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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亟待创新
由建勋
（滨州职业学院，山东滨州２５６６２４）

摘要：计划经济时代沿用至今的模糊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使得土地一级市场征地与二级市场供地之
间形成巨大利差，诱导地方政府乐此不彼地过度行使征地权。在国家作为土地权形式上的管理者缺位，农民又无
权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制度安排下，造成了耕地资源流失的难以遏制。对此，及时进行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让农民
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成为从源头上保护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最佳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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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乡改革不同步，我国的城市化以牺牲农
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土地权益为代价是一个
多年的惯性问题。而自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ＧＤＰ超过

１

导致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残

缺的主要原因

１０００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
后，土地更成为地方公共权利机构经营城市的重要

１．１

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缺陷使然

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８年

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至今的土地征用制度，只注

中，全国有１亿多亩耕地被征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

重公共利益，忽视农民利益，而对于公共利益的法律

４０００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当他们将有

界定又非常模糊，致使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农

限的征地补偿款消耗殆尽后，深陷于务农无地、上班

村集体土地征用难以遏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

无岗、低保无份的困境之中。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基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

于个人政绩需要，过度使用政府所能利用的征地权
能，投开发商所好，而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又
明显低于土地市场的价值，更为甚者一些基层政府
及村组织在分配补偿款时又层层截留甚至贪污。虽

然农村土地流转过程当中业已存在的侵害农民合法
权益的问题较为严重，但因涉及多方利益分配格局，
地方公共权利机构基于吸引资金、投资扩张、经营城
市及不可言明的自利动机需要又不愿解决，由此引

发了许多因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干群关系紧
张和农村社会矛盾突出，以及全国性的投资过热等
突出问题，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民
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行征用，《土地管理法》不但没有对此条做进一步阐

释，与此相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却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

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
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

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
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再
加上国家在土地农转非上的垄断地位，客观上将公
共利益的需要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扩大到了包
括非公共利益性质建设在内的所有用地项目，甚至
一些商业用地和房地产建设也假公共利益之名而
行，低价征地成了各类项目取得新增建设用地的惟
一途径。各种类型的征地项目一旦披上合法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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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就给农民维护土地合法权益的行为设置了难以
逾越的制度障碍。

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兼任山东省职业院校协会经济管理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企业管理教材主持
人。主要从事企业组织结构和公共投资方面的研究。

Ｅ—ｍｉｌ：ｙｏｕｉｉａｎｘｕｎｌｌｌ＠１６３．ｅｏｍ。

１．２地方的自利性增加了健全农民集体土地权益
维护制度的难度
随着用地主体多元化，国家于上世纪９０年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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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革了供地政策，对一些营利性的用地项目实行国有

表达的渠道。由于我国农村的封闭性，农民与社会

土地有偿使用，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

媒体缺乏沟通，致使农民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等新

让金。但供地政策改了，征地制度却没有改变。用

闻媒体表达权利受到侵犯，引起上级领导注意，以此

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征地，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高价

达到健全相关制度，实现维护自身权益的路径受到

出让，客观上形成了公共权力机构多占地多得益的

很多限制。另一方面，投诉难。因土地维权直接涉

机制。因此，在目前多数县乡基层公共权力机构仅

及政府机关本身问题，他们面临因农民土地利益维

仅是吃饭财政的财税体制下，依靠土地促发展成为

权诉求而引发媒体暴光的政治风险，故有些干部把

广泛意义上的可供选择的现实发展模式，换句话说，

农民向上级反映问题视为告黑状；很多政府部门的

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刺激各级地方政府为增加财

举报箱、举报电话等设施，对土地维权问题反馈时间

政收入，乐此不疲的行使征地权。据调查，市、县公

漫长。更为严重的是，有的村民的举报信最终却落

共权力机构在农地转非和土地限额审批中收取的耕

到被举报者手里而遭到打击报复，有的地方竟然把

地占用费、耕地开垦费、土地有偿使用费，以及一些

土地侵权投诉视为犯罪。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了农民

市、县公共权力机构额外收取的城市增容费、交通建

对集体土地的维权行为，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权益

设基金、商业网点建设费等征地附加费能占到当地

维护制度创新。

财政收入的６０％。这些收人很多由地方政府作为

１．４过高的农民集体土地维权成本，挡住了农民要

预算外资金进行体外循环，这也是导致各地征地权

求对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进行创新的呼声

滥用，乱建开发区，土地征用过程中广泛存在征而不

“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我们批判过

用，多征少用，大量征用土地被闲置、撂荒，以及近年

时的、腐朽的官僚制度时常用的描述，虽然现在我国

中国大、小城市纷纷兴建大广场、大绿地、宽马路等

农民的法制意识已经明显增强，宪法也明文规定：中

的基本原因之一。浙江省农调队对４５５户失地农户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任何公民享

调查资料显示，征而未用的土地共有１９０亩，占被征

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但当农民土地维权的相

地总数的２０．４％。大量耕地被征用、闲置和浪费虽

关路径受阻，需要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

然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但基层公共权力机构如果

权益时，仍然普遍害怕与担心。因为某些地方的司

从维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收敛征地权，不仅很多

法机构不同程度的存在“衙门四面开、有理无钱莫

开发项目难以落实，各类经济指标没法完成，而且连

进来”，“进来无权靠边站”的现实问题，更为甚者，

办公经费和干部的工资也无法保证。地方公共权力

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将为民

机构在与农民的土地权益博弈中，基于自身利益需

服务的公、检、法甚至武警等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

要，想方设法维持现行土地制度不变，给农民依法维

沦为阻碍农民土地维权的工具，这在大大增加农民

权设置制度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土地维权

的维权成本的同时，也严重阻碍着农民的依法维权，

的难度。

挡住了农民要求对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进行创新

１．３农民集体土地维权路径不畅。限制了农村集体

的强烈呼声。

土地权益维护制度创新
公共权力机构自利行为显化的必然结果是利益

２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创新的对策

部门化。在中国上下级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实际上存

２．１改革模糊不清的土地征用管理制度，为农民维

在着双边垄断的关系（Ｒ．科斯等，１９９１），上级机构

护集体土地权益扫清制度性障碍

依赖于下级机构对它的政治支持，下级机构依赖于

我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上级机构的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减政放权，财

２０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政包干，各级公共权力机构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其中

现实，必然导致上下级公共权力机构之间以及公共

的征收是土地的所有权发生改变，征用是土地使用

权力机构与农民利益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在

权发生改变，给予补偿是承认土地权利的价值。这

客观上容易造成当农民土地权益遭遇不公平对待

条规定意味着修订和完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有了宪

时，有权难维。一方面，农民的利益在制度内找不到

法依据，农民实现土地维权的愿望有了实现途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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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增强农民对集体

为改革模糊不清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管理制度、消

２．３

除农民集体土地维权的体制性障碍奠定了基础。据

土地权益维护的积极性

此建议全国人大首先要以宪法为依据，通过深化土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下，农民土地权益维护难的

地管理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民

济体制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严格的土地征用管理

的土地交易主体资格被剥夺，农民只是作为名义上

制度，切实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管理纳入法制化轨

的土地所有者，不能作为真正的交易主体参与谈判

道的基础上，改革国土资源管理体制，加强省级管理

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说，耕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

部门的责任，消除地方公共权利机关侵害农民土地

生产资料，要想得到最严格的保护，除了需要中央政

权益的制度性障碍。其次，建议运用法律手段调整

府实行严格的土地征用管理制度外，最根本的还需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关系，提高征地补偿标

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对此建议从两个

准，加大对征地农民的补偿，大幅度缩小甚至消除公

方面着手：一方面，应将集体的土地权力真正从制度

共权利机构征地与供地之间的利差。最后，建立和

上归还给农民，明晰农民对集体所有土地的权益，并

完善各种规则，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各

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

项权能及流转程序等内容，并告知农民，使农民明确

使用权，真正建立起农民人人有明晰份额的集体土

自己的土地权利，以便充分运用法律维权。
２．１实行土地征用一把手责任制，将维护农民集体
土地权益的责任落实给征地主体
针对当前因土地征用过度造成耕地日益减少的
严峻形式，根除各地业已存在的违规审批土地、弄虚
作假、化整为零以及拆分审批等非法问题，建议尽快
出台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首先，在明确规定

各级地方公共权利机构在对本地区耕地保有量和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的基础上，将基本农田保护

纳入政府一把手任期目标责任制，并层层签订耕地
保护责任书，实行目标考核。其次，对地方公共权利
机构实行保护耕地与利益奖惩挂钩的政策，对耕地
保护好的地区，要从政策上给予倾斜，增加与农业相

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应逐步建立营利性项目需用农

村集体土地的市场交易制度，即有关农村集体土地
的发展权应通过市场交易在发展主体间得以转移，

土地的所有者——农村集体的农民按份分享。因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财产如果属于不同的所
有者所有，则其交换双方在经济和法律地位上是平

等的，农民及农民组织在土地交易中作为谈判方通
过与买方谈判协商确定土地交换价格是物权主体应
有的权利，政府应该相信农民有能力通过与买方的
多次谈判，使土地价格达到均衡和合理水平。对于
地方发展急需但临时又难以与农民达成协议的营利
性征地项目，可以通过允许被征地农民以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股、租赁等形式参与项目合作，分享土地增
值收益。这既有利于反映和维护农民自己的土地权

关的各种资金投入；对未完成耕地保护、超计划用地

益，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又可以增强农

的地方公共权利机构给予重罚，并追究相关机构及

民对集体土地权益维护的积极性。

政府一把手的领导责任，同时还应严格控制该地区

２．４推行严格的土地变动登记公示制度，缩短农民

下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再次，加强耕地征用制度建

依法维护土地合法权益的路径

设，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审批土地，严把土地使用权出

目前引起我国土地物权变动的原因很多，主要

让金减免关，凡因下级公共权利机构越权违法审批，

有买卖、交易、赠与、遗赠等法律行为和继承、合同期

除追究相关机构一把手的直接领导责任，同时追究

届满、征收、征用等法律事实。在如此种类众多的变

当地政府一把手的行政责任外，还要组织上级司法、

动情况下，土地物权的发生、取得、变更和终止只有

审计、财政、建设、国土等部门对征地过程及相关环

按法定公示方式进行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监督，也

节进行严格审查，涉嫌违法的还要追究相关一把手

只有受到监督的物权才能变得规范和有效。而不动

的法律责任。最后，还应通过在土地证书上标注基

产物权变动的最佳方法是登记公示，即当事人变更

本农田面积等形式落实到承包户，若因违法征地侵

土地登记事项后，土地的主管机关需要向社会公示，

害承包户权益时，农民可直接向当地政府一把手投

以此加强土地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明确土地物权归

诉，并规定一把手应在限期内解决。

属，保护所有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确保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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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交易的安全和有效。为此，建议实行耕地登记

的补偿，经营损失补偿和租金损失补偿、迁移补偿等

备案制度，即通过给耕地建立图、表、册等档案资料

内容纳入征地补偿费的范围。同时，国家国土资源

来实现土地的户口化管理，使省、市、县、乡镇四级基

管理部门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定期对征用土

本农田数据齐备，变更有据，可查可核。对因土地侵

地年产值和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调整修订，并

权引起的农民上访事件，可依据登记的基本农田数

及时发布新的补偿标准，切实改变地方公共权力机

量、地类、位置等进行核查，一旦发现不符就应进行

构以公共利益需要名义多占地、多得益的不合理现

纠正，如实变更，缩短农民依法维护土地合法权益的

象，真正形成地方公共权力机构在占用耕地上的自

路径。

我约束机制。

２．５创新农民集体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为从制度上

（２）运用市场机制确定经营性用地价格。即经

营性用地按照市场价对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征购，并

维护农民集体土地合法权益创造条件

维护农民集体土地的合法权益，一要依靠制度、

给予合理补偿。在计划经济年代，土地没有价格，征

管理和机制创新，二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

地补偿依其常年产量未尝不可。但在市场经济条件

的基础性作用，运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土地的

下，继续这样做既不利于体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不

管理和调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作为抑制多占、滥

利于体现农民的国民待遇要求，也不利于体现市场

占和浪费土地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得到世界多数国家

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为此，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

的普遍推崇。而在目前我国因征地补偿费和土地出

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切实维护农民的

让价格偏低，造成耕地乱占滥用之风难以遏制的大

合法权益。

背景下，必须借鉴国际通行经验，严格界定公益性用
参考文献

地和经营性用地，创新农村集体土地价格形成机制，

制定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使之能够

［１］

陈芳，张洪河．土地出让金流失黑洞有多大［Ｎ］．人民
日报．２００４，８，１１．

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土地价值，反映我国土地资源

［２］何新．关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农问题［Ａ］．三农中

的稀缺状况。

国．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提高公益性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由于国家

从事公益性建设是全国受益，地方政府从事的公益
性建设是当地全民受益，故这些费用理应由全国或

［３］李平，徐孝白．征地制度改革：实地调查与改革建议
［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４］

当地人民共同承担，而不应因低价补偿导致由被征

戴双兴．构建征用征购双轨并存的征地补偿制度［Ｊ］．
中国房地信息２００４，６．

地农民单方面负担。因此，公益性土地征用补偿必

须放弃现行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将残余地和连接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Ｕｒｇ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Ｙｏｕ Ｊｉａｎｘｕｎ

（‰砌昭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ｕ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９２５６６２４，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ｒａ，

ｈｕｇ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ｗｈｉｃｈ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ｓｈ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ｈａｓ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ａｎ

Ｉｌ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ａｎｄ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ｂｓｅｎｔ

ａｓ

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ａｎｄ．Ｆｏｒ ｔｈｉｓ，ｏｎｌｙ ｂｙ ｔｉｍｅ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ｒｏｕ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ｇｈ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