认为出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海域使用权证书上登

记的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冶 [12]。 根据此规定,在
填海后土地用于商业开发的情况下,就存在着

《海域法》规定的“建设工程用海最高五十年冶与
土地部门要求的“商业用地最高四十年冶的规定

如何衔接的问题。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颁发海域使用权证时,

要充分考虑到填海后的土地用途,不能直接以海

域使用最高年限颁发。 比如填海后用于商业开发

的用海,就应该综合考虑到“商业用地最高四十

年冶的规定和正常填海施工周期予以确定使用年

限。 而编制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过程中,也应

该结合土地管理的要求,重点就“用海期限合理

性冶予以讨论,进而确定海域使用年限。 福建省

也可参照浙江省的经验对此规定进一步完善。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除了规

定“填海形成土地的使用权期限为海域使用权期

限的剩余期限冶外,还进一步明确了“若剩余期限

超过土地使用权最高期限,则按土地的最高期限

确定冶 [23]。

3摇 总摇 结

为进一步完善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之

间的衔接,本文以福建省为例,从以下三个方面总

结了福建省围填海造地与土地管理制度衔接的实

践经验:1)填海后建设项目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

合性问题;2)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化在

法律程序上的衔接,主要包括填海造地海域使用

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程序问题以及补缴土地

出让金的问题;3)海域使用权转化为土地使用权

后权利内容的衔接,包括权利人的衔接以及使用

期限的衔接。
总的来说,福建省在以上三个方面均制定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较为完备的衔接制度,对其他沿海

省市有积极地参考作用,但仍有部分问题亟需解

决。 在制度完善方面,需要着重考虑陆海统筹规划

的制定、填海形成土地收益共享机制的构建、海域

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的权利期限衔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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