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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代码编制规则研究与应用*
——以安达市吉星岗镇吉星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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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北京 100125；2.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摘要：【目的】建立统一的农村宅基地代码编制规则是开展农村宅基地信息化管理的基础性工
作。【方法】在吸收、消化国内外相关编码的基础上，文章将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宅基
地、宅基地使用权人和农民房屋作为农村宅基地编码内容，提出了相应的代码结构、编码方
法和赋码规则，并以安达市吉星岗镇吉星村为例，对编码进行了应用。【结果】（1） 各编码
内容体现了农村宅基地的权利要素构成，符合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实际需要；
（2） 各编码内容以行政区划编码为基础，符合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能够与其它相关编码体
系进行有效衔接，有助于农村宅基地信息的交换和共享；（3） 以宅基地所有权人为基础进
行统一编码，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编码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利于农村宅基地信息化管
理。【结论】研究对提高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工作效率和促进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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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重要财产，也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
的重要基础 ［1］。为切实加强宅基地管理，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农业
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也制定了有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
照法律和中央的要求，立足本地实际，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规章和管理文件，共同构
成了现行宅基地法律政策体系，这对保护农民权益、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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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宅基地和住房闲置浪费
等问题日益突出，宅基地管理特别是信息化管理还比较薄弱。在农村宅基地管理中，对
宅基地进行统一编码是开展宅基地管理信息化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重要举措。在国外，由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大多以土地私有制为
主 ［2-3］，尽管不少学者对土地有关编码开展了大量研究 ［4-6］，但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宅基地
而言，国外没有对宅基地形成统一的编码规则及标准。在国内，很多学者就“地块”、
“宗地”或“承包地块”的编码设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7-12］，国土、测绘、农业等行业也
纷纷出台了一些关于“地块”、“宗地”或“承包经营权要素”的行业和国家标准 ［13-17］，
但有关宅基地编码还鲜见报道。2021 年 5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下发 《关

于印发<农村宅基地数据库规范 （试用版） >的通知》（农 （经综） 函 〔2021〕 58 号）［18］，
对宅基地有关编码进行了规定，对规范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促进宅基地管理

信息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开展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过程中，
也出现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影响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和数据库建设。
为保证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成果质量，急需出台更为完善的、更具权威性的宅
基地编码标准。
因此，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相关编码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套关于宅基地所有权
人、农户、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人和农民房屋的编码规则。研究可望为规范农村宅基
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促进宅基地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
效率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1 编码内容
2007 年 3 月，我国出台的 《物权法》 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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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强调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因此，宅基地权利包括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就宅基地权利要素构成而言，它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
构成，其中：主体为权利义务之所属，它是在宅基地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
人，包括宅基地所有权人、资格权人和使用权人；客体为权利义务之所附，它是主体依
法实施一类或一系列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即宅基地及其房屋；内容则为具体的权利义务
以及与义务密切相连的民事责任，至于基本权利义务的具体化及其他方面，由权利主体
以不动产登记证书形式约定。鉴于自然资源部门就不动产登记证书有单独的编码，学术
界和社会界对资格权人理解也还存在不同看法 ［19-24］，从宅基地权利要素构成角度出发，
有必要对宅基地所有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宅基地及其农房进行编码，它们一起构成
宅基地权利要素的编码内容。

为便于建立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成果数据库，农 （经综） 函 〔2021〕 58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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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使用权人、房屋幢号、农民房屋、宗地代码、房屋编码、业
务号、许可证、批准书、流转合同编号等有关编码进行了规定。考虑到宗地代码、房屋
编码直接沿用已有的编码标准，业务号、许可证、批准书、流转合同编号相对独立，不
与其它编码相关联，而房屋幢号又依托宅基地而存在。因此，在广泛征求意见和研讨的
基础上，从宅基地权利要素构成角度出发，同时也为与农 （经综） 函 〔2021〕 58 号文件

中的有关编码进行充分衔接，该文将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人、
农民房屋作为编码内容，给出了相应的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和赋码规则，并以安达市吉星
岗镇吉星村为例，对编码进行应用，以适用于在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中对宅基地
所有权人、农户、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进行信息标识、处理和交换等。

2 编码规则
2.1

宅基地所有权人编码规则

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由四段 14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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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构

Coding structure of the own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在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构中，县级段代码位数 6 位，表示县级及县级以上行

政区，应按照 GB/T 2260 ［25］ 规定执行；乡级段代码位数 3 位，表示街道 （地区） 办事处、
镇、乡 （苏木），应按照 GB/T 10114 ［26］ 规定执行；村级段代码位数 3 位，表示村民委员

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所属乡镇编订；组级段代码位数 2 位，表示村内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码从 01 开始，按升序编码，最多编至 99，由所属行政村编订。

在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构中，当村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农村宅

基地所有权人时，组级段代码范围为 01～99；当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会员代表农
村宅基地所有权人时，组级段代码用“00”表示；当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
村宅基地所有权人时，村级段代码和组级段代码分别用“000”和“00”表示。
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保持稳定，不随宅基地所有权人外在属性 （例如：名称、承办
人等） 变化、行政区划调整、村组调整而变化。
2.2

农户编码规则

农户代码由三段 19 位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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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户代码结构
Fig.2

Coding structure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在农户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按照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构

进行编码；第二段为 1 位特征码，表示农户；第三段为 4 位顺序码，代码从 0001 开始，
按升序编码，最多编至 9999。

在农户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宅基地所有权人赋码规则；第二段用英文大写字母

N 表示；第三段采用顺序码，由 4 位数字构成，赋码范围为 0001～9999。

农户的代表人或者名称发生变化的，农户代码保持不变；增加农户，新增的农户在

原农户代码最大顺序号后续编；农户全部灭失后，该农户代码作废，作废代码不应再赋
予其他农户。
2.3

宅基地编码规则

宅基地代码由三段 20 位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 3 所示。
ffffffffffffff ; fffff







图3
Fig.3



农村宅基地代码结构

Coding structure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在宅基地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按照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

构进行编码；第二段为 1 位特征码，表示宅基地；第三段为 5 位顺序码，代码从 00001 开
始，在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后按升序编码，最多编至 99999。

在宅基地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宅基地所有权人赋码规则；第二段用英文大写字

母 Z 表示；第三段代码赋码范围为 00001～99999。

宅基地的名称、宅基地使用权人等发生变化的，宅基地代码保持不变；新增宅基地，

宅基地代码在相应的最大宅基地顺序码后续编；宅基地退出后，该宅基地代码作废，作
废代码不应再赋予其他宅基地。
2.4

宅基地使用权人编码规则

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由三段 25 位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 4 所示。

在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宅基地代码，按照宅基地代码结构进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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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结构
Fig.4

Coding structure of the us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码；第二段为 1 位特征码，表示宅基地使用权；第三段为 4 位顺序码，代码从 0001 开始，
按升序编码，最多编至 9999。

在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宅基地赋码规则；第二段用英文大写字

母 S 表示；第三段采用顺序码，由 4 位数字构成，赋码范围为 0001～9999。

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代表人或者名称发生变化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保持不变；增

加宅基地使用权人，新增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原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最大顺序号后续编；
宅基地使用权人全部灭失后，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作废，作废代码不应再赋予其他宅
基地使用权人。
2.5

农民房屋编码规则

农民房屋代码由四段 30 位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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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民房屋代码结构
Fig.5

Coding structure of the farmhouse unit

在农民房屋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宅基地代码，按照宅基地代码结构进行编码；
第二段

为 1 位特征码，表示房屋幢；第三段为 4 位房屋幢顺序码，代码从 0001 开始，按升序编码，最
多编至 9999；
第四段为 5 位顺序码，
代码从 00001 开始，
按升序编码，
最多编至 99999。

在农民房屋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宅基地赋码规则；第二段用英文大写字母 F 表示；

第三段采用顺序码，由 4 位数字构成，赋码范围为 0001～9999；第四段采用顺序码，由 5 位
数字构成，
赋码范围为 00001～99999。

3 编码应用
3.1

应用区概况

安达市是土地征收、宅基地管理等制度改革试点的 33 个县 （市、区） 之一，也是全

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吉星岗镇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东部，北与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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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虎岗镇相望，南与兰西县燎原乡接壤，西与安达市任民镇交接，东与青冈县互助乡
毗邻，南北长约 14 km，东西宽约 20 km。吉星岗镇地域面积 284 km2，全境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是安达市土地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乡镇，下辖吉星村、金星村等 10 个行政
村。吉星村位于吉星岗镇中南部，辖曹粉房屯、迟星屯、郭家街屯、李大姑娘屯、马石

匠屯、新立屯等，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周边拥有小九寨、太阳岛、雪山国
家森林公园、吊水楼瀑布、雪乡、牡丹峰、乌苏里江上的小镇等景点景区，拥有鄂伦春
族的生活习俗、鄂伦春族之多彩的文化、东北三宝 （貂皮） 等民俗文化，拥有安达奶牛、
安达焖茄盒、香甜玉米饼、甜菇茑、青冈油豆角、明水双兴平菇、兰西挂钱等特产。
3.2

编码应用
本文以安达市吉星岗镇吉星村为例，对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宅基地、宅基地使

用权人和农民房屋进行编码应用。
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为“23128111020000”，其
中：1～6 位“231281”表示安达市，7～9 位“110”表示吉星岗镇，10～12 位“200”表
示吉星村，13～14 位“00”表示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用“00”表示；当吉
星村下辖的新立屯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为“23128111020003”，
其中：1～6 位“231281”表示安达市，7～9 位“110”表示吉星岗镇，10～12 位“200”
表示吉星村，13～14 位“03”表示新立屯，顺序号为 03。

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对吉星村农户 （例如：农户代表张三） 进行编码，

该农户代码为“23128111020000N0005”，其中：1～14 位“23128111020000”表示宅基

地所有权人代码，第 15 位“N”特征码，表示农户，16～19 位“0005”表示农户代表为
张三的农户编码，顺序号为 0005。

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对吉星村宅基地进行编码，该宅基地代码为

“23128111020000Z00008”，其中：1～14 位“23128111020000”表示宅基地所有权人代

码，第 15 位“Z”特征码，表示宅基地，16～20 位“00008”表示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
有权人时的第 8 宗宅基地。

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对吉星村宅基地使用权人 （例如：李四） 进行

编 码 ， 该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人 代 码 为 “23128111020000Z00008S0006”， 其 中 ： 1～20 位

“23128111020000Z00008”表示宅基地代码，第 21 位“S”特征码，表示宅基地使用权
人，22～25 位“0006”表示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的第 6 个宅基地使用权人。

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对吉星村宅基地使用权人 （例如：李四） 的房屋

进行编码，该农民房屋代码为“23128111020000Z00008S0006F0002”，其中：1～25 位

“23128111020000Z00008S0006”表示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第 26 位“F”特征码，表示
农民房屋，27～30 位“0002”表示宅基地使用权人 （例如：李四） 的第 2 个房屋。

从吉星岗镇吉星村的应用情况来看，各编码内容以行政区划编码为基础，符合国家

行政管理原则，能够与民政、统计等相关编码进行有效衔接，既便于农村宅基地有关信
息的查询与统计，又便于农村宅基地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此外，将农户、宅基地纳入到
宅基地所有权人下进行统一编码，体现了农户、宅基地和宅基地所有权人之间的所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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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宅基地编码为基础对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进行编码，体现了宅基地使用权
人与宅基地之间的使用关系、农民房屋与宅基地一体的关系。整个农村宅基地代码组织

结构 （图 6） 既反映了各编码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又便于对农村宅基地信息进行管理，
符合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实际情况。




















图 6 农村宅基地代码组织结构
Fig.6

Coding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o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在编码字段设置上，除宅基地所有权人外，对农户代码、宅基地代码、宅基地使用
权人代码、农民房屋代码均设置了特征码，分别以“N”“Z”“S”和“F”作为特征码。
从吉星岗镇吉星村的应用情况来看，特征码既能够较好的区分各编码内容，又能够较好
地与其它相关编码进行区分。此外，根据吉星岗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
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吉星村共有农户
785 户、家庭成员 3 767 人、宅基地 1 053 宗，宅基地总面积约 81.98 hm2。可见，从各编
码内容设置的长度来看，无论是当吉星村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还是吉星村下辖的屯 （例

如：新立屯） 代表宅基地所有权人时，农户代码、宅基地代码、宅基地使用权人代码、
农民房屋代码预留的顺序号位数均是够用的。

4 讨论
全国行政区划代码标准是支持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标准，已在各大
行业部门得到广泛使用 ［27］。在该文中，宅基地所有权人代码结构中的县级段代码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乡级段代码采用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

码编制规则》（GB/T 10114），符合国家行政管理原则；村级段和组级段代码预留位数与
民政、统计等相关编码相同，可与其它相关编码体系进行有效衔接。因此，该文引入行
政区划代码作为宅基地所有权人编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易识别、易扩展、简单适用
的特点，便于农村宅基地信息的共享。另外，除了采用国家统一的行政区划编码外，该
文以宅基地所有权人编码为基础对农户、宅基地进行编码，以宅基地编码为基础对宅基
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进行编码，既反映了各编码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又有利于农村
宅基地信息的管理。

《关于印发<农村宅基地数据库规范 （试用版） >的通知》（农 （经综） 函 〔2021〕 58

号） 对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人有两种编码，一是当已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且取得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直接采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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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没有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采
用发包方代码+“0000”。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直观、不便于实
际应用和数据共享、难以反映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人特征等原因，该文基于法律法规对宅
基地所有权及其代表集体行使宅基地所有权的有关表述，参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
素编码规则》（GB/T 35958-2018） 中的发包方编码对宅基地所有权人进行了编码设计。

尽管作者在编码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分析，但是由于全国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

情况不尽相同，各编码内容预留的位数是否能完全满足调查和管理需要还有待进一步实
践检验。另外，鉴于编码规则本身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也亟待在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
查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正。

5 结论
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相关编码的基础上，该文给出了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宅基
地、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的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和赋码规则，并以安达市吉星岗
镇吉星村为例，对编码进行了应用。得到如下结论。
（1） 将宅基地所有权人、农户、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作为编码内容，
体现了农村宅基地的权利要素构成，符合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的实际需要。
（2） 各编码内容以行政区划编码为基础，符合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能够与其它相关
编码体系进行有效衔接，便于农村宅基地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3） 以行政区划编码为基础，将农户、宅基地纳入到宅基地所有权人下进行统一编
码，以宅基地编码为基础对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房屋进行编码，既能反映各编码内容
之间的内在关系，又有利于农村宅基地信息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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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cod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s basic work for the informational

manag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Method］Based on the related cod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own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peasant household， us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farmhouse unit were chosen as the coding targets， and the coding

structure，coding method and coding rule of above coding targets were also proposed in detail. In
addition，in order to apply the the coding rules fo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the Jixing village
of Jixinggang town in Anda city was selected as a case.［Result］Three importa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from this research， which we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coding targets reflected
consist of the right fo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and fit for the actual requirement of the survey

in elementary in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2） Based on the cod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alization， the codes of five coding targets could satisf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join the other related coding systems. The coding in this study
could also be helpful for sharing and exchanging. （3） Other coding targets wer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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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ight elements，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for the coding targets， but also were helpful

for the informational manag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clusion］This research ha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dministr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Key words：own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peasant household；user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rural residential land；farmhouse u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