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资格权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不约之问，恰恰问到
了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上。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我国将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
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
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深化改革指
明了方向。”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说，当务之急是各地
在改革试点中要认真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
户资格权的法理研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
现形式。

姜大明说，2018年是修改土地管理法关键年份，按
照边试点、边总结、边修法的要求，系统总结试点经验，
为修法提供实践支撑。

“从形式上看，农户资格权是新创设的权利种类。农
户资格权和承包权本身是否可以作为一项权利与其他
两项权利并列，以及如果可以并存，在‘三权分置’框架
内是否妥当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刘锐认为，应有更高层
次的土地确权登记法律法规，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明确集体农民的法律地位、集体所有制的内部结
构、集体成员的身份、集体土地的权能、集体土地用益物
权的权限等，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维权意识和农民
的公民意识。

宅基地使用权如何定性，属于用益物权吗？如果农
户资格权地位不确定，必然影响第三项权利宅基地使用
权定位。“未来两年将是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基本法律制度落地关键时期，制度供给的责任将由试点
地区转移到中央相关部门。未来的‘三权分置’改革必须
依法推进。”刘锐说。

� � � �“农村有房有地的大兴亲，这么多好事在找你！”
大兴，北京市下属的一个区，位于北京市南郊，

自先秦建县以来约有2400余年， 为中国最早建制县
之一，元明清三代为“天下首邑”。

作为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郊区， 大兴距市中心
13公里，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多项试点交汇点：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两权”抵押贷款试
点之一，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三块地”
改革试点之一。当然，还是农地入市建租赁房的最早
试点之一。

随着宅基地实施“三权分置”政策信号释放，这
些试点之间的“隔断”正在被打开。

“中央同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延期一
年，分两步把试点内容拓展到全面覆盖、统筹推进、
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姜大明说，统筹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和宅基地， 统筹
缩小征地范围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更
有利于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让农民公平分享
土地增值收益。“三项改革要与农村集体产权、 农房
抵押、乡村治理、户籍、财税、社保、金融等相关领域
改革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试点是抓典型、出经验的工作方法。要以支撑
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为导向，使城乡资源配置更平衡，
盘活农村闲置土地，改变同地不同权、同权不同价现
状。 群众对这项改革是支持的， 到底能起到多大作
用，要靠实践摸索。”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说，要
坚持大胆闯、大胆试，在不触碰三条底线前提下，大
胆探索实践，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法源要说清一二三：过好法理关 向基层实践要经验：打通试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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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一子下活满盘棋
———宅基地“三权分置”要过三关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 � � �3000万亩！
这是全国农村居民点闲置用

地大致面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农村发展报
告（2017）》指出，新世纪第一个
10年， 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反 而 增 加 了
3045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
规模的1/4。 每年因农村人口转
移，新增农村闲置住房5.94亿平
方米， 折合市场价值约4000亿
元。

说一千道一万，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目标就是
盘活这笔巨额闲置财富。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止住乡
村衰败、活化村庄的关键。”最近3
年带队跟踪调研宅基地制度改革
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说。

从理论到实践，宅基地“三权
分置”实施推广要过好三关。

� � � �“以前家里只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子没有
任何手续，现在终于有了政府正式的证书，就
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近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钦州市钦北区横岭村村民高朝仕拿到钦州
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
产权证》激动地说。

这是钦州市第一本农宅房地一体的不动
产权证书， 标志着钦州市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步入新的阶段。

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
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率达到82%， 集体建设
用地登记发证率达到76%。 但实际工作中存
在基层认识不到位，政府缺少积极性，农民热
情度不高以及农村土地权属历史遗留问题
多，一些宅基地“批小占大”等问题。

“交换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三权分置’必
须建立在权属清晰的基础上。否则，既有问题
将更加复杂，新的麻烦也会不断产生。”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刘锐说，“三权分置” 要做好确
权这项基础性工作。 宅基地确权需要准确把
握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能“一刀切”，不能
让违法违规者通过“三权分置” 获取超额利
益。要处理好违法违规宅基地占有者、合法宅
基地权利人以及因各种客观原因没有取得宅
基地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三权分置”意味着土地资产价值释放，
只有确权合法公平，才能不让违法、不公的结
果不断放大， 避免为农村和谐稳定和有序治
理埋下新的隐患。

这笔财富是谁的：
夯实确权关

� � � �图为江西省靖安县水口乡青山村（2017年12月1日摄）。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39 1 2 5
排列 5 18039 1 2 5 9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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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
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韩俊5日对此表示， 这项改革必须守住底
线，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并不是让城
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

韩俊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每年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农村出现大量
农房、宅基地常年闲置。武汉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到
2016年底， 在全市1902个行政村的73万套农村房
屋中，长期空闲的占15.8%。

“大量农房和宅基地闲置、任其破败，是很大的
浪费，而利用起来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韩俊说。

文件提出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 ，保障宅基
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
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韩俊解释说，这是借鉴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在总结有关试点县市探索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

他同时表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承包地“三权
分置”有很大的不同。如，承包地的经营权鼓励流转、
鼓励适度集中， 而宅基地并不鼓励集中到少数人手
里。

据韩俊介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一个
“不得”和“两个严”，即：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
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他同时强调， 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依法保护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的收
益分配权， 不能强迫农民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为前
提进城落户。

韩俊说，下一步在改革试点中要认真开展宅基
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法理研
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具体形式 ，鼓励各地结
合发展乡村旅游、 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
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的办法，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农村宅基地改革
不是让城里人下乡买房

新闻链接

中农办主任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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