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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自然资高听告字〔2021〕第10号

听证告知书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白联经济联合社、雅瑶经济联合社、洲龙

经济联合社、大旗经济联合社、下灶经济联合社、长坑经济联

合社、九山村第一经济合作社、九山村第三经济合作社、南岗

村第二经济合作社、南岗村第九经济合作社、蝉坑村第一经济

合作社、蝉坑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蝉坑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蝉

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中岗村第三经济合作社、中岗村第四经

济合作社：

因城镇建设需要，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拟征收

你单位集体土地25.1987公顷(耕地6.0818公顷、园地0.5575公

顷、林地7.7691公顷、其他农用地10.7903公顷)。根据土地管

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初步拟

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

本次征地，拟对征收土地范围涉及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

老保障。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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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拟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

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和《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号）的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

案报批之前，你们对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障对象、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

请你们按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和《关于切实做好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告知后5个

工作日内，向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地址∶高要区府前

大街1-1号，邮编∶526100，联系人∶谢宇星，联系电话∶

0758-8368268）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听证。

特此告知。

附件：1、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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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自然资高听告字〔2021〕第11号

听证告知书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腰岗经济联合社∶

因城镇建设需要，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拟征收

你单位集体土地1.4368公顷(其他农用地1.4368公顷)。根据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初

步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

本次征地，拟对征收土地范围涉及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

老保障。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等有

关规定，拟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

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和《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号）的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

案报批之前，你们对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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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障对象、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

请你们按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和《关于切实做好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告知后5个

工作日内，向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地址∶高要区府前

大街1-1号，邮编∶526100，联系人∶谢宇星，联系电话∶

0758-8368268）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听证。

特此告知

附件：1、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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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自然资高听告字〔2021〕第12号

听证告知书
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

村村一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二村经济合

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三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横江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

村杜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一经济

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

蚬岗镇芙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经济联合

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村三组经济合作社∶

因城镇建设需要， 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拟征

收你单位集体土地40.3607公顷(耕地3.1745公顷、园地0.0551

公顷、林地23.2735公顷、其他农用地10.9582公顷、建设用地

1.2077公顷、未利用地1.6917公顷)。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初步拟定了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本次征地，拟对征收土地范围涉及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

老保障。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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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等有

关规定，拟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拟逐级上报有批准

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和《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 号）的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方案报批之前，你们对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障对象、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

请你们按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和《关于切实做好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告知后 5 个

工作日内，向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地址∶高要区府前

大街 1-1 号，邮编∶526100，联系人∶谢宇星，联系电话∶

0758-8368268）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听证。

特此告知。

附件：1、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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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征收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

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

南村村一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二村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三村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横江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

岗镇杜村村杜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

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二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三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芙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

岗镇古迳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村三组经济

合作社：

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征收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经

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一村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二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

岗镇南村村三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横

江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

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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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芙

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经济联合社、肇庆

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村三组经济合作社地段的集体土地合计

40.3607公顷【农用地37.4613公顷(耕地3.1745公顷、园地

0.0551公顷、林地23.2735公顷、其他农用地10.9582公顷)、

建设用地1.2077公顷、未利用地1.6917公顷】,作为肇庆市金

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用地。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定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如下：

一、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1、耕地79.5万元/公顷；

2、园地79.5万元/公顷；

3、林地79.5万元/公顷；

4、其他农用地79.5万元/公顷；

5、建设用地79.5万元/公顷；

6、未利用地79.5万元/公顷。

上述征地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补偿总额为3208.6760

万元。

二、 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用来安置被征地农民，安

置补助费已计入征收土地补偿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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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留用地安置：征收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经济联合

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南村村一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

区蚬岗镇南村村二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

南村村三村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横江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

区蚬岗镇杜村村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

杜村村杜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芙罗经济

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古迳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

区蚬岗镇古迳村三组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合共40.3607公顷，

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15%安排，留用地面积6.0543公顷，

根据被征地村集体意愿折算成货币补偿，补偿标准为225万元

/公顷，补偿总额为1362.2175万元。

3、社保安置：具体方案以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订的养老保障方案为准。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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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征收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

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西坝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东坝经

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金

利村星西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二经济合

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

区金利村星西四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七甲经济

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茅岗村榕根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三

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沙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

高要区茅岗村书楼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深巷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麦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三要村要新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新二

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一经济合作社、肇庆

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

甲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四经济合作社、

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

六甲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三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四经济合作社：

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征收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西坝经

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东坝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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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一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

星西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四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七甲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

岗村榕根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二经济合

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

区茅岗村沙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书楼经济合

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深巷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

三要村要麦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新一经济合

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新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

区金三村五甲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二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

高要区金三村五甲四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

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二经济合作社、肇庆

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

甲四经济合作社地段的集体土地合计30.5560公顷【农用地

26.8063公顷(耕地2.4134公顷、林地2.7971公顷、其他农用

地21.5958公顷)、建设用地0.7201公顷、未利用地3.0296公

顷】,作为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用地。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定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如下：

一、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1、耕地99万元/公顷；

2、林地99万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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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农用地99万元/公顷；

4、建设用地99万元/公顷；

5、未利用地99万元/公顷。

上述征地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补偿总额为3025.0440

万元。

二、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用来安置被征地农民，安

置补助费已计入征收土地补偿费内。

2、留用地安置：征收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西坝经济联合

社、肇庆市高要区东坝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经济

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金利村星西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三

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利村星西四经济合作社、肇庆

市高要区金利村七甲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

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二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榕根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

沙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茅岗村书楼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茅岗村深巷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

麦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新一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三要村要新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

五甲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二经济合作社

、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五甲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

三村五甲四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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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村六甲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金三村六甲四经济

合作社集体土地合共30.5560公顷，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

15%安排，留用地面积4.5835公顷，根据被征地村集体意愿折

算成货币补偿，补偿标准为225万元/公顷，补偿总额为

1031.2875万元。

3、社保安置：具体方案以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订的养老保障方案为准。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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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征收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腰岗经济联合社：

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征收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腰

岗经济联合社地段的集体土地合计1.4368公顷【农用地

1.4368公顷(其他农用地1.4368公顷)】,作为肇庆市金

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用地。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定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

方案如下：

一、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其他农用地99万元/公顷。上述征地的征地补偿和安

置补助费补偿总额为142.2432万元。

二、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用来安置被征地农

民，安置补助费已计入征收土地补偿费内。

2.留用地安置：征收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腰岗经济

联合社集体土地合共1.4368公顷，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

积的15%安排，留用地面积0.2154公顷，根据被征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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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意愿折算成货币补偿，补偿标准为240万元/公顷，

补偿总额为51.6960万元。

3.社保安置：具体方案以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制订的养老保障方案为准。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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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征收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白联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

九山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村第三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南岗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南岗村第九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

土镇雅瑶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洲龙经济联合

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大旗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

土镇下灶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一经济

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

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

镇蝉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中岗村第三

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中岗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长坑经济联合社：

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征收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白联经

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

土镇南岗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南岗村第

九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雅瑶经济联合社、肇庆

市高要区白土镇洲龙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大旗

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下灶经济联合社、肇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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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

蝉坑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三经

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肇

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中岗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

土镇中岗村第四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长坑经济

联合社地段的集体土地合计25.1987公顷【农用地25.1987公

顷(耕地6.0818公顷、园地0.5575公顷、林地7.7691公顷、其

他农用地10.7903公顷)】,作为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

程用地。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定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如下：

一、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1、耕地99万元/公顷；

2、园地99万元/公顷；

3、林地99万元/公顷；

4、其他农用地99万元/公顷。

上述征地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补偿总额为2494.6713

万元。

二、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用来安置被征地农民，安

置补助费已计入征收土地补偿费内。

2、留用地安置：征收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白联经济联合

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白土镇九山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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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南岗村第九经济

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雅瑶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

区白土镇洲龙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大旗经济联

合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下灶经济联合社、肇庆市高要区

白土镇蝉坑村第一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

第二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三经济合作

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蝉坑村第六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

要区白土镇中岗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中

岗村第四经济合作社、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长坑经济联合社

集体土地合共25.1987公顷，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15%安

排，留用地面积3.7797公顷，根据被征地村集体意愿折算成

货币补偿，补偿标准为225万元/公顷，补偿总额为850.4325

万元。

3、社保安置：具体方案以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订的养老保障方案为准。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要分局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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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关于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利镇
地块)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号，下称劳社部发〔2007〕14号)、《转发劳动保障部、国

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粤劳社发〔2007〕22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0〕41号）有关规定

精神，拟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利镇地块)征

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

一、对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利镇地块)征

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

二、纳入本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象人数。经对金

利镇人民政府提交资料核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

程(金利镇地块)征地项目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

人数为318人，具体名单经村民(股东)大会或村民(股东)代表

大会讨论，由村委会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准、公

示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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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标准。按粤府办〔2010〕41号文规定，被征地

农民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缴费年限为15年，

按个人最低缴费标准缴纳15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为

286.2万元。

四、筹资办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粤府办

〔2010〕41号文规定，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列入征地成本。

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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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关于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利镇
地块)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号，下称劳社部发〔2007〕14号）、《转发劳动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粤劳社发〔2007〕22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0〕41号）

有关规定精神，拟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

渡镇地块）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

一、对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渡镇地块

）征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

二、纳入本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象人数。经对金

渡镇人民政府提交资料核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

工程（金渡镇地块）征地项目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

农民人数为28人，具体名单经村民（股东）大会或村民（股

东）代表大会讨论，由村委会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核准、公示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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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标准。按粤府办〔2010〕41号文规定，被征地

农民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缴费年限为15年，

按个人最低缴费标准缴纳15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为

25.2万元。

四、筹资办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粤府办

〔2010〕41号文规定，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列入征地成本。

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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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关于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金利镇
地块)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切实做好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

〕14 号，下称劳社部发〔2007〕14号）、《转发劳动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粤劳社发〔2007）22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0〕41号）

有关规定精神，拟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蚬

岗镇地块）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

一、对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工程（蚬岗镇地块

）征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

二、纳入本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象人数。经对蚬

岗镇人民政府提交资料核定，肇庆市金利大道（双金公路）

工程（蚬岗镇地块）征地项目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

农民人数为423人，具体名单经村民（股东）大会或村民（股

东）代表大会讨论，由村委会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核准、公示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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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标准。按粤府办〔2010〕41号文规定，被征地

农民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缴费年限为15年，

按个人最低缴费标准缴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为380.7万元。

四、筹资办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粤府办

〔2010〕41号文规定，单列计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列入征地成本。

肇庆市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1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