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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和保护农民财产权利：
深化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
———访法学博士、北京市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

专家简介

� � � �张英洪，法学博士，北京农研中心
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已出
版的主要著作有农民权利研究系列作
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
权利》，以及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研究系列作品 《新市民》《北京市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研究》《北京市新型
城市化研究》《北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
进程研究》《农民荒》《北京市法治城市
化研究》等，目前正在从事农民财产权
系列研究。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201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
的财产权利。”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财产权利”？“充分的财产权利”有怎样深刻的内涵？它在“三农”问题中有着怎样的决定性意义？如何在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中“强农富农”，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记者日前采访了湘籍学者、法学博士、北京农
研中心研究员张英洪。

� � � � 湖南日报：记者观察到，作为一个法学博
士，您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更多的是关注农
民权益、自由尊严、公平正义等问题。您出版的
《农民权利论》专著和专文《赋予农民更充分的
财产权利》， 特别探讨了农民的财产权赋予与
保护问题。请问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张英洪： 赋予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是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对于解决我国
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心。” 财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性
制度之一， 它不仅关乎个人和家庭的自由幸
福，更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关乎
社会的公平正义。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基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没有
财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自由和繁荣，也
没有道德和文明。保护财产权是实现民富国强
最有效的法宝之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产
权利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改革以来，党和国
家不断加强财产权的保护。2016年11月27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
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政策，文
件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
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 � � � 湖南日报：我们知道，农民既是个群体的
概念，也是个体的特指。那么，作为农民，他们
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内涵？

张英洪：在中国 ，农民的概念有些特殊 ，
包括了作为职业的农民和作为身份的农民两
重含义。作为职业的农民好理解，就是以农业
为职业的人群，这是全世界普遍认同的概念。
作为身份的农民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现
象，就是拥有农业户籍身份的人。拥有农业户
籍，不管你是否进城务工当了工人，或经商做
了商人， 或成为了企业家， 都被赋予农民身
份，叫农民工，或者农民企业家等等 。这是上
个世纪50年我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结
果。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出台，至2016年9月，全国31个省
市区都实行了户籍改革， 取消了农业户口与
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统一登记为 “居民户
口”， 我国自1958年开始建立的城乡二元户籍
制度从此成为历史。

户籍制度改革后， 我国事实上存在三种
不同形态的农民： 一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可以称之
为土地承包型农民， 这是取得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资格的原初农民； 二是随着承包权与
经营权的分离， 通过流转承包土地而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的农民， 这可称之为土地流转型
农民； 三是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
节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人员， 暂且称之为社会
服务型农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务型农民
作为一个新型农民群体， 正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据有的专家研究，美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2%， 而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比重高达17－20%，平均一个农民有8至
10人为其服务。 这三种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
的人员， 就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形
态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 � � � 湖南日报：那么，作为农民，他们的
财产权包括哪些？

张英洪： 农民的财产权主要包括拥
有集体资产等财产权和拥有住房等个人
财产权。个人财产权比较清晰，现在面临
的重大课题是要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明晰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
农民拥有集体资产的权利， 包括对承包
地（耕地、林地、草地等）、宅基地、集体建

设用地、 账面集体资产等在内的全部集
体所有资产拥有的财产权利。

具体而言， 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包括
集体土地等资源性资产、 参与市场交易
的经营性资产、 用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非
经营性资产三大类。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 以200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
汇总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
总面积为66.9亿元 ， 其中农用地55.3亿

亩、建设用地3.1亿亩。据全国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账面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总
额为2.86万亿元，村均493.6万元。另据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
组研究，2012年我国农村净资产达127万
亿元， 其中所有权属于集体的为87.35万
亿元，占68.62%。这么庞大的数据从一个
侧面说明，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多么重要
意义是多么重大！

� � � � 湖南日报：从现实看，中央对“三农”
问题的解决，是高度重视的，连续10多年
的“1号”文件都致力于“三农”问题的解
决。 而显然，“三农”问题的解决，决非一
日之功。 您认为，从财产权破题，可以找
到一把解开“三农”问题的“钥匙”吗？

张英洪：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长期制约我

国“三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有两个
最基本的方面，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二
是城乡二元体制。 农村集体所有制最大
的问题是农民的财产权利归属不清晰，
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基本

权利不平等。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最
基本的方面， 一是要改革农村集体所有
制，推进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 二是要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赋
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 这是解决 “三
农”问题的两把“金钥匙”。

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
密》一书中揭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重要
原因是没能把资产转化成为资本， 缺乏
财产权的表达机制。同样道理，我国农民
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缺乏财产
权利的制度安排。 农民拥有的巨额集体

资产，不能转化为农民的财产权利，可看
做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要
实现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 就必
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其基本
路径就是以股份合作制方式， 将传统的
所谓“共同共有”的集体产权，改革为“按
份共有”，折股量化到户到人，实现“资产
变股权、农民当股东”。

实践证明， 按照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赋予农民对集
体资产拥有财产权利最现实、 最有效的方
式。可以肯定的是，赋予和保护农民的财产
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 � � � 湖南日报：山道弯弯！ 城乡二元结
构注定了农民获得财富更加艰难， 保有
和让自己的财富增值更为不易。 在现实
中， 惠农政策不到位甚至走样的事情累
见不鲜， 侵害农民财产权利的事情时有
发生， 令人扼腕。 请您谈谈如何结合中
央政策文件的落实赋予和保护农民的财
产权利？

张英洪：可以说，赋予和保护农民财
产权利任重道远。

还是要从财产权说起。 完整的财产
权具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四大权
能。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对集体所有资
产的产权权能没有同步实现。 这不但严
重限制了农民财产权的实现， 制约了农
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同时也严重阻碍
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这就需要我们从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 全面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以财
产权利为重点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这
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要赋予农
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 二是要保护农
民正当合法的财产权利， 要实行赋权与
护权并重。

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
上，要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当前的重点任务有4个方面：

一是在对承包地赋权上， 目前国家
对承包地的赋权是最多的。 现行法律已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享有占有权、使用权、
收益权以及流转权等部分处分权。《土地
承包法》 还规定农民进城转为非农业户

口要交回承包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
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
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但这6项赋权政策正处
在试点之中。 我认为对承包地的赋权重
在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处分权能， 特别是
要确保承包权不受到来自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前后夹击与双重损害。

二是在宅基地赋权上， 国家赋权还
很不充分。《物权法》 只赋予农民对宅基
地享有占有、使用两项权利。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提出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
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应当修改《物权法》，赋予农民对宅基地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充分权能，扩
大农民住宅市场交易半径。 特别是要实
现和保障农民由目前房地分离的产权结
构为房地一体化的产权结构， 要为农民
办理合法权威的住宅产权证书， 使农民
享有充分的住宅财产权。

三是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赋权
上， 关键是国家要赋予农民集体的土地
发展权， 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
土地平等入市、同权同价。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
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是一个积极的信
号，更是良好的开端。希望加快修改《土
地管理法》， 确保城乡土地权利平等，加
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维护
和发展农民土地财产权。

四是在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赋权上 ，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
抵押、担保、继承权。对集体资产股份的
赋权， 必须通过推进和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的
途径才能实现。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意见》， 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一个制定得很好
的政策文件，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思路
已相当清晰，关键在于各地结合实际加以
推进，并逐步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实践成果上升转化为制度成果。

在保护农民正当合法的财产权利
上，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赋予农民产权
是一件大事， 保护农民产权同样是一件
大事。 如果已经赋予的农民产权得不到
切实有效的保障， 赋权的意义就会付之
东流。 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实现是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加强农民产
权保护， 根本之策是着眼于建设法治中
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保护农民产权
上有三个层面的着力点， 一是要把保护
农民产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
破口和重要抓手， 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是要把加强
对农民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护
作为重大任务； 三是要坚决制止和消除
一些地方的非法暴力强征强拆现象，严
格追究任何侵犯农民土地和住宅等产权
的非法行为。

� � � �湖南日报：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正式提出实行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三权分
置”的含义吗？ 如何通过“三权分置”增进和维护农民
的财产权益？

张英洪：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
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指出“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并对推动
“三权分置”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虽然《意见》说的是
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但实际上“三权分置”只针对
农村的承包地，并不涉及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等农村其他土地。在“三权分置”中，集体所有权是根
本 ,农户承包权是核心 ,土地经营权是关键。在集体所
有权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农民集体如何有效行使
集体土地所有权。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环节：一是行
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如何依法注册登
记为代表农民集体利益的法人组织；二是集体经济组
织如何建立健全民主议事机制以确保农民个人或农
户代表充分参与民主管理；三是一旦村干部或其他组
织与个人损害农民集体利益时如何制度化地纠正与
处置等。

“三权分置”实质上是由三个主体分享农村承包
地的权利，农民集体享有所有权，农户享有承包权，经
营者享有土地经营权。三者的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的
合理保护。三权保护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承包权与所有
权的关系以及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在承包权与所
有权关系上，承包权是从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的相
对比较完整的财产权利，每个农户既是集体土地所有
权的权利主体之一，又是承包权人。在承包权与经营
权关系上， 土地经营权则是从承包权派生出来的权
利，农户既可以行使承包权，又可以行使经营权，也可
以流转经营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可以是合一的，也可
以是分离的。具体是何种形式，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
择权。

需要强调的是，日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对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任务、导向做了充分的阐
述，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承包经营
基础性地位， 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
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
农民富裕、农村繁荣”。 这与推动“三权分置”的目的
是一样的，都是增进集体经济、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总之，产权的细分与保护，是现代国家构建文明
秩序和维护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基础。赋予和保护农
民的财产权利，对于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国泰民安
意义深远。

� � � � 赋予和保护农民的财产
权利， 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的一条主线

1

� � � � 农民有两重含义 ， 以三
种形态存在

2

通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明晰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是一个重大课题3

赋予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金钥匙”4

对农民财产权利要赋权与护权并重5

� � � �稳步推进 “三权分置” 改革，
不断扩展农民的财产权利

6

� � � �张英洪 通讯员 摄

美丽乡村
2016年12月31日，

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团山湖村， 漂亮的民
房 点 缀 在 小 河 四 周 。
2016年， 该区完成了22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特色村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唐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