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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参与世界银行贷款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二期）（以下简称“本项目”）
第一批子项目的区/县/市分别为临渭区、澄城县和陈仓区三个区县及宝鸡市市本

级。

根据第一批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社会尽职调查及社会影响评价，临

渭区、澄城县及陈仓区部分项目活动（如新建垃圾中转站）涉及土地征收，但不

会涉及房屋拆迁和实物安置（即搬迁或流离失所）。为了保障移民的基本权益，

并确保其生计和生活条件不受影响，甚至有所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环境社会标准

5：土地征用、土地使用限制和非自愿移民（ESS5：Land Acquisition, Restrictions
on Land Use and Involuntry Resettlement)和中国、陕西省及第一批子项目区县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土地征收和移民安置实践，编制了该项目的《移民安置计划》，

作为第一批子项目实施土地征收和移民安置的依据。

陕西省利用国外贷款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陕西省项目办”）及区县

项目办对所编制的《移民安置计划》进行了审核，同意按照移民安置计划中的相

关要求组织实施。

各区县项目办兹确认本移民安置计划的内容，承诺项目总预算中有足够的

预算用于本计划，且资金及时到位。各区县项目办将确保其辖区范围项目土地征

收及移民安置活动按照本计划实施。

单位 签章 日期

临渭区人民政府

澄城县人民政府

陈仓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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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1）项目简介

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二期）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中国塑料垃圾减量化

第二期项目。本项目由陕西省负责实施，计划于 2023年 3月提交世行执董会审

批。

由于其中大多数活动的细节（地点，规模，技术解决方案等）尚未最终确定，

计划分批实施本项目。在提议的活动中，项目评估前确定了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

活动（涉及 3个区县（临渭区、澄城县、陈仓区）及宝鸡市市本级活动）。第一

批子项目活动主要包括新建垃圾收集系统、转运设施、可回收材料/垃圾分拣设

施、转运车辆停放和维修中心及现有垃圾填埋场封场等。

在项目准备期间，陕西省项目办连同社评小组对项目“相关设施”1进行了筛

查和识别，并对相关设施的土地征收和移民安置情况开展了尽职调查，相应要求

已经纳入社会尽职调查报告。陈仓区将新建 30座生活垃圾集中点2，每个生活垃

圾集中点将服务于 3~5个村庄。根据陈仓区以往实践，这些生活垃圾集中点的用

地将由相关村协商协调后，无偿提供合适的村集体闲置建设用地进行建设，不需

进行土地征收。第一批子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报告对村收集点的用地影响进行分

析，并按照 ESS5的要求（脚注 10）建立了相关的程序指导实施过程中收集点位

置选择，以期符合村/社区自愿供地的原则。因此，本移民安置报告不对相关设

施和村收集屋（点）用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赘述。作为社会外部监测的一部分，本

移民安置计划的第 9部分—监测和评估明确了对相关设施和村收集屋（点）用地

的实施进展进行监测和评估的安排。

综述所述，本移民安置计划涵盖了第一批子项目区县新建垃圾中转站、垃圾

分拣设施等涉及的土地征（占）用的影响、补偿政策及标准、补偿方案、实施机

构及监测和评估等。

2）移民影响

第一批子项目仅需要小范围强制征地，不会涉及房屋拆迁和实物安置（即搬

迁或流离失所）。

根据项目可研及现场调查，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占地影响为 56492㎡，

其中涉及国有土地 36293㎡，需征收集体土地320199㎡。各区县第一批子项目用

地具体如下：

• 临渭区：第一批子项目活动需永久占用土地24300㎡，其中，新建中转站需

征收集体耕地1853㎡，影响2户、9人，及直接利用国有空地6867㎡；中转

站改造需征收集体土建设用地1754㎡，影响2户、7人，及直接利用国有土

地7293㎡；分拣中心建设直接利用国有建设用地6533㎡。根据调查，受影

1 本项目第一批项目活动涉及3个“相关设施”，分别为渭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以及宝鸡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 根据项目办和可研单位反馈，这些垃圾集中点占地面积约为300~500㎡，一般由3~5个村庄共用。
3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城市地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

的土地，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因此，集体土地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是归村集体经济

组织（村委会）所有。集体土地（尤其是耕地）通常分配和承包给村民个人经营，如承包30年，且可以在

承包期满后再续。每个村都有一定的（通常是一小部分）集体土地没有分配或承包给个人。为尽量减少影

响，对于该项目，将获得的土地由村委会集体管理，不承包给村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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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集体土地大部分均为闲置的建设用地及工矿用地，未承包给农户，土

地由村委会代表村集体统一管理。

• 澄城县：第一批子项目活动需永久占用土地18692㎡，其中划拨国有空地

3600㎡，征收村集体土地15092㎡，均为新建中转站引起。根据调查，受影

响的集体土地大部分均为闲置的建设用地及工矿用地，未承包给农户，土

地由村委会代表村集体统一管理。

• 陈仓区：第一批子项目活动需永久占用土地13500㎡，其中其中新建中转站

需征收村集体建设用地1500㎡，以及直接利用国有土地1000㎡；清运车辆

维护中心直接利用国有土地11000㎡。根据调查，受影响的集体土地均为闲

置的建设用地，未承包给农户，土地直接由村委会代表村集体（村里所有

村民）统一管理。

3）政策框架及应得权利

本移民计划是依据世行环境和社会标准 5（ESS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2020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4和片

区综合地价调整完善工作平均的通知》（陕国土资发〔2017〕117号）和澄城县

人民政府文件《澄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澄城县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澄政发〔2021〕2号）、《临渭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临渭区征收农

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渭临政法[2021]2号）及《陈仓区征收农用地和未

利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2021）制定。

对于土地永久征收，土地征收补偿包括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根据项目用地所涉及的乡镇区位不同，项目

征收耕地补偿 43000元/亩，青苗补偿 1000元/亩；建设用地及工矿企业用地补偿

标准在 30,000元/亩~77,000元/亩之间。

4）弱势群体

根据影响调查，第一批子项目征地不影响弱势群体。

5）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各区县项目办通过各种方式，如网站、会议、访谈、村民小组讨论，公众参

与会议及村协商，所有受影响村村民已被告知移民安置计划的关键内容。通过以

上活动让移民参与到项目中来，并在移民计划中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移民安置

计划待世行批准后在世行网站公布，并同步将移民安置信息册与移民安置计划分

发给受影响人或村组。

6）抱怨和申诉

本项目已制定申诉程序以解决补偿、安置等方面的利益纷争，目标是及时透

明地对受影响人的问题和申诉做出回馈。本项目可能产生的抱怨来源于土地征收

数量的确定、补偿标准及补偿费用支付等。对此，各区县项目办、项目实施机构

（临渭区环卫中心、澄城县环卫中心及陈仓区城管执法局）、涉及镇政府和受影

响村委员会负责协调和解决移民工作过程中的抱怨和申诉。主要的申诉机构包括

从村委会、乡镇、县区的 3个层级。在任何阶段移民可以根据民法提起诉讼。移

4 指特定区域内指定土地类型的平均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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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以针对移民安置的任何方面提出申诉，包括补偿标准等。各级机构将免费接

受受影响人口的抱怨和申诉，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将由移民不可预见费中支付。

7）机构

本项目将在陕西省项目办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对项目准备和实施的关键问题

进行决策和指导。各县区项目办与项目实施机构（临渭区环卫中心、澄城县环卫

中心及陈仓区城管执法局）安排专职人员协调和参与项目准备、移民计划准备、

实施、抱怨申诉处理、内部监测与评估等。项目土地征收由各区县政府及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统筹负责，相关乡镇政府负责土地征收和补偿实施工作。

8）监测评估和报告

本项目对移民实施情况进行内部监测和外部监测。本项目移民内部监测评估

由陕西省项目办执行，每半年向世行提供一期内部监测报告。陕西省项目办将委

托独立监测机构进行每半年外部监测评估，并定期向世行提交外部监测评估报告。

监测评估费用列入移民费用估算。第一份监测报告预计将于 2023年 7月提交（根

据当前移民安置和项目实施进度表），之后每半年提交一份监测报告并交世界银

行。

当项目土地征收及移民安置完成后，陕西项目办将聘用一个专业机构开展移

民成果及绩效评估，准备移民实施完工报告，并将提交世界银行。

9）移民实施计划

根据工程实施进度的计划安排，根据陕西省政府关于本项目的规划，第一批

子项目活动建设期为 3年，2023年 7月开工，预计 2026年 6月底竣工。为使移

民进度计划与项目建设计划安排相衔接，土地征收及移民补偿工作计划从 2023
年 5月开始至 2023年 12月结束。

10）移民安置费用预算

基于本项目的用地影响，以 2022年 8月的价格，本项目土地利用总预算 215.5
万元，其中征地补偿费用 134.8万元，青苗补偿费 2780元，社会保障费用 3.38
万元，移民安置实施机构能力培训费用 3万元，移民监测费用 30万元，征地有

关税费 16.3万元，不可预见费 27.7万元。

本项目征地补偿费用已经纳入项目投资，将由项目实施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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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城乡塑料垃圾减量项目（二期）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中国塑料垃圾减量化

第本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由陕西省负责实施，计划于 2023年 3
月提交世行执董会审批。

由于大多数活动的细节（地点，规模，技术解决方案等）尚未最终确定，本

项目将分批实施。在提议的活动中，项目评估前确定了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

（涉及 3个区县，即临渭区、澄城县、陈仓区及宝鸡市市本级活动）。第一批子

项目活动主要包括新建垃圾收集系统、转运设施、可回收材料/垃圾分拣设施、

转运车辆停放和维修中心及四个现有垃圾填埋场封场等。

图 1- 1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区县分布



2

1.2 项目组成与移民影响概况

根据项目可研和社会尽职调查以及社会影响评价，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涉及

永久征（站）用土地的项目活动如下：

• 临渭区：拟建的8座垃圾中转站，其中6座占用国有空地或临渭区供销社自

有土地，2座中转站需征收集体土地；拟建的分拣中心可直接使用临渭区废

旧物资回收公司的国有空地。

• 澄城县：拟建的9座垃圾中转站，其中2座占用国有空地，7座涉及征收集

体土地。

• 陈仓区：拟建的5座垃圾中转站，其中2座做占用国有空地，3座涉及集体

土地征收；拟建的转运车辆维修中心需占用国有空地。

各区县子项目活动土地征收及移民活动筛查详见附件 1。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在项目选址时进行了充分的方案比选，避免占用农

用地，尽可能利用国有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以避免和减小移民影响。根据调查，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主要占用国有空地及集体建设用地。

根据调查，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共永久占用土地 56492㎡；其中占用国

有土地 36293㎡；征收集体土地 20199㎡，临渭区共影响 4户 16人，澄城县征

收的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还未承包到户，其中征收耕地 1,853㎡。本项目第一批

子项目的征地将影响 2户、9人，情况详见表 1-1。

从区县来看，临渭区子项目永久占用土地 24300㎡；澄城县子项目占用土地

18692㎡；陈仓区子项目占用土地 13,500㎡。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分区县用地详

见表 1-2。

表 1- 1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用地情况汇总（按设施分）

项目活动
设施

数量
区县

合计

（㎡）

国有土

地（㎡）

集体土地

耕地

（㎡）

建设用地

及工矿企

业（㎡）

小计

（㎡）

受影

响户

受影

响人

新建中转

站

8 临渭 17767 14160 1853 1754 3607 4 16
9 澄城 18692 3600 0 15092 15092 0 0
5 陈仓 2500 1000 0 1500 1500 0 0

分拣中心 1 临渭 6533 6533 0 0 0 0 0
清运车辆

维护中心
1 陈仓 11000 11000 0 0 0 0 0

小计 56492 36293 1853 18346 20199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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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社评单位现场调查

表 1- 2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用地情况汇总（按区县分）

区县
占地合计

（㎡）

国有土地

（㎡）

集体土地

耕地（㎡）
建设用地及工

矿企业（㎡）

小计

（㎡）

受影

响户

受影响

人

临渭 24300 20693 1853 1754 3607 4 16
澄城 18692 3600 0 15092 15092 0 0
陈仓 13500 12000 0 1500 1500 0 0
小计 56492 36293 1853 18346 20199 4 16

数据来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社评单位现场调查

在项目准备期间，社评小组对项目“相关设施”5也进行了筛查和识别，并对

相关设施用地及移民开展了尽职调查，相应要求已经纳入社会尽职调查报告。陈

仓区将新建 30座生活垃圾集中点6，每个生活垃圾集中点将服务于 3~5个村庄。

根据陈仓区以往实践，这些生活垃圾集中点的用地将由相关村协商共同选择合适

的闲置的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建设，不需进行土地征收。第一批子项目的社会影

响评价报告对村收集点的用地影响进行分析，并按照 ESS5的要求（脚注 10）建

立了相关的程序指导实施过程中收集点位置选择，以期符合村/社区自愿供地的

原则。因此，本移民安置报告不对相关设施和村收集屋（点）用地的具体情况进

行赘述。作为社会外部监测的一部分，本移民安置报告的第 9部分—监测和评估

明确了对相关设施和村收集屋（点）用地的实施进展进行监测和评估的安排。

综述所述，本移民安置计划涵盖了第一批子项目区县新建中转站、垃圾分拣

设施等土地占用的影响、政策及标准、补偿方案及实施机构等。

1.3 移民安置计划的目标

本项目移民安置计划的目标为：

• 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当移民不可避免时，寻找其他的项目设计方案以

便最大限度地减少非自愿移民。

• 避免强制驱逐。

• 通过下列方式缓解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不利社会

和经济影响：(a)根据重置成本及时补偿资产损失；(b)努力协助移民进行

5 相关设施是指未获得本次贷款资金但与本项目直接且显著相关、已经或计划与本项目同时实施，且对于本

项目切实可行必不可少的那些设施。但同时，本项目并非建设相关设施的必要前提。本项目第一批项目活

动涉及3个“相关设施”，分别为渭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宝鸡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6 根据项目办和可研单位反馈，这些垃圾集中点占地面积约为300~500㎡，一般由3~5个村庄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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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或者使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切实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或项目实

施前的水平，以较高者为准。

• 将移民活动作为一种可持续开发活动构思与实施，根据项目性质提供充

足投资，使移民可直接从项目受益的措施。确保移民安置在规划时和实

施前向受影响人适当公开信息、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以及确保知情参与。

• 确保所有项目用地手续、补偿支付及生计恢复等符合中国、陕西及相关

区县的法律法规；

• 项目征地和补偿的目标、实施过程和效果应符合世行ESS5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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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影响

2.1 征地拆迁影响调查范围

受陕西省项目办委托，陕西科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社公

司”）根据可研报告为基础，于 2022年 3月~7月对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的

土地征收及移民影响进行了核实，并在影响区内进行了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和公众

咨询，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踏勘、文献收集与分析、关键信息人和村民代表的

座谈与访谈。第一批子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报告对不同类型设施用地的规模及影

响的显著性（significance）进行了分析，并在总体上提出了缓解措施避免和尽可

能减少项目征地。

2.2 项目征地拆迁影响

第一批子项目仅需要征地，不涉及房屋拆迁和实物安置（即搬迁和失去住所）。

项目用地、征地情况及受影响人情况如下：

2.2.1 永久征收集体土地

项目征收集体土地由新建垃圾中转站引起。涉及土地征收的中转站共 11座，

涉及临渭区、澄城县及陈仓区的 11个乡镇，11个村，项目共永久征收集体土地

20199㎡，影响 4户、16人，大部分为未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第一批子项目占

用耕地仅为 1853㎡（占征收集体土地的 7.3%）7，影响 2户、9人。根据对受耕

地征收影响的 2户的调查，农户收入损失率仅为 3%，受影响户收入主要来自非

农行业，因此两户人会受到轻微经济影响，项目土地征收对农户的生计影响的程

度可忽略。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拟征收集体土地情况详见表 2-1，拟征收集

体土地现状示例见图 2-1。

7 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公共设施（如垃圾中转站）必须建设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区政府应当按照有

关行政程序征用集体土地，并能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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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县王庄中转站（集体建设用地） 澄城县王庄中转站（集体工矿用地）

澄城县代庄中转站（集体建设用地） 临渭交斜中转站用地（耕地）

图 2- 1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拟征收集体土地（示例）

2.2.2 国有土地占用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将永久占用国有土地 36293㎡，全部是区政府协调

后可直接划拨给项目使用的空地。这种情况下占用国有土地不影响任何单位和个

人。各垃圾中转站拟占用国有土地情况详见表 2-2。

渭蓝中转站（现有设施-集体土地租用） 临渭双创基地中转站（国有土地）

图 2- 2 拟占用的国有土地现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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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项目拟永久征收集体土地影响情况

县区 名称 乡镇/街道 村/社区
集体土地 受影响人

土地性质 土地使用人
建设用地 耕地 小计 户数 人数

临渭区

渭蓝路中转站 站南办 韩马村 1753 0 1753 2 7 集体环卫设施用地 韩马村

交斜镇中转站 交斜镇 新寨村 0 1853 1853 2 9 耕地 2户

小计 1753 1853 3606 4 16

澄城县

王庄镇垃圾中转站 王庄镇 王庄村 1532 0 1532 0 0 集体建设用地 王庄村村集体管理

冯原镇垃圾中转站 冯原镇 吉安城村 1600 0 16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吉安城村村集体管

理

韦庄镇垃圾中转站 韦庄镇 韦庄村 1600 0 16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韦庄村村集体管理

城关镇垃圾中转站 城关镇 镇基村 4500 0 4500 0 0 集体工矿用地 镇基村村集体管理

庄头镇垃圾中转站 庄头镇 代庄村 1860 0 186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代庄村村集体管理

寺前镇垃圾中转站 寺前镇 北街村 2000 0 20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北街村村集体管理

尧头镇垃圾中转站 尧头镇 东村 2000 0 2000 0 0 集体工矿用地 东村村集体管理

小计 15092 15092 0 0

陈仓区

新街村垃圾压缩站 新街镇 新街村 500 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新街村村集体管理

香泉镇垃圾压缩站 香泉镇 石尧村 500 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集体建设用地

拓石镇垃圾压缩站 拓石镇 孟家塬村 500 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孟塬村村集体管理

小计 1500 1500 0 0

合计 18345 1853 20199 4 16

数据来源：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社评单位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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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项目拟占用国有土地汇总表

县区 名称 乡镇/街道 村/社区
项目用地
（㎡）

受影响人
土地性质 土地所有人 用地方式

国有土地 户数 人数

临渭

车雷大街中转站 杜桥办 车雷村 6453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地 渭南市城投 划拨

胜利大街中转站 杜桥办 盈田社区 840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地 渭南市城投 划拨

双创基地中转站 三张镇 韩家村 171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临渭区供销联社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故市镇中转站 故市镇 板西村 1967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临渭区供销联社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崇凝镇中转站 崇凝镇 线王村 179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临渭区供销联社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官道镇中转站 官道镇 郭家村 139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临渭区供销联社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分拣中心 站南办 贠张社区 6533 0 国有建设用地
临渭区废旧物资回
收公司

直接利用

小计 20693 0 0

澄城

赵庄镇垃圾中转站 赵庄镇 赵庄村 2000 0 0 国有建设用地 赵庄镇 划拨

交道镇垃圾中转站 交道镇 中社村 1600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地 交道镇 划拨

小计 3600 0 0

陈仓

东关压西秦村缩站 东关街道 西秦村 500 0 国有公共建设绿化
用地

区城管局 直接利用

千渭压缩站 千渭街道 李家崖村 500 0 国有公共设施用地 区城管局 直接利用

清运车辆维护中心 东关街道 贾家崖村 11000 0 0 国有市政道路及公
共设施用地

区城管局 直接利用

小计 12000 0 0
合计 36293 0 0
数据来源：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社评单位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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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受影响人及影响分析

如前所述，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永久占用土地大部分为国有空地及集体

建设用地。项目永久占用土地影响 4户、16人，详见表 2-3。

表 2- 3 项目受影响人汇总

序号 项目活动 区县 乡镇/街道 村 征地类别 受影响户 受影响人

1 交斜中转站 临渭区 交斜镇 新寨村 耕地 2 9

2 渭蓝中转站 临渭区 站南街道 韩马村 建设用地 2 7

小计 4 16

数据来源：现场调查

根据调查，渭蓝路中转站为现有设施，租用韩马村集体建设用地，租借自韩

马村 2户家庭。这两户家庭的部分收入来自地租8，但其主要来源为务工收入，

因此，征收土地对这 2户的收入没有直接影响。根据尽职调查，渭蓝路中转站用

地不符合中国及陕西省项目用的法律法规，亦即，垃圾中转站应建于国有土地，

不能建在集体耕地上，因此，本次将对其土地征收并转化为国有土地，以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详见社会尽调报告。

新寨村 2户项目受影响户耕地损失率为 25.3%；拟征收土地种植的是小麦，

产值较低，土地征收对影响户收入影响不大。根据社会经济调查分析，受影响户

收入损失仅为 3%。详见表 2-4。

根据对受影响户的访谈，均认为征地影响不大。两户征收耕地受影响户可获

得的征地补偿费分别为 51600元和 67940元，相当于两户征地损失的 43倍，可

以弥补征地后的农业收入损失。

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受影响家庭有资格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20年 1月 1日生效）规定的被征地农民（例如，特定社会养老金计划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险。在征地后收取货币补偿时，每个受影响人可根据自己意愿选

择缴纳或不缴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如选择缴纳，受影响人有 10个保障档次可

选择，每个保障档次每年需缴纳 200~3000元不等的个人养老保险费。受影响人

达到退休年龄（女性 55岁，男性 60岁）后，区政府每月会向其发放一笔养老金。

耕地征收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补助金将按 10000元/亩存入受影响户的社

会保障（养老）资金财政专户（以下简称“社保专户”）。受影响户也可以选择缴

8
社会尽调显示，土地租赁协议于2011年2月签订，租期20年，租金2200元/亩，一次性支付10年租金。土地

租金分别于2011年3月和2021年3月支付，共计12.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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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或不缴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如选择缴纳，受影响人有 10个保障档次可选择，

每个保障档次每年需缴纳 200-3000元不等的个人养老保险费。社保专户将根据

个人年缴纳保险费额逐年进行社会保障金的配补，不同保障档次社保专户配比金

额不同。如个人选择不缴纳，则无法享受社会保障金的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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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征地受影响户基本情况及影响分析

序
号

区县 乡镇
受影响

村
受影响

人
家庭人

口
承包耕地
（亩）

2021年家庭收入（元)
项目征地
（亩）

土地损
失率

（%）

土地年产
值（元/亩）

征地损
失（元）

收入损
失率

安置意
愿

农业收
入

非农收
入

小计

1 临渭区 交斜镇 新寨村 王先生 3 5 6900 34000 40900 1.2 24.0% 1000 1200 2.93% 货币补
偿

2 临渭区 交斜镇 新寨村 张先生 6 6 8000 43900 51900 1.58 26.3% 1000 1580 3.04% 货币补
偿

小计 2 9 11 14900 77900 92800 2.78 25.3% / 2780 3.00% /
数据来源：现场调查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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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经济特征

3.1 项目区县社会经济状况

临渭区是关中东部的交通枢纽，辖 6个街道 14个镇，下设 63个社区居民委

员会（涵盖 4个移民搬迁社区），281个村民委员会，辖区常住人口 72.38万人。

澄城县位于渭北高原东北部，全县辖 9镇 1办 160个行政村 15个社区，常

住人口 30万人，国土面积 112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90万亩，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全国重点产煤县、全国现代苹果产业 20强县、全国生猪标准化养

殖示范区和陕西省百万头生猪大县。

陈仓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现有 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共 157个行

政村、16个居民委员会，常驻人口 47.1万。

3个受影响区县 2021年社会经济数据详见表 3-1。

表 3- 1 2021年受影响县区社会经济情况

序号 项目 单位 临渭区 澄城县 陈仓区

1 国土面积 km2 1263.76 1121 2058

1.1 耕地面积 万亩 105 90 51.2
2 总人口 万人 72.38 30.03 47.1

2.1 城镇人口 万人 40.23 14.27 24.05

2.2 女性人口 万人 36.21 15.07 23.08
3 GDP 亿元 361.01 113.72 241.37
3.1 第一产业 亿元 58.9 38.68 29.55
3.2 第二产业 亿元 79.87 24.42 131.25
3.3 第三产业 亿元 222.24 50.62 80.57
3.4 人均 GDP 元/人 49873 37633 50804
4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6.68 3.76 4.37
5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39614 36602 38061
6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15470 14225 15801

数据来源：临渭、澄城、陈仓区2021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3.2 受影响乡镇社会经济状况

（1）临渭区

临渭区第一批子项目征地影响涉及 1个镇，户籍人口 28496人，耕地总面积

5.5万亩，户均人口 3.96人，人均耕地约为 1.93亩，人均收入 14184元。

表 3- 2 临渭区受影响乡镇社会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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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社区（村）数

量

总户

数

户籍人

口

常驻人

口

女性人

口数

劳动力

人数

耕地

面积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个 户 人 人 万人 万人 万亩 元/年

交斜 16 7205 28496 18925 1.41 1.73 5.5 14184

数据来源：交斜镇政府提供的统计结果。

（2）澄城县

澄城县第一批子项目征地影响涉及 7个镇/街办，户籍人口 291202人，耕地

总面积 67.1万亩，户均人口 2.2~3.8人之间，人均耕地在 1.5亩~3.6亩之间，人

均收入 10000元~17000元之间。

表 3- 3 澄城县受影响乡镇社会经济情况

乡镇

社区/村
数量

总户数
户籍人

口

常驻人

口

女性人

口数

劳动力

人数

耕地

面积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个 户 人 人 万人 万人 万亩 元/年

冯原 21 13523 44016 27590 2.14 2.71 14.4 14000

寺前 22 8497 22349 18851 1.09 1.32 8.1 11000

王庄 22 12385 44267 28573 2.14 2.81 6.7 10600

韦庄 16 10240 39000 25323 1.99 2.03 8.2 11900

尧头 6 2960 9472 7320 0.46 0.55 1.9 10000

庄头 25 10792 39483 27409 1.82 1.31 9.5 14300

城关 16 41463 92615 119842 4.43 5.32 18.3 17072

合计 128 99860 291202 254908 14.07 16.05 67.1 14550

数据来源：澄城县统计年鉴。

（3）陈仓区

陈仓区第一批子项目征地影响涉及 3个镇/街办，户籍人口 46881人，耕地

总面积 11.21万亩，户均人口约 3.8人，人均耕地约 2.4亩，人均收入约 14324
元/年。

表 3- 4 陈仓区受影响乡镇社会经济情况

镇/街
办

社区（村）

数量
总户数

户籍人

口

常驻人

口

女性人

口数

劳动力

人数

耕地面

积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个 户 人 人 万人 万人 万亩 元/年

香泉 7 3366 12837 8045 5532 7681 2.95 14235

新街 9 4599 16828 11822 8010 9766 5.13 15102

拓石 12 4368 17216 13603 8187 9678 3.13 13701

合计 28 12333 46881 33470 21729 27125 11.21 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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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陈仓区统计年鉴。

3.3 受影响村社会经济状况

第一批子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影响 11个村，其中，临渭区 1个村（新寨村），

澄城县 7个村，陈仓区 3个村。受影响村户均人口在口 2.2~3.8人之间，人均耕

地在 1.5亩~5.2亩之间，人均收入 10000元~14000元之间。调查显示，影响村中

很多村民都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务工收入。受影响村社会经济基本

情况见表 3-5。

表 3- 5 受影响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县区
影响村/社

区

总户

数

总人

口

人均

耕地

女性人

口数

劳动力

人数

耕地面

积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户 人 亩/人 万人 万人 万亩 元/年
临渭 交斜村 535 1957 1.54 1050 907 3020 12500

澄城

吉安城村 650 2760 2.46 1300 1260 6800 14500
北街村 603 2013 2.38 910 943 4800 10900
王庄村 965 3650 2.63 1800 2900 9600 10500
韦庄村 808 3230 1.70 1680 1800 5500 11500
东村 962 3361 1.55 1641 1541 5200 11850
代庄村 865 3191 2.04 1697 1435 6500 10850
镇基村 822 3105 1.42 1490 2018 4415 12000

陈仓区

石尧村 417 1600 2.75 778 750 4400 13100
新街村 802 2870 5.23 1398 1121 15000 14200
孟家塬村 412 1201 3.16 584 621 3800 11800

数据来源：影响村提供的统计结果。

3.4 征地受影响户社会经济情况

第一批子项目征地影响共涉及 4户 16人，其中：新建中转站项目征地影响

涉及新寨村受影响户 2户 9人；因用地合规性需要，临渭区渭蓝路中转站改造工

程涉及韩马村征地影响户 2户 7人。

新寨村 2位受影响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务工收人，农业收入占比相对较低，

其中务工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分别为 73%和 77%，农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16.9%和

15.4%。根据现场调查，拟征收土地种植小麦，亩产值 1000元/亩，征地收入损

失约占农业总收入的 18.7%，而受影响户其他耕地种植有果树等经济作物，产值

相对较高。韩马村 2位受影响户处于主城区，无农业收入，收入主要为务工收入

和资产性收入。具体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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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征地补偿分配实践

根据在临渭、澄城和陈仓区受影响村的调查，通过对受影响村村干部以及当

地村民访谈了解到：

• 受影响村所赔付的集体资产通常做法是：征地补偿100%留在村集体，用

于村集体公益事业，资金具体的使用方式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并取得村民

或其认可的代表同意；

• 征收承包到户的土地，征地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受影响人。

以上方法是征地受影响村的传统实践。根据与 4名受影响村村干部和 4名村

民访谈，所有被访人员都比较认可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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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征地影响户经济情况表

受影响
人

县区
镇/街
办

村/社
区

家庭
人口

家庭收入 家庭支出

总收入
农业收

入
务工收

入
其他收

入
总支出

生活膳食支
出

生产性支
出

教育支
出

医疗支
出

其他支
出

人
万元/
年

万元/年 万元/年 万元/年 万元/
年

万元/年 万元/年 万元/年 万元/年 万元/年

王 XX 临渭 交斜 新寨 3 4.09 0.69 3 0.4 2.6 0.8 0.2 1.5 0.1 0
张 XX 临渭 交斜 新寨 6 5.19 0.8 4 0.39 5 1.5 0.4 2 1 0.1
任 XX 临渭 站南 韩马村 4 0 0 6 2 5.4 2.4 0 2 0.5 0.5
谭 XX 临渭 站南 韩马村 3 0 0 4.8 1.8 3.9 1.8 0 1.5 0.3 0.3
数据来源：社会经济调查，20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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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和政策框架

4.1 项目安置的有关政策和原则

本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及项目所在

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遵守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ESF）中的环境

与社会标准 5-土地征用、土地使用限制和非自愿移民（ESS5）的有关政策要求。

移民安置工作的实施将严格按照本计划确定的政策落实，在实施过程中如有

变化将事先征得世界银行的同意。如果有重大变化，陕西省项目办及区县项目办

将在与受影响人协商基础上更新移民安置计划并提交世行审批。

本项目的移民安置政策主要依据世行 ESS5及中国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制定，

包括：

1）世行政策

世界银行 ESF中的环境与社会标准 5-土地征用、土地使用限制和非自愿移

民（ESS5）

2）中国法律法规及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 3月 19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2019年 9月 1日起施行）

3）陕西省以及地方相关政策

•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1999年 11月 30日陕

西省第 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通过，2000年 1月 1日
起实施)

• 《陕西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施细则(1996年 4月 4日，陕西省人民政

府令第 30号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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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建设项目统一征地办法》2002年 1月 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78号发布施行。

•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

发〔2020〕12号）

•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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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2007年 9月 11日

•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渭

临政发〔2021〕2号），2021年 1月 19日

• 澄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澄城县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

知（澄政发〔2021〕2号），2021年 1月 18日

• 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陈仓区征收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的通知（宝陈政发〔2021〕2号），2021年 1月 13日

与项目土地征收及移民安置的具体条款详见附件 2。

4.2 世行移民政策目标及框架

世界银行 ESS5标准的整体目标包括：

 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当移民不可避免时，寻找其他项目设计方案以便

最大限度地减少非自愿移民；

 避免强制驱逐；

 通过下列方式缓解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带来的无法避免且不利的社

会和经济影响：(a)根据重置成本9及时补偿资产损失；(b)努力协助移民

改善，或者使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切实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或项目实

施前的普遍水平，以较高者为准。

 通过提供适当的住房、服务和设施以及租住权保障等，改善贫困或弱势

的搬迁移民的生活条件；

9“重置成本”指确定重置成本的估值方法，用于确定资产重置必要的补偿，加上资产重置相关的必要交易成

本。若存在有效运作的市场，重置成本即为通过独立且合格的房地产估值确定的市场价值加上交易成本。

若不存在有效运作的市场，重置成本将通过其他方式确定，例如计算土地或生产性资产的产出价值，或重

置建筑物或其他固定资产所需材料和人工成本的未折旧价值，加上交易成本。在所有情况下，若搬迁移民

导致丧失居所，重置成本金额至少应确保足以购买或建造符合社区最低可接受质量和安全标准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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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移民活动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规划来构思与实施，根据项目性质提供

充足的投资，使移民可直接从项目受益的措施；

 确保移民安置在规划和实施时要向受影响人适当公开信息，并进行有意

义的磋商以及确保知情参与。

本项目采用减缓措施排序的方式，包括：(a) 预测并避免风险和影响；(b) 若

无法避免，应尽可能将风险和影响降低或减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c) 当风险和

影响有所降低或减少后，进行缓解；(d) 在技术和财务上可行的前提下，如果仍

然存在显著的残余影响，应对影响予以补偿或抵消。

总体而言，中国有关土地征收和移民的法律体系的主要目标和世行相似。但

是，仍有些程序上差别。表 4-1 识别了这些差别并提出了相应的弥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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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世界银行与中国在征地和移民政策方面的差距及减缓措施

序号 环境社会标准5 （ESS5） 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比 差距弥补措施

1
尽量避免非自愿移民，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通过

探索项目设计替代方案最大程度地减少非自愿移民

通常，可以通过技术和财务计划的替代方案

来实现

在可行性研究过程中会尽力将移民影响降到

最低。同时，在详细设计过程中会做进一步

的努力

2
准备一份移民行动计划，详细说明受影响人的权利、

收入和生计恢复战略、机构安排、监测和报告框架、

预算以及有时限的实施时间表

除了大中型水利项目外，没有明确要求准备

移民规划

在有资质的专家的协助下，实施机构将准备

移民行动计划。该计划将向受影响人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公开

3
如果移民不可避免，将实施生计恢复措施恢复受影

响人的收入及生计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确

保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恢复
移民行动计划将包含详细的生计恢复措施

4
受影响人充分了解移民安置和征地情况，并与他们

充分协商子项目与受拟议项目/子项目影响的社区，

受影响人以及民间团体进行有意义的协商

在中国，信息公开通常在征地方案批准后
遵循世行的要求。在移民行动计划批准前开

展有意义的协商和信息公开

5 提高受影响的贫困人口和其他弱势群的生活水平
当地村庄/社区委员会、民政局、社会保障局

和其他机构关注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尽早在筛选过程中确定贫困和弱势群体的身

份，以便他们参与，并在协商和规划中考虑

他们关心的事宜；对受影响的贫困人口和其

他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进行监测

6
监测和评估移民安置成果，其对受影响人生活水平

的影响。通过基底调查和移民监测结果评价是否实

现了移民计划的目标。对移民监测报告公开

除大型水利工程外，没有监测和评估的要求，

包括对移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地方政府负责整个项目实施期间的监督；但

不公开监测报告

将与地方政府协调，以适当地监测和监督移

民安置。加强信息共享将包括公开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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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移民安置目标及原则

本移民安置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陕西省相关

政策及世行《环境和政策框架》等政策制定的。基于以上政策，通过与当地政府

及受影响人协商，本项目的移民安置原则制定如下：

(1)受影响人得到的补偿和权利至少能维持其项目建设前的生活水平；

(2)不论有无合法权利，受影响人都将获得移民补偿和安置援助；

(3)受影响的人对资格、补偿方式和标准、项目时间安排有充分了解，并参

与移民安置实施；

(4)在受影响人获得足额补偿前不得征收土地和拆迁；

(5)执行机构和独立/第三方将监测征地、拆迁补偿和安置的实施；

(6)移民补偿和安置费用预算将足额到位，并及时支付。

4.4 截止日期

补偿资格的截止日期为项目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这将由涉及区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在陕西省政府批准征地时发布。根据子项目的实施进度表，截止日期预

计在 2023年 3月。在此日期之后，受影响人在项目区域内的任何新要求的土地、

新建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将无权获得补偿或补贴。陕西省项目办和社会监督员

（待聘）将跟进征地进度，并在半年度外部社会监督报告中记录实际截止日期。

4.5 补偿标准

4.5.1 集体土地征收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各各区县发布的区片综合

地价10执行。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两部分构成。本项目第一

批子项目活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详见表 4-2。由于中国农村地区不存在土地

市场，区片综合地价是通过综合考虑特定地区的土地预期未来产值，包括土地位

置、土地供求、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后确定的，并将在综合利益相关方参

与的基础上每三年更新一次，以确保区片综合地价符合市场价格并为受影响人所

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8条）。更新后的区片综合地价将向

公众进行公示。

10
该地价由省政府每三年发布一次，且陕西省最新发布于2020年，按照惯例需向社会公众全面征求意见，

并与利益相关方协商。区片综合地价是综合考虑土地预期未来产值、土地位置、土地供求、人口、社会经

济发展等因素后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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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县区 名称
乡镇/街

道
村/社区 土地性质

区片综合地
价（元/亩）

备注

临渭区

渭蓝路中转
站

站南办 韩马村
集体环卫设施
用地

77000 华山大街
以南区域

交斜镇中转
站

交斜镇 新寨村 耕地 43000

澄城县

王庄镇垃圾
中转站

王庄镇 王庄村 集体建设用地 38000

冯原镇垃圾
中转站

冯原镇 吉安城村 集体建设用地 36000

韦庄镇垃圾
中转站

韦庄镇 韦庄村 集体建设用地 42000

城关镇垃圾
中转站

城关镇 镇基村 集体工矿用地 50000

庄头镇垃圾
中转站

庄头镇 代庄村 集体建设用地 40000

寺前镇垃圾
中转站

寺前镇 北街村 集体建设用地 42000

尧头镇垃圾
中转站

尧头镇 东村 集体工矿用地 30000

陈仓区

新街村垃圾
压缩站

新街镇 新街村 集体建设用地 37550

香泉镇垃圾
压缩站

香泉镇 葛河口村 集体建设用地 37550

拓石镇垃圾
压缩站

拓石镇 孟家塬村 集体建设用地 39660

此外，征收耕地的，将支付青苗11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为 1000元/亩。青苗

补偿按收获时的作物产量乘以市场单价计算。

4.5.2 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

项目涉及的国有土地通过区（县）政府协调划拨或直接利用方式用于项目建

设，不涉及补偿。

4.5.3 相关税费

根据中国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政府有关部门可收取的税费不属于补偿范围，

但在征地时应由项目承担。因此，估算移民安置预算时应考虑适用的税费。

与土地征收相关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以及不可预见费等，详见表 4-3。

11
指水稻、小麦、玉米等，不包括多年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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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相关税费

税费类别 单位 标准 政策依据

耕地占用税 元/亩 20000
《陕西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实施办法》（2019年）

耕地开垦费 元/亩 20000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2020年）

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
元/亩 18667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使用费征收管理和使用有关问题意见的通

知（2000年）

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障
元/亩 10000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和就业培训资金收

缴管理工作的通知》（2021年））

不可预见费 元
移民综合费

用的 15%

不可预见费是根据项目所在县的类似项目经

验、详细资产调查和测量时列举的青苗和树木

数量的潜在变更以及征地协调产生的潜在费用

估算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移民安置所产生

的不可预见费的费率通常为 10~15%。

4.6 权益矩阵

根据识别的移民影响、制定的相关政策、补偿标准及生计恢复措施，各区县

项目办及实施机构制定了项目的权益矩阵；详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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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 移民权益矩阵

影响类型 区县 具体影响 权利人或实体 权利 补偿标准 实施事宜

永久征收集体土
地

临渭区

集体建设用地
1753㎡ 韩马村 2户，共

7人受影响 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
青苗补偿费。
全部支付给受影响户

韩马村集体建设用地：
77000元/亩

项目用地需符合环卫设施用
地规划，并获得征地批复。
陕西省项目办实施监督指
导。

耕地 1853㎡
新寨村耕地：43000元/亩新寨村 2户，共

9人受影响

澄城县
共征收集体建设
用地/工矿用地
15092㎡ 9个村

王庄村：38000元/亩；

吉安城村：36000元/亩；

韦庄村、北街村：42000元/
亩；

镇基村 50000元/亩；

代庄村：40000元/亩；

尧头村：30000元/亩

征收未承包给农户的
集体建设用地的，征地
补偿费全部支付给受
影响村委会，再分配给
村民或用于全体村民
的公共利益。村委会应
当按照正当参与程序
征得集体同意后分配
或者使用土地补偿费。

陈仓区
共征收集体建设
用地 1500㎡

新街村、石尧村：37550元/
亩；
孟家塬村：39660元/亩

永久占用国有土
地

临渭区、澄城县、
陈仓区

划拨或直接利用
国有土地 36293
㎡

临渭区政府、澄
城县政府、陈仓
区政府

/ 划拨和直接利用，无补偿费
用。

项目用地需符合环卫设施用
地规划，并获得征地批复
陕西省项目办实施监督指导

青苗 临渭区 1853㎡ 受影响户 2户 9
人

青苗补偿费全部支付
给受影响人

10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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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型 区县 具体影响 权利人或实体 权利 补偿标准 实施事宜

税费
临渭区、澄城县、
陈仓区

/ / 税费付给相应的自然
资源和土地管理局

详见表 4-3 它们不属于支付给受影响人
的补偿，但应由本项目承担。

抱怨申诉
临渭区、澄城县、
陈仓区

/ /

免费。所有合理费用将
从不可预见费中支付
并由项目实施机构承
担

临渭区、澄城县、陈仓区项
目办设置专人接待和处理抱
怨申诉，并向受影响村公示
联系方式；
陕西省项目办实施监督指导

来源：临渭区、澄城县、陈仓区项目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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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移民组织机构

5.1 移民实施管理机构

5.1.1 机构设置

为了做好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的移民安置工作，陕西省各级政府首先从

组织机构的建立和能力加强上保证项目的准备和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2022
年以来，陆续建立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办及相关移民安置工作的各级机构，明确

了各机构的职责。与本项目第一批子项目活动移民安置活动相关的主要机构有：

 陕西省世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12（项目联席会议）

 陕西省项目办

 各区县世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13（包括临渭区、澄城县及陈仓区）

 各区县世行贷款项目办（各区县项目办，包括临渭区、澄城县及陈仓区）

 各区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各涉及乡镇政府

 村（居）委会

 社会外部监测机构

5.1.2 机构职责

 陕西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联席会议：负责本项目的决策和项目建设的领导

工作。

 陕西省项目办

（1）负责同项目领导小组，世界银行及各区县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办及有

关职能部门的联系；

（2）具体组织、负责世行贷款以及申请，协调移民安置计划的执行，监督

和检查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费用的支付和使用情况；

（3）委托移民安置咨询机构进行移民安置前期准备工作；

（4）负责各级项目办及实施机构人员培训及能力建设；

（5）负责对区县项目移民安置实施进行的检查与指导；

（6）负责对整个项目移民安置实施及绩效进行内部监测。

12
省联席会议成员包括陕西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商务厅、省乡村振兴局、省供销社及各参与地级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
13
各区领导小组成员一般包括：分管环卫的副区长、发改局、财政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城管执法局、生态保护局、各乡镇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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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县项目领导小组

（1）负责同区县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所辖镇政府的协调；

（2）负责对区县项目移民安置实施进行的检查与指导。

 区县项目办

（1）负责项目准备期间咨询公司与其他机构的协调工作；

（2）协调项目建设和移民安置计划的实施进度；

（3）协调安置工作相关机构的工作；

（4）负责筹措项目移民安置资金；

（5）负责跟踪督促本项目移民安置资金的拨付到位；

（6）负责处理安置过程中移民的抱怨与申诉；

（7）负责配合移民安置外部监测机构的工作；

（8）负责本子项目内部监测报告所需各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9）负责本项目移民安置档案的管理；

（10）具体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土地使用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建设许可证。

 区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资规局）

（1）协调相关部门制定移民安置计划的各项政策；

（2）负责组织项目土地征收和供应工作；

（3）全面负责征地的事务（含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

 相关乡镇政府

（1）参与实物量的调查；

（2）参与计算受影响村集体的补偿资金；

（3）负责征地实施及受影响村集体补偿资金的分配；

（4）负责处理安置过程中移民的抱怨与申诉；

（5）负责受影响村村民就业技能的培训；

（6）负责受影响村村民就业措施的落实。

 村（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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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实物量的调查；

（2）参与计算受影响村集体的补偿资金；

（3）监督受影响村集体补偿资金的发放；

（4）参与处理安置过程中移民的抱怨与申诉；

（5）参与受影响村村民就业技能的培训；

（6）参与受影响村村民就业措施的落实。

 外部监测机构

在移民安置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中，负责移民安置工作的社会外部监测机构，

向陕西省项目办和世界银行提供移民安置进度报告及监督报告，包括土地征用/
移民安置进度、资产估价和补偿支付、生计恢复、申诉处理机制（GRM）的运

作等。此机构的责任在外部监测一章有详细说明。

5.1.3 组织机构图

图 5- 1 移民安置实施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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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配备及设施配置

5.2.1 人员配置

为确保项目土地征收及移民安置的实施，项目移民机构均配置足够的人员。

各级移民安置机构的人员见表 5-1。

表5- 1 各级移民安置机构工作人员安排

移民安置机构 总数 工作人员身份 工作和运转的日期
陕西省项目领导小组（联席会
议）

1 公务员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工作结束

陕西省项目办 1 公务员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工作结束
区县项目领导小组 每区县 1人 公务员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工作结束
区县项目办 每区县 1人 公务员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工作结束

项目实施机构 每区县 1人 干部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监测评估
工作完成

区县资规局 每区县 1人 公务员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监测评估
工作完成

涉及乡镇政府 每乡镇 1~2人 干部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监测评估
工作完成

受影响村 每村 1~2人 干部
2022年 11月至移民安置监测评估
工作完成

5.2.2 设施配置

本项目移民的各级机构均可利用现有资源，已经配备了基本的办公设备、交

通设备和通讯设备，包括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电话、传真机、交通工具等

设备资源。

5.2.3 机构培训计划

陕西项目办实施和管理陕西省多个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

在移民安置方面具有一定的世行项目移民安置经验。但是，各移民实施机构均是

第一次执行世行《环境政策框架》及环境和社会标准 5（EES5）。为进一步提高

工作人员的有关移民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陕西项目办将对移民机构安置人员

进行移民安置政策、移民实施、移民监测和评估、利益相关方参与及抱怨申诉处

理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具体情况见表 5-3。并计划对新增项目的工作人员继续进

行不定期的移民业务能力培训。

陕西省项目办将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组织机构的能力，提高效率。

1）领导负责制：实行由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强

有力的领导集体。

2）配备高素质人员：各级安置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具备较强的全局观念，

政策水平、专业能力，特别是群众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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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职责：根据世行要求及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安置办的

职责。

4）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所有安置的资料向群众和社会公开，随时接

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

5）不定期召开移民安置协调会议，确保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顺利实施。

表 5- 2 移民安置机构业务培训计划

序号 负责培训机构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时间

1
陕西省项目办、

外部监测机构

世行移民安置工作程序及

政策，国内项目用地相关

政策、程序及要求等

项目实施机构及各级

移民工作人员
2023年 8月

2
外部监测机构及

各区资规局局

国家征地拆迁政策的最新

变化
乡镇移民工作人员 202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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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参与及抱怨申诉

6.1 公众参与

本项目十分重视移民的参与和协商，移民安置计划是在与受影响人群充分协

商和公开信息的基础上准备的。陕西省项目办、陕西科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调查组就子项目涉及的村进行了详细测量调查，与当地村干部、村民积极沟通，

保障了受影响人知晓第一批子项目情况、进行公众参与、充分协商的权利，在信

息公开和协商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对第一批子项目持支持的态度。

6.1.1 项目准备期间的参与

从项目准备以来，陕西省项目办、区县项目办、实施机构及科社公司调查组

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调查及公众意见咨询（30%以上妇女参加）。

在项目准备期间，区县项目办和实施机构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如区自然资源

及规划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确定了项目选址，并获得了项目土地预审

意见（详见附件 3），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批复及项目准备奠定了基础。

在项目选址确定后，区县项目办、实施机构（环卫中心）及陕西科社商务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调查组对项目的征地及移民安置进行了广泛的协商。项目准备期

间的参与活动详见表 6-1。详细的公众参与记录和照片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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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准备期相关公众参与和咨询相关活动情况表

组织者 时间 地点 参与者 主要参与内容 主要发现

临渭区环卫中心，交斜
镇政府，站南街办，科
社公司

2022年 6月 新寨村

镇/街办土地所、影
响村村干部及村
民，共 13人，女性
5人。

• 确认土地类型，占地面积，受影响户。
• 供地意愿调查；
• 受影响户社会经济情况调查及对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
• 了解村民申诉机制。

• 拟占土地不是基本农田，受影响户为 4户。
• 受影响村村委会及 4户受影响户愿意提供土地，

必须按照政策进行征地补偿。
• 受访者均支持项目建设。
• 村民申诉一般为直接向村委会或镇政府申诉。

澄城县环卫中心，7个影
响镇政府，科社公司

2022年 4月~6
月

7个受影响村

镇/街办土地所、影
响村村干部及村

民，共 33人，女性
12人。

• 确认土地类型，占地面积，受影响户。
• 供地意愿调查；
• 对项目的意见及建议；
• 了解村民申诉机制。

• 拟占土地均为集体建设用地或工矿用地。
• 受影响村村委会认为只要按照政策进行征地补

偿，愿意提供土地。
• 受访者均支持项目建设，希望后续运营能够有足

够的人力及资金的持续支持。
• 村民申诉一般为直接向村委会或镇政府申诉。

陈仓区城管执法局，3
个受影响镇政府，科社
公司

2022年 6月~7
月

3个受影响村
镇土地所、影响村
村干部及村民，共
16人，女性 6人。

• 确认土地类型，占地面积，受影响户。
• 供地意愿调查；
• 受影响户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 了解村民申诉机制。

• 拟占土地均为集体建设用地。
• 受影响村村委会认为只要按照政策进行征地补

偿，愿意提供土地。
• 受访者均支持项目建设，希望对项目尽快实施。
• 村民申诉一般为直接向村委会或镇政府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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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实施期间的信息公开及参与计划

随着工程准备和实施工作的不断推进，项目实施机构还将开展进一步的公众

参与活动。公众参与安排详见表 6-2。

表 6- 2 项目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计划

目的 方式 时间 单位 参与者 议题

移民安置计划
公示

政府网站 2022年 10月 陕西省项目
办

区县项目办 移民安置计划公示

移民安置计划
手册或宣传册

发放到移
民手中

世行审查通过
后

各区县项目
办及项目实
施机构

受影响村
移民安置计划手册或宣
传册

拟征收土地告
知

村公告栏
及村民会
议及政府
网站

2022年 11月

区县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
及各乡镇政
府

受影响村

信息公开内容包括：拟
征收土地用途、位置和
范围、补偿标准及安置
用途、开展土地现状调
查的安排、土地的原用
途管控（不得抢栽抢种）
听证权利等

拟征地听证
（如需要）

村公告栏
及村民会
议及政府
网站

2022年 11月

区县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
及各乡镇政
府

受影响村

按拟征收土地告知确定的

时间制作《听证通知书》；

按《听证通知书》规定的

时间组织听证；实施听证

的，公开听证相关材料。

包括补偿费用支付和分配

等

征地报批及批
准

村公告栏
及村民会
议及政府
网站

2022年 11月
~2023年 3月

区县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
及各乡镇政
府

受影响村

公开征地报批资料（包括

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

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

供地方案等）及政府批文

征收土地公告
村公告栏
及村民会
议

2023年 4月

区县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
及各乡镇政
府

受影响村
公告征地面积、补偿标

准及安置途径等

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

村公告栏
及村民会
议

2023年 4月

区县自然资
源及规划局
及各乡镇政
府

受影响村 补偿费用及支付方式

征地补偿协议
签署

会议 2023年 4月 各乡镇政府 受影响村 征地补偿协议签订

集体建设用地
补偿款使用

村民代表
大会

村集体使用补
偿款前

相关受影响
村村委会

相关受影响
村

资金使用方式和用途

6.2 抱怨与申诉

在编制与实施移民计划的过程中，公众参与都是被鼓励的，因此，巨大的争

议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整个过程中还将有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发生。为了有效

解决问题，保证项目建设和征地成功的实施，项目已经建立了一个透明而有效的

抱怨与申诉渠道，并确保在整个安置过程中保持有效。

6.2.1 抱怨和申诉流程

基本的处理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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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如果移民在征地及移民安置的任何方面中受到任何权利侵害，可向

所在村反映，村接到申诉后，将记录在案，并在 2周内与移民一起协商解决。

阶段 2 如抱怨者对阶段 1的决定感到不满，抱怨者可在收到决定后可向乡

镇政府提出申诉，受理后应在 2周内作出处理申诉的决定。

阶段 3 如抱怨者对阶段 2的决定感到不满，抱怨者可在收到决定后可向各

区县项目办提出申诉，受理后在 2周内作出处理申诉的决定。

阶段 4 移民若对区县项目办的决定仍不满意，抱怨者可以在收到决定后向

陕西省项目办提出申诉，受理后在 3周内作出处理申诉的决定。

任何申诉或疑虑都将以透明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产

生任何费用，也不会给受影响家庭/受影响人招致任何报复。如果收到的是匿名

投诉，相关机构也将记录和处理此类投诉，且未经投诉人同意，不应披露任何可

能泄露其身份的个人资料。

此外，受影响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逐级向具有管辖权

的行政机关申诉，进行仲裁。

任何受影响人也可以通过申诉处理服务（GRS）提出申诉。

在任何阶段，移民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向民事法庭起诉。受影响的人可以

决定直接通过法律制度或决定不使用本项目的各级申诉渠道。

移民也可以向外部监测机构反映自己的不满，他们将向陕西省项目办报告。

另外，申诉人可向世行项目团提交抱怨申诉来解决问题。

图 6- 1 项目移民申诉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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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将免费接受受影响人口的抱怨和申诉，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将由项目

不可预见费中支付。在整个项目建设期间，这些申诉程序一直有效，以保证受影

响人员能够利用它们来处理有关问题。上述申诉途径，将通过公开大会的参与过

程和发放的移民安置信息册告知移民其提出申诉的权利。同时，抱怨和申诉过程

将通过媒体在受影响人口中公布。为了完整记录受影响人口的抱怨与相关问题的

处理情况，陕西省世行项目办制定了受影响人口抱怨和申诉处理情况登记表，表

格式样见表 6-3。

表 6- 3 移民安置抱怨与申诉登记表

接受单位： 时间： 地点：

申诉人姓名 申诉内容 要求解决方式 拟解决方案 实际办理情况

申诉人（签名） 记录人（签名）

注：1）记录人应如实记录申诉人的申诉内容和要求。

2）申诉过程不应受到任何干扰和障碍。

3）拟解决方案应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申诉人。

6.2.2 处理申诉抱怨的原则

各级移民机构对群众提出的抱怨问题必须实地调查研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

耐心反复协商，根据国家法规和安置行动计划规定的各项原则和标准，客观、公

正提出处理意见。对无能力处理的抱怨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征迁部门反映情况，

并协助做好调查。

如前一阶段的决定机构没在规定日期对上诉问题作出答复，申诉人有权上诉。

6.2.3 答复抱怨的内容和方式

(1) 答复抱怨的内容

（a）抱怨者的不满简述。

（b）调查事实结果。

（c）国家有关规定、安置行动计划的原则和标准。

（d）处理意见及具体依据。

（e）抱怨者有向上一级移民机构申诉和向民事法庭起诉的权利，其诉讼费

由项目单位支付。

(2) 答复抱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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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个别现象的抱怨问题，答复采取书面材料直接送抱怨者的方式。

（b）对反映较多的抱怨问题，通过开村（居）民大会或发文件的形式通知

其所在村。

（c）无论采取那种答复方式，都必须将答复资料送抱怨者所属的移民机构。

(3) 抱怨与申诉的记录和跟踪反馈

在移民行动计划执行期间，各区县项目办做好抱怨资料和处理结果资料的登

记与管理，每月一次以书面材料形式报陕西省项目办。陕西省项目办将对抱怨处

理登记情况进行定期检查。此外，抱怨和处理结果将由相关内部和外部监测机构

进行监测和评估。

6.2.4 抱怨申诉联系人员

为了方便受影响人及时反馈自己的抱怨，在各级申诉机构都确定了联系人及

其申诉联系方式。详见表 6-4。

表 6- 4 项目联系人员名单

机构 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陕西省项目办 崔静海 029-63918847

区县项目办

临渭区 李小宝 0913-8119058
澄城县 罗刚 0913-6869600
陈仓区 张贤 0917-6236580

乡镇政府 实施前，各区县项目办要求镇、

村向受影响人公布抱怨申诉联

系人的姓名和电话

/
受影响村



37

7 移民预算

7.1 移民补偿估算

基于本项目的用地影响，以 2022年 8月的价格，本项目土地利用总预算 215.5
万元，其中征地补偿费用 134.8万元，青苗补偿费 2780元，社会保障费用 3.38
万元，移民安置实施机构能力培训费用 3万元，移民监测费用 30万元，征地有

关税费 16.3万元，不可预见费 27.7万元。详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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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详细的移民成本预算

序

号
类别

单

位

临渭 澄城 陈仓

小计（元）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1 移民基本费 324830 939624 86070 1350524
1.1 耕地 亩 43000 2.78 119540 119540

1.2
集体建设用地/工
矿用地

亩 0

渭蓝路中转站 亩 77000 2.63 202510 202510
王庄中转站 亩 38000 2.298 87324 87324
冯原中转站 亩 36000 2.4 86400 86400
韦庄中转站、寺

前中转站
亩 42000 5.4 226800 226800

城关中转站 亩 50000 6.75 337500 337500
庄头中转站 亩 40000 2.79 111600 111600
尧头中转站 亩 30000 3 90000 90000
香泉压缩站、新

街压缩站
亩 37550 1.5 56325 56325

拓石压缩站 亩 39660 0.75 29745 29745
1.3 青苗 亩 1000 2.78 2780 2780

2
社会保障费用

（耕地）
/ 33800 33800

2.1 社会保障金 亩 10000 2.78 27800 27800

2.2 受影响户培训费 户 3000 2 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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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单

位

临渭 澄城 陈仓

小计（元）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标准(（元/
单位）

数量（单

位）
金额（元）

3 移民安置监测费 次 20000 5 100000 20000 5 100000 20000 5 100000 300000

4
移民安置实施机

构能力培训费用
元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5 征地有关税费 / 163093 163093

5.1 耕地占用税 亩 20000 2.78 55600 55600
5.2 耕地开垦费 亩 20000 2.78 55600 55600

5.3
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
亩 18667 2.78 51893 51893

6
不可预见费14（以

1~5合计为基准）
元 15% 93259 15% 155944 15% 27911 277113

7 总计 元 724982 1205568 223981 2154530

14
不可预见费是根据项目所在县的类似项目经验、详细资产调查和测量时列举的青苗和树木数量的潜在变更以及征地协调产生的潜在费用估算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移民安置所

产生的不可预见费的费率通常为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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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移民投资计划及资金来源

项目移民资金来源全部为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由项目实施机构在正式征地公

告发布前（根据目前的项目实施进度，预计在 2023年 3月）筹集。在工程建设

前或实施过程中，根据移民安置进度，投资计划分阶段进行，详见表 7-2。

表 7- 2 项目移民投资计划

年度 2023年 2024年 合计

投资额（万元） 150.8 64.6 215.4

比例 70% 30% 100%

7.3 移民资金管理及拨付

7.3.1 移民资金拨付

本项目移民安置资金的拨付将遵循以下原则实施：所有与征地拆迁有关的费

用均将计入工程总概算中，临渭区、澄城县及陈仓区政府按补偿标准拨付，补偿

资金由上述区县财政通过专户直接支付给移民实施机构（受影响镇政府），移民

实施机构通过银行专用账户直接支付给受影响村。所有补偿费用需支付到位后，

才能开始土地征收及地面附属物清理。

7.3.2 移民安置资金的管理

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使用应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青苗

补偿费直接支付给受影响人。根据调查，受影响村的通常做法是：村集体管理土

地的征地补偿全部留在集体，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承包到户的土地，补偿费用

直接支付给受影响户。

为保证移民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保证受影响村及农户的权益，将采取

以下措施：

• 所有与拆迁安置有关的费用均将计入项目总概算中；

• 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用应在征地前全部支付完成，以保证所有受影响

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 为保证征地及移民安置能顺利实施，区县项目办将建立各级财务及监督机

构，以保证所有资金按时下拨到位；

• 陕西省项目办每年将对项目征地和补偿实施（包括土地补偿资金支付）进

行监督检查；

• 由审计单位对移民资金拨付和使用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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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移民安置实施计划

8.1 移民安置实施原则

根据工程实施进度的计划安排，根据陕西省政府关于本项目的规划，项目建

设期为 3年，2023年 7月开工，预计 2026年 6月底竣工。为使移民进度计划与

项目建设计划安排相衔接，土地征收及移民补偿工作计划从 2023年 5月开始至

2023年 6月结束。移民安置实施的基本原则是：

• 土地征收工作完成时间应在项目开始建设之前 3 个月完成，具体开始时

间应根据土地征收、拆迁与移民安置工作需要确定。

• 安置过程中，受影响人应有机会参与到项目中。在项目开工建设之前，

将征地范围予以公告，发放移民安置宣传手册，做好公众参与相关工作。

• 各类补偿将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 3 个月内直接全额支付给

财产所有权人，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代表他们使用财产补偿费，在发放

中也不得因任何原因打折扣。

8.2 项目用地许可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征地前应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土地征收补偿方案等。根据项目目前的

实施安排，项目用地审批时间表见表 8-1。

表 8- 1 项目用地审批时间表

序号 事项 责任单位/批准单位 完成时间

1 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报告

临渭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0月
澄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0月
陈仓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0月

2 征用土地预公告

临渭区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澄城县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陈仓区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3 制定土地征收补偿方案

临渭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2月

澄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2月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

仓分局
2022年 12月

4 土地征收批复

渭南市人民政府（通过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1月

宝鸡市人民政府（通过市自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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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责任单位/批准单位 完成时间

然资源和规划局）

陕西省人民政府（通过省自

然资源厅）
2023年 2月

5 截止日期 区县政府 2023年 3月

6
土地方案公告、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

临渭区人民政府 2023年 3月

澄城县人民政府 2023年 3月

宝鸡市人民政府 2023年 3月

8.3 移民工程实施时间表

根据陕西省第一批子项目活动建设征地实施进度，拟定本项目移民总进度计

划。具体实施时间可能会因项目整体进度有偏差而作适当调整。移民安置实施时

间表详见表 8-2。

表 8- 2 移民安置活动时间安排表

序号 移民任务 目标 负责单位 时间 备注

1 信息公开

1.1 信息册
受影响村、受

影响户
县区项目办 2022.11

1.2
在世行网站上公布

移民安置计划
世行、省项目办 2022.12

2 移民安置计划及预算

2.1
批准移民安置计划

及预算（包括补偿标

准）

世行、各区县政

府
2022.10

3 发布征收公告

3.1 拟征地公告
受影响村、受

影响户
县区自然资源局 2022.11

3.1 发布征收公告
受影响村、受

影响户
县区自然资源局 2023.3

公布截止日

期

4 补偿协议

4.1 征地补偿协议
受影响村、受

影响户

县区项目办、镇

政府、村委会
2023.4

5 移民能力建设

5.1
培训县区项目办相关

人员

社会与环境专

员
县区项目办 2022.12

5.2
培训乡镇、街道相关

人员

移民安置实施

人员
县区项目办 2023.1

6 监测与评估

6.1 建立内部监测机制 省项目办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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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移民任务 目标 负责单位 时间 备注

6.2 委托外部监测单位 省项目办 2022.12

6.3 内部监测报告
移民安置实施

情况
省项目办

2023.7~
2026.12

6.4 外部监测报告
移民安置计划

执行情况
第三方咨询单位

2023.7~
2024.7

共 3期半年期

监测报告

2024.8~
2027.7

共 3期年度

监测报告

6.5 移民完工报告
移民安置完成

评价
第三方咨询单位 2026.12

7 参与记录 各级移民机构 持续实施

8 抱怨记录 各级移民机构 持续实施

9 补偿与移民资金流程

9.1 - 到实施机构 安置资金 县区政府财政 2023.5
9.2 - 到镇 安置资金 实施机构 2023.5
9.3 - 到村 安置资金 镇政府 2023.5
9.4 - 到村民 安置资金 村委会 2023.5
10 开始土建工程

10.1 临渭区子项目 按时开工 实施机构 2023.6
10.2 澄城县子项目 按时开工 实施机构 2023.6
10.3 陈仓子项目 按时开工 实施机构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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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测与评估

为了确保移民安置计划顺利实施，实现妥善安置移民的目标，本项目按世界

银行移民政策的要求，将对征地拆迁和安置活动的实施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监

测分移民安置机构内部监测和外部监测两部分。

9.1 内部监测

内部监测将由陕西项目办实施。内部监测将覆盖如下内容：

（1）组织机构：移民实施及其相关机构的设置与分工，移民机构中的人员

配备，移民机构的能力建设；

（2）移民政策与补偿标准：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各类影响损失（永久

征地、非住宅房屋拆迁、地上附着物等）的补偿标准实际执行情况。需特别说明

是否按照移民安置计划中的标准执行，若有变化，需说明原因；

（3）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活动实施进度：总进度计划与年度计划，移民机

构及人员配备进度，项目征地实施进度及其它移民活动进度；

（4）移民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移民资金逐级支付到位数量与时间情况，各

级移民实施机构的移民资金使用与管理，补偿费用支付给受影响的财产（房屋等）

产权人，土地所有权者（村集体及受影响人等）及使用者的数量与时间，村级集

体土地补偿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资金使用的监督、审计；

（5）抱怨、申诉、公众参与、协商、信息公开与外部监测：抱怨与申诉的

渠道、程序与负责机构，抱怨与申诉主要事项及其处理情况，公众参与和协商的

主要活动、内容与形式，公众参与和协商的实施效果，移民信息手册与信息公开，

外部监测机构、活动与效果；

（6）社会尽职调查识别的现有设施的土地遗留问题处理，以及相关设施（尤

其是澄城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移民实施进度及用地合规性；

（7）垃圾收集前端设施——村（社区）垃圾收集屋（点）用地的协商过程

及实施结果；

（8）对世界银行检查团备忘录中有关问题的处理；

（9）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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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外部监测

根据世行政策的要求，项目办将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且有丰富世行项目经

验的移民机构作为移民独立监测机构。

外部监测评估机构定期对移民安置的实施活动进行跟踪监测评价，对移民安

置的进度、质量、资金进行监测，并提出咨询意见，并向项目办提交监测评估报

告。

9.2.1 外部监测的范围

外部监测范围包括：

• 本移民安置计划涵盖的第一批子项目活动的新建设施；

• 社会尽职调查识别的现有设施用地的合规性，包括临渭区马家沟生活垃圾

填埋场及澄城县尧头垃圾填埋场；

• 社会尽职调查识别的相关设施项目用地实施进度、移民安置效果及用地合

规性。

• 垃圾收集前端设施——村（社区）垃圾收集屋（点）用地实施过程及效果

9.2.2 外部监测的内容及方法

(1)定期监测评估

外部监测机构在移民安置计划实施期间，对项目移民安置进行每年两次的定

期跟踪监测，通过现场观察、样本户跟踪调查及对移民的随机访谈，监测下列活

动：

• 土地征收及移民实施进度；

• 补偿金的支付及其数额；

• 补偿款的分配使用；

• 生计恢复和生活水平变化；

• 培训；

• 损失财产的补偿；

• 上述活动的时间表(任何时间能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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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安置的组织机构及效率；

• 抱怨申诉处理及效果。

(2)公众协商

外部监测机构将参加项目移民安置实施期间举行的公众协商会议。通过参与

这些协商会议，外部监测机构评价公众参与的效果。

(3)抱怨问题

外部监测机构定期访问项目影响村，并深入到接受抱怨的乡镇府和实施机构

询问抱怨问题处理情况。同时，也将会见有抱怨的移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改进措施和建议，以便使移民安置实施过程更加有效。

9.2.3 外部监测报告

外部监测评估机构将每半年向世行及陕西省项目办提交监测报告及评估报

告，报告提交安排详见表 9-1。

表 9- 1 第一批子项目移民监测与评估日程表

序

号
报告 报告期 日期

1 移民安置基线报告 2022年 12月
2 第一期半年度监测报告 2023年 1月~2023年 6月 2023年 7月
3 第二期半年度监测报告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 2024年 1月
4 第三期半年度监测报告 2024年 1月~2024年 6月 2024年 7月
5 第四期年度监测报告 2024年 7月~2024年 6月 2025年 7月
7 第五期年度监测报告 2025年 7月~2025年 6月 2026年 7月
8 第六期年度监测报告 2026年 7月~2027年 6月 2027年 7月
9 移民实施完工报告 2028年

9.2.4 移民实施完工报告

当项目土地征收及移民安置完成后，陕西项目办将聘用一个专业机构开展移

民成果及绩效评估，准备移民实施完工报告。移民实施完工报告将提交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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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第一批子项目移民影响筛查表

县区 名称 乡镇/街道 村/社区
项目用地（㎡） 受影响人

土地性质 用地方式
评价类别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小计 户数 人数

临渭

车雷大街中转站 杜桥办 车雷村 6453 0 6453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
地

划拨
尽调

胜利大街中转站 杜桥办 盈田社区 840 0 840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
地

划拨
尽调

渭蓝路中转站 站南办 韩马村 0 1754 1754 2 7 集体环卫设施用
地

征收
尽调，移民安
置计划

双创基地中转站 三张镇 韩家村 1713 0 171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尽调

交斜镇中转站 交斜镇 新寨村 1853 1853 2 9 耕地 征收 移民

故市镇中转站 故市镇 板西村 1967 0 1967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尽调

崇凝镇中转站 崇凝镇 线王村 1793 0 179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尽调

官道镇中转站 官道镇 郭家村 1393 0 1393 0 0 国有建设用地
产权不变，直
接利用

尽调

分拣中心 站南办 贠张社区 6533 0 6533 0 国有建设用地 直接利用 尽调

小计 20693 3607 24300 4 16 0 0

澄城

赵庄镇垃圾中转
站

赵庄镇 赵庄村 2000 0 2000 0 0 国有建设用地 划拨
尽调

王庄镇垃圾中转
站

王庄镇 王庄村 0 1532 1532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冯原镇垃圾中转
站

冯原镇 吉安城村 0 1600 16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交道镇垃圾中转
站

交道镇 中社村 1600 0 1600 0 0 国有环卫设施用
地

划拨
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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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名称 乡镇/街道 村/社区
项目用地（㎡） 受影响人

土地性质 用地方式
评价类别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小计 户数 人数

韦庄镇垃圾中转
站

韦庄镇 韦庄村 0 1600 16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城关镇垃圾中转
站

城关镇 镇基村 0 4500 4500 0 0 集体工矿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庄头镇垃圾中转
站

庄头镇 代庄村 0 1860 186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寺前镇垃圾中转
站

寺前镇 北街村 0 2000 20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尧头镇垃圾中转
站

尧头镇 东村 0 2000 2000 0 0 集体工矿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小计 3600 15092 18692 0 0

陈仓

东关压西秦村缩
站

东关街道 西秦村 500 0 500 0 国有公共建设绿
化用地

直接利用
尽调

千渭压缩站 千渭街道
李家崖

村
500 0 500 0 国有公共设施用

地
直接利用

尽调

新街村垃圾压缩
站

新街镇 新街村 0 50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香泉镇垃圾压缩
站

香泉镇
葛河口

村
0 50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拓石镇垃圾压缩
站

拓石镇
孟家塬

村
0 500 500 0 0 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

移民安置计
划

清运车辆维护中
心

东关街道
贾家崖

村
11000 0 11000 0 0 国有市政道路及

公共设施用地
直接利用

尽调

小计 12000 1500 13500 0 0
合计 36293 20199 5649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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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有关土地征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

审批手续。

第四十七条 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并将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

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

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

料办理补偿登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测算并落实有关费用，

保证足额到位，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

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应当在申请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

相关前期工作完成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方可申请征收土地。

第四十八条 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

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

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

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

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

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

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

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

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被征

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

缴费补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

第四十九条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

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

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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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

开发经营，兴办企业。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的…….
第五十五条 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

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

方可使用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修订)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的除外。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括：（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二）国有土地租

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第二十六条 需要征收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认为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的，应当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并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

征收土地预公告应当包括征收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征收土地预公告应当采用有利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式，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

（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预公告时间不少于十个工作日。自征收土地

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违反规定抢

栽抢建的，对抢栽抢建部分不予补偿。

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

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对征收土地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进行综合研判，确定风险

点，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评估结果是申请征收土

地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

现状调查情况，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

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

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拟征收土

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应当同时载明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

容。

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听证。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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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听证会等情况确定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后，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示范文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制定。

对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申请征

收土地时如实说明。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完成本条例规定的征地前期工作后，方可提出

征收土地申请，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应当对征收土地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确需征收土地的情形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进

行审查。

第三十一条 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

准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

内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公布征收范围、征收时间等具体工作安排，对个别未达成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依法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征收农用地

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并制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办法。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归其所有权人所有。

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单独列支。

申请征收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等，并保

证足额到位，专款专用。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19修订)
第二十一条 为了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征用

林地、林木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或者编制项目建议书时，建设单位应当向

建设项目批准机关的同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预申请。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

对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向建设用地单位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第二十九条 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标准补偿。征用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098c17d5cfc8b2a7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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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征用土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按下列标准补偿：

（一）农用地土地补偿费为被征用土地所在县（市、区）中等耕地前三年平均年

产值的四至六倍，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被征用土地所在县（市、区）中等耕

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一至四倍；

（二）已利用的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所在县（市、区）中等耕地安置补助

费的百分之30%至60%计付；

（三）青苗补偿费按被毁青苗的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40%至 90%补偿，房

屋和其他地上附着物，根据用途、结构、使用年限等因素确定类别、等级和补偿

单位价，由设区的市（地区）人民政府规定具体计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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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土地预审意见

1）临渭区

2）澄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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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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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移民计划准备中的公众参与及会议纪要

1 地址和时间 庄头镇代庄村，2022年6月21日

访谈对象 庄头镇干部、代庄村村干部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代庄村村干部：土地性质是集体建设用地。现状为有村民捡种玉米。村里同意征地用

于项目建设，土地需要给村上补偿，青苗需要给村民补偿。村民认为中转站对周边没

有什么影响。

现场照片

2 地址和时间 赵庄镇赵庄村，2022年6月21日

访谈对象 赵庄镇干部、国土所干事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国土所干部：该地块占地面积约5亩，根据土地三调图，该地块为建设用地。

赵庄镇干部：该土地原为倒闭的镇面粉厂，现状为闲置土地。属于政府用地，后续提

供土地证明。

现场照片

3 地址和时间 王庄镇王庄村，2022年6月21日

访谈对象 王庄镇镇干部、国土所干事、王庄村村干部和村民等5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王庄村村干部和村民：目前现状为闲置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为村集体管理的

土地，不涉及个人承包地。相邻玉米地，旁边有一个中铁十九局的临时搅拌厂，搅拌

厂为临时用地。村上同意征收该土地为项目使用。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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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址和时间 冯原镇吉安城村，2022年6月22日

访谈对象 冯原镇镇干部、国土所干事、吉安城村村干部和村民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吉安城村村干部和村民：土地为吉安城村集体建设用地，选址地为停用的临时用房。

东边相邻县道凤西路，西边为垃圾填埋场，距离村庄较远。用地属于村集体，不涉及

个人。同意征地。

现场照片

5 地址和时间 尧头镇尧头村斜井，2022年6月22日

访谈对象 尧头镇镇干部、国土所干事、尧头村村干部和村民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尧头村村干部和村民：选址地相邻废弃煤矿厂和矿厂所属废弃用房及空场地，对面原

为临时搅拌站。煤矿厂已废弃，搅拌站已闲置。现状为荒地栽有树木，有两处废弃砖

房。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土地不涉及村民承包地。同意征地。

现场照片

6 地址和时间 城关镇 镇基村，2022年6月22日

访谈对象 城关街办干部、国土所干事、镇基村村干部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电话采访镇基村村干部：村上表示支持征地，周围皆是空地，距离最近村庄约200米。

咨询了解得知，土地是村上集体土地，有10亩以上，不涉及村民承包地，现状为空闲

土地。同意征地。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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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址和时间 韦庄镇 韦庄村，2022年6月23日

访谈对象 韦庄镇干部、国土所干事、韦庄村干部和村民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韦庄村干部和村民：地址与表格记录有变化，表格记录原地在马路对面。村里表示

支持征地。西边靠近停产面粉厂。粮食街2号住户曾对原选址地块距离其房屋较近（约

10米）而不满意，认为要离他的房屋至少50米，现址用地距离该住户约100米。土地

现状为废弃的砖厂，土地现属于韦庄村村集体，不涉及个人。村里同意征地。

现场照片

8 地址和时间 寺前镇 北街村，2022年6月23日

访谈对象 寺前镇干部、国土所干事、北街村村干部等3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北街村村干部：支持征地为项目使用。西边有简易圈舍，距离约80米；南边距离居

民点约120米。该地块为集体建设用地，属于村集体，不涉及个人，现状是闲置土地。

现场照片

9 地址和时间 交道镇 中社村，2022年6月23日

访谈对象职务 交道镇镇干部、国土所干事等4人

访谈主题 了解最终选址用地相关信息，以及影响村态度

访谈内容

国土所干事：选址南边距离100米处有个服装厂，西边距离社区200米，东南距离镇

政府100米。镇政府表示支持用地。土地现状为垃圾转运设施管理站，属于交道镇政

府，但由于镇政府无经费支持管理运营，现已停运。土地三调图显示该地块为建设

用地。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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