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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
“宅富通”系统建设思路与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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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以浙江德清县“宅富通”系统建设与实践为例探索数字化赋能宅基地制度
改革迭代升级的途径，为落实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加强宅基地监督管理，激活宅基地资
源要素，各地亟需加强宅基地改革与数字化改革的衔接，不断拓宽宅基地改革与管理的创
新路径。【方法】文章着重介绍德清县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宅富通”的建设内容与
目标、系统总体架构设计、系统功能开发与实现，围绕系统建设和应用提出了思
路。【结果/结论】德清县通过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宅富通”，在充分利用已有资
源、整合已建系统的基础上，围绕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退出、违法用地查处等重点
业务提供数字化服务。德清县积极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赋能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贯
彻“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改革的理念及要求，打通业务数据壁垒、探索完善宅基地
制度改革路径，推进宅基地管理模式创新，提高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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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保障了农民实现住有所居，维护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的快速推进，我国正在实现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 ［1］，大量农村
人口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转变为农村人口、
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空心化的农村地域空心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
“空心村”［2］。宅基地作为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零散、闲置等情况不利于
农村全面发展 ［3］，从现有政策和研究来看，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推进闲置农村宅基地
和农房盘活利用既是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强乡村振兴用地保障的重要任务 ［4］。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创新之路由来已久，1989 年进行了宅基地汇
总登记，并根据农户建房情况不断更新数据，2008 年开展了农村地籍数字化测量，宅基
地确权登记实现了全覆盖。2021 年，作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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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县立足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以宅基地管理涉及的多个场景为切口，深挖农户需求，
建立德清县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宅富通’系统”），按照“任务分
解”“综合集成”的“V”字模型，流程再造、多跨协同、综合集成现有数字化业务系
统，不断增加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逐步将线下改革创新线上化，打造一
个端口进、上下信息畅通、流程全程可视的信息化系统，致力于解决农村宅基地审批
难、服务难、监管难等问题，实现与数字农业系统、县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数字
乡村一张图”等系统对接，实现农村数字化场景“一图呈现”，打造农民富裕富足“跑
道”，促进宅基地管理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数字赋能宅基地盘活利用，目前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

1 系统建设内容与目标
1.1

系统建设内容
“宅富通”系统实现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退出、违法用地查处等信息化管理，

为德清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内容提供数字化支撑，系统成为县农业农村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履行宅基地管理和改革职责的重要手段，在稳慎
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
1.2

系统建设目标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是深化农

村改革的重要内容 ［6］。根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
设数字浙江为目标，建设德清县“宅富通”系统，以数字化改革为切入口，以问题为导
向，着眼于各类主体差异化诉求。在农民服务侧，着眼于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显化宅基
地和农房价值，丰富农房功能，拓展收益渠道，解决融资难题；在政府管理侧，着眼于
规范业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制定配套政策，畅通资金渠道；在社会资本侧，着眼
于规范流转市场、明晰房屋权属、保障投资权益。“宅富通”系统建设融合德清县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成果和本地地理信息产业优势，将宅基地制度改革与数字化改革相结合，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放大改革效应，为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实践
经验。

2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2.1

系统总体设计思路
“宅富通”系统遵循数字政府“四横四纵”总体架构，以“三张清单”为抓手，以一

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德清县数字农业云平台为依托，围绕资格权管理、联合审批、
综合监管及盘活利用等核心业务，综合集成现有数字化业务系统，构建宅基地申请、审
批、监管、流转、抵押、退出的全链条多跨协同应用场景，同时对照数字政府“一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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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网通管”目标，依托“浙里办”“浙政钉”公共平台，将应用场景集成到数字政
府综合应用安全生产门户。
2.2

系统总体设计框架

“宅富通”系统设计遵循“两掌”和“四横四纵”的总体技术框架 （图 1）。“两掌”

分别是“浙里办”群众企业掌上办事和“浙政钉”机关干部掌上办公两个入口，“四横”
分别是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业务应用体系。“四纵”分别是政
策制度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组织保障体系和网络安全体系。系统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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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总体框架
Fig.1

Overall system framework

基础设施体系：整合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物理资源，形成可按需动态
扩展的高性能基础环境，以满足县级宅基地数据存储、业务办理、信息共享和查询服务
及各级系统接入需要，为整个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提供强有力支撑和保障。
数据资源体系：由德清县各主题库、专题库、清洗库等组成，对数据进行统一组织
与管理，建立宅基地数据仓，面向城市大脑等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应用支撑体系：提供空间治理、业务中台、可信身份认证、公共信用、电子签章、
电子证照等服务，为业务应用稳定高效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业务应用体系：面向各类用户，通过数据管理、信息“一张图”、联合审批、资格
权管理、综合监管、盘活利用、三色预警、数据上报、共享服务、便民服务等十大模
块，提供宅基地申请、审批、监管、流转、抵押、退出的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和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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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政策制度体系：2019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

通知》（中农发 〔2019〕 11 号），《通知》 要求，农业农村部门承担宅基地分配、使用、
流转、纠纷仲裁管理和宅基地合理布局、用地标准、违法用地查处，指导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农房利用等工作。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 〔2019〕 6 号），《通知》 指出，乡镇政府要探索建立一
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制度，方便农民

群众办事。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深化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方案》 提出，要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充分发挥大数据
作用，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形成宅基地信息“一张图”，要加强政府间数
据共享机制，完善农村宅基地调查制度，全面摸清宅基地规模、布局、利用情况等信息，
建立农村宅基地基础数据库。
标准规范体系：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涉及数据管理、业务和服务应用等众多环
节，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机制和技术规范。标准规范体系是对国家标准规范体系的
进一步细化，涵盖数据整合建库、系统建设、业务管理、共享服务等方面。
组织保障体系：信息系统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小
组，充分借助和依托已建制度，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强化督促指导，构建督导
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宅基地信息化培训和工作指导。
网络安全体系：严格遵循信息安全的技术标准 ［7］，按照分级保护、等级保护要求，
加强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建立统一的用户权限、安全认证、授权管理、密钥管理系统，
确保宅基地数据存储安全、传输安全、应用安全。

3 系统开发与实现
3.1

功能模块设计
“宅富通”系统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管理、农村宅基地信息“一张图”、宅基

地农户资格权管理、联合审批、综合监管、盘活利用、三色预警、数据上报、共享服务
和便民服务端。围绕农村宅基地全生命周期，聚焦农户宅基地需求，构建多跨部门协同、
线上办事业务流程，建设宅基地申请、审批、监管、流转、抵押、退出的全链条数字化
服务和运行体系。
（1） 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管理
农村宅基地数据库是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数据仓储，是按照数据规范要求存储的、覆
盖县域范围内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的数据集合。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管理子系统能够整合
汇总县域范围内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通过数据建库、质量检查、成果导出、浏览查询、
统计分析等功能对宅基地基础数据进行统一组织、存储、管理、维护和更新。系统支持
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规范要求形成宅基地数据台账、现状图件、宅基地数据库成果汇交
包，向省农业农村厅和农业农村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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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宅基地信息“一张图”
通过台账一张图、审批一张图、监管一张图、盘活利用一张图，从农户、宅基地和
农房等多角度，综合显示宅基地规模、布局、利用等宏观数据，实现对农户建房资格、
建房需求、用地指标、宅基地审批、农村宅基地违法用地等各类专题数据统计分析。
（3）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管理
实现农村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数字化管理，建立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电子登记簿和电子
登记证，支持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认定备案数据入库，对登记簿进行统计分析与动态更新，
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变更、退出等线上办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以人认定，按户归
集”，依照资格权认定程序，实现资格权申请变更和定期变更，记录变更手续材料附件，
记录资格权多元化保障实现方式，为宅基地用地建房申请提供资格权核查基础。
（4） 联合审批
实现农民建房“一件事”“掌上办”“一站办”，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
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制度 ［8］，实现宅基地用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数字
化管理 ［9］。实现宅基地用地建房申请、审核、审批、批后监管等业务管理功能，基于
“浙政钉”实现选址到场、放样到场、砌基到场、施工到场和验收到场，实现业务流、数
据流的全程网络化、数字化操作。申请人或代办人员网上填报宅基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
申请，村组在线审查、在线公示，同步开展线下公示，乡镇在线审批、发证，支持带图
审批，管理人员核查宅基地用地是否符合规划。支持审批表和验收单备案，形成宅基地
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账。
（5） 综合监管
以宅基地基础数据为基础，叠加最新遥感影像，通过遥感监测和人工判读相结合的
方式定期对当前县域内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情况进行智能化监测监管，为执法人员提供
违法用地监管工具，实现精准执法和高效执法 ［10］。同时为建房过程中的信访举报、矛盾
调处、纠纷仲裁等提供信息化管理手段。
（6） 盘活利用
建立闲置宅基地及闲置农房流转平台，通过“互联网+”形式推出闲置农房，供需双
方网上直接对接，网上备案。打通银行、不动产登记等相关部门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
盘活利用子系统主要包含：共享农房、金融超市、有偿退出和有偿使用等模块。①共享
农房：为农户农房出租及转让提供交易平台。该模块主要有农房出租、乡村乡韵、农房
转让、协议范本等几大功能，系统采用 VR 对闲置农房进行直观展示，方便租户查看房屋

四至及内部情况，并可通过链接形式分享到微信、QQ 等软件。提供乡镇、村区域特色展
示模块，展示当地的美食美景、乡村乡貌等等，助于乡村宣传。打通农民宅基地财富渠
道，实现宅、富互通，多渠道促进村集体、村民“双增收”。②金融超市：为农户提供宅
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抵押贷款平台。打通银行金融平台、“宅富通”系统、不动产统
一登记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系统主要包含抵押
产品、咨询服务及流程及资料下载等。农户通过“浙里办”提交宅基地抵押申请，在
“抵押产品”模块展示，并实时推送至银行金融平台，方便银行工作人员查看农户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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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信息。系统提供银行宅基地相关抵押产品，方便农户查看了解，提供银行、农户沟
通渠道。银行端口实现申请材料电子化，实时推送至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平台，不动产
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办理抵押登记业务，办结后，将抵押登记证明推送至银行端，银行
端完成抵押登记证明的自助打印，并将相关抵押信息推送至“宅富通”系统，进行备案，
防止重复抵押。③有偿退出：支持对农村宅基地自愿永久退出、有偿暂时退出和自愿有
偿退出宅基地等多种退出方式的申请、受理和备案。建立宅基地退出台账，记录每一户
申请退出的宅基地基本信息，房屋利用现状、房屋照片等信息，按照退出宅基地统筹利
用政策，对退出的宅基地进行分类整治，建立宅基地动态更新机制。④有偿使用：支持
对“超标占用”“继承占用”“其他占用”等进行登记备案。建立有偿使用信息台账，包
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标准占用宅基地、一户多宅、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
或其他方式占用宅基地等类型。
（7） 三色预警
围绕“管”和“服”，立足农民群众的政务服务需求和办事获得感、满意度，以数字
化手段推进宅基地管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通过“三色赋码”场景应用健全
宅基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构建整体高效的政府运行体系、优质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
公平公正的执法监管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①“三色”预警子系统主要包含：
确权登记“三色”预警、资格权保障“三色”预警、建房监管“三色”预警、信访纠纷
“三色”预警等。建立起一套全链条的问题发现、跟踪调查、分类处置、结果反馈机制。
②确权登记“三色”预警：以农村宅基地数据库为底层数据，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数据，
叠加历年以来宅基地违法用地数据 （剔除补办后已转为合法宅基地的数据） 等，最终确

认未完成确权登记的宅基地数量、布局等，分别赋“三色码”。其中：绿色可代表已完成
确权登记；黄色代表可确权登记但未予办理不动产权证；红色代表为不能确权登记的违
法宅基地。③资格权保障“三色”预警：在开展宅基地资格权人与户的认定登记工作后，
关联资格权农户与宅基地、房屋，对已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农户并在限定面积标准内的，
赋绿码；对已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农户但房屋面积过小的相对困难户，赋黄码；对无房
户、危房户等，赋红码。通过“三色”预警可实现宅基地需求预测。④建房监管“三色”
预警：通过“五到场”动态监管农村建房全过程，以违规程度轻重分别赋码，实现宅基
地批后监管的“三色”及时预警。对涉及宅基地使用、建房规划、建设施工等违法违规
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绿色代表规范，特指各方面均符合建房相关要求的建房
户；加强宣传、树立典型。黄色代表预警，特指未执行挂牌施工及围挡施工制度、建设
环境脏乱差、部分污水没有纳管等可以及时整改的建房户；以提醒教育为主，即查即改。
红色代表风险，特指存在未批先建、未按照审批要求建设、未按照农房设计方案建设、
未按照施工合同相关约定建设、未施行截污纳管、违规圈占农用地尤其是耕地建设围墙
等重大风险隐患行为的建房户；加大巡查、整改和查处力度。⑤信访纠纷“三色”预警：
依据宅基地建房过程中的信访举报、纠纷仲裁及资格权分户、宅基地分配等过程中出现
的信访事件，建立宅基地信访纠纷“三色”预警，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的关口前移，切实
保障农民的利益，防止矛盾纠纷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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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上报
向市农业农村局、省农业农村厅及农业农村部上报宅基地业务数据，确保满足上级
对宅基地数据的监测统计需要。实现对宅基地相关数据进行提取、生成、质检、上报、
导出等功能，根据数据交换规则，自动生成上报数据，在线推送上报数据，使宅基地数
据上报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
（9） 共享服务
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归集整合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县大数据局、县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司法局、县工商局等 6 大部门 26
项数据成果，打通数字乡村一张图、不动产登记、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农房“浙建
事”
、县公积金平台、司法政务服务平台等 6 个业务系统。
（10） 便民服务端

深挖农户需求，基于“浙里办”APP 端实现宅基地相关便民服务。包括申请宅基地
建房、到场申请、审批进度查询、不动产证办理等相关农户申请，以及提供宅基地流转、
抵押、退出、农房装修、农房继承、建房材料、用地建房政策以及在线咨询等服务功能，
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路，实现农民建房“一件事”
“一键办”。
3.2

应用效果
“宅富通”系统在全面深入调研德清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围绕农村宅基

地全生命周期管理，聚焦农户需求，注重多跨协同，以宅基地涉及的多个场景为切入点，
搭建宅基地申请、审批、监管、流转、抵押、退出的全链条服务场景 （图 2），架设农民
富裕富足新“跑道”。该系统已于 2021 年 12 月上线，累计盘活闲置宅基地 （农房） 2

982 户 1 080 亩，实现增收 7 800 余万元，累计完成宅基地建房审批 582 件，农房抵押贷款
1 473 户，涉及金额 3.5 余亿元，开展实地巡查 132 次，发现违规 3 起，现已全部整改
到位。

4 结论与讨论
德清县围绕“整体智治”要求，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建立宅基地全生命周期管
理信息系统“宅富通”，纳入“数字乡村一张图”统一管理，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该文
通过对“宅富通”系统建设的探讨为试点地区探索农村宅基地数字化管理方式提供参考
和启发。
（1） 数字化系统的建立能够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推行“一窗制”“一站式”服务，
明确所需的材料、程序，化繁为简、即到即办、一次办结。
（2） 数字化系统能够更好地打通各业务部门，贯通共享业务数据，将不同应用场景
数字化。
（3） 通过数字化系统，打造了一批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典型案例，不断释放
改革红利、放大改革成果，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实践经验。

· 88 ·

周伟国等：德清县“宅富通”
系统建设思路与实践探讨
第 34 卷第 3 期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熊雪锋 . 经济结构变革、村庄转型与宅基地制度改革变迁：四川省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研究 . 中国农
村经济，
2018（6）：
2-20.
［2］刘彦随，
龙花楼，
陈玉福，
等 .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3］肖建英，
王亚慧，
霍玉杰 . 数字技术赋能宅基地使用权放活运行机制研究 . 中国房地产，
2021.
［4］张勇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问题研究 . 中州学刊，
2019（6）：
37-42.
［5］张少停 . 国家管制视角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 山西大学，
2018.
［6］方忠敬，
王国友 . 论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土地流转 . 第三届湖湘三农论坛，
2010.
［7］田燕 . 基于 ArcGIS 的湟源农村宅基地试点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 . 2016 第十四届 Esri 中国用户大
会，
2016.
［8］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 . 自然资源通讯，2020（1）：
34-40.
［9］周嵘 .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有新规 . 农村财务会计，
2020（1）：
12-13.
［10］高宏瑞 . 基层土地执法机制问题研究——以 D 市为例 .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ideas and practice of“ZhaiFu-Tong”system in Deq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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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ak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Zhai-Fu-Tong” system in
Deq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through digitaliz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policy of

the homestead system，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homesteads，and activate
the resources of homestea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omestead

reform and digital reform， and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path of

homestead reform and management.［Method］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objectives of the rural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Zhai-Fu-Tong” in Deqing
County， the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functions， and puts forward ideas arou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Result/Conclusion］Deqing County has established a rural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Zhai-Fu-Tong”， an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full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and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system，it provides digital services for key businesses such as homestead

application， approval， circulation， withdrawal， and illegal land us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Deqing county actively promotes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homesteads，empowers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dle homesteads，implements the concept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run at most once” reform and digital reform， breaks through business data barriers，
explores and improves the reform path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and promotes the home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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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odel. Innovation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idle homesteads and farm
houses.

Key words：homestead system reform；utilization of rural houses；digital reform；Zhai-FuT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