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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

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5
年初，农业部在《关于切实做好2014年农业农村

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抓紧抓实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

范围，选择2个省开展整省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

择1个整县开展试点。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全

国先后有2215个县（市、区、旗）开展了试点工

作，涉及1.9万个乡镇，30.2万个村，完成确权登

记面积2.6亿亩。但在土地确权中有几个问题需要

引起注意。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是在农村土

地制度变革顶层设计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开展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应该在稳定与完

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大的政策框架内进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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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提出现有的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

不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也提出：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

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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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

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

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据调查，

有些地方土地确权后的承包证在承包期限一栏就

写着“长久不变”几个字。但是“长久不变”的

具体政策涵义、“长久不变”与农地二轮承包之

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央政策尚未做出具体规定。

国务院2015年5月批转了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提

到：“研究提出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意

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试点

工作是在中央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意见

尚未出台、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顶层设计相对滞

后的背景下开展的，也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

以解决的问题。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对象不清楚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有涉及。2013年的中

央1号文件提出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

提出“要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充分依靠农民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

权确股不确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

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2015年的中央1
号文件提出：“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重点是抓

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

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

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目的

是明晰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是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和

前提，也是土地纠纷仲裁的依据。但首要的问题

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给谁？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

的农村土地”。显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

确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谁是成员？要回

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

法律地位，但无法人地位。宪法第8条规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法第10条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

上，依法管理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技

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理开发、利用集体资

源，壮大经济实力”。其他如农村土地承包法、

土地管理法等与农业相关的法律，都提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其法律地位是明确的。但绝大多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不具

备法人地位，它们具体属于哪一种经济组织类型

并不清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成员构成，但成

员的资格界定、权利责任义务、成员的进入和退

出机制等问题，也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解决。成

员的身份不清楚，土地的身份也就很难弄清楚。

这种情况下的确权，也就容易导致承包农户之

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一些产权纠纷难以

得到根本性解决。

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必然受到现行法

律规定的承包期以及承包期内承包关系的制约

《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情况的报告》（2015年8月27日，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受国务院委托，在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6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到：“一些干部

群众对确权管多久心存疑虑，政策规定有待进一

步明确”。这次确权究竟能管多久？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

现在全国农地二轮承包期一般是在2027~20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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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也就是现在距离到期还有约13年。据调查

了解，当前已经开展确权试点工作的农村地区，

普遍做法是沿袭二轮承包的承包关系，确权登记

后，颁证的期限是到2027或2028年。

确权如要体现“长久不变”，必然与现行法

律规定的承包期以及承包期内的承包关系发生冲

突。承包期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切程度和预

期必然不同。还剩13年的承包期和50年承包期

或70年承包期，农民群众的关切度和预期会有

较大差异，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参与确权工作的积

极性。

对于直接从事确权工作的各地基层干部来

说，二轮承包还有13年。在完成确权任务时，有

的基层干部会选择把矛盾推后。于是出现有的地

方赶进度、轻质量，委托公司“大包干”，农

民群众不认可等问题；在确权中把出现的问题，

比如确权确股不确地的适用范围、实测多出的地

如何确权、矛盾比较突出的村组能否调地等问

题往往搁置下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27条
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第35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

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

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

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

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所以，这种

搁置矛盾的做法也能找到法律依据。

4	 支付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后的确权能否达

到预期目标？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

助”。《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情况的报告》提到：“中央财政设立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专项转移支付，根据第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公布的农村集体耕地面积，按

照每亩10元的标准补助地方，总计181.4亿元，

分5年实施。2014年至2015年已拨付补助经费

59.4亿元”。

一些地方在确权试点工作中，采取国土二调

的航拍图+图解+实测的技术路线；最大程度利

用国土二调成果，制作工作底图，实在达不到精

度要求的再进行实测。这样可以加快工作进度，

节约操作成本。即使这样，一亩地的操作成本最

少也要15元。据调查，一些地形复杂、地块分散

的地区亩均工作经费要达到30元甚至更多。黑龙

江某区县确权一项花了6000万元，一亩地成本15
元。原来耕地351万亩，核查后耕地为385万亩。

当地干部不无忧虑地说：2027年如果再翻腾，这

次的钱就白花了。

当前的确权试点工作是在集体经济组织界

定、成员资格界定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开展的。这

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正如有的地方干部群众所

言，这是一项非干不可的大事，也是干好不易的

难事。但如果确权仅局限在二轮承包的框架内，

以后出台长久不变的政策，确权工作是否会出现

反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地方干部群众的担

忧应引起注意。

5	 政策建议

中央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意见，对农村土地

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问题作出具体政策规定和政

策诠释，人大应加快修法步伐，一揽子修改农村

土地承包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尽快制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并制定法律和条例的实施

细则，在此前提下，全面推开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并与不动产登记工作有机结合。

5.1	 加快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

《农村土地承包法》当年曾首先提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物权法》第59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

员集体所有”，首先提出了成员集体所有的概

念。同时，《物权法》第59条还明确了集体成员

的决策权，第62条明确了集体成员的知情权，第

63条明确了集体成员对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

决定的撤销权。《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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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权权能的具体体现，集体所有权权能的

行使必须反映集体成员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共同

意志。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要与物权法一致，

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概念具体化；明

确界定农地所有者、承包经营者、经营者各自的

责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还应明确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与二轮承包之间

的关系，明确这次确权的起点以及确权的期限。

5.2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应与国务院制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同步进行

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是“归属清晰”，

村民最关心的是谁能获得成员资格，这个问题不

仅是要立足当下，而且还要着眼未来。以确定

“集体成员”为突破口，解决集体土地资源和经

营性资产量化的成员边界问题。从各地经验看，

浙江省人大2007年修订的《村经济合作社组织

条例》对社员有明文规定，广东省2006年出台

的《农村集体机构及组织管理规定》也对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原则性规定。上海市农委

2012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和农龄统

计操作口径》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界定原则遵循“户口在村”的总体要求，成员资

格取得主要有原始取得和法定取得（婚姻、移

民、收养），具体分为了11种类型。湖北省一些

地区的经验是以户籍登记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

依据，以村规民约为参考，以外地经验为借鉴，

以民主评议为结果，来界定成员资格。可以借鉴

各地的条例和办法，以国务院的名义尽快出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主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法人地位、经济类型，成员资格的界定、成

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的相

关制度安排。

如果修法和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的工

作短期内难以完成，目前各地开展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试点工作不宜大面积快

速推开，应尊重地方关于是否开展确权工作的意

愿。确定开展确权工作的地区，应审慎推进，因

地制宜，把工作做细，同时要制定出当前确权与

2028年二轮承包到期会出现的矛盾及问题的对接

预案。

Issues regarding the approval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on rural land

ZHANG Xiao-Sha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2013,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presented their plan to complete the approval registration 
certification for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on rural land within five years. Today, 2215 counties in China conduct 
consecutive experimental projects and have completed the approval registration for an area of 17.33 million 
hm2. However, some issues require attention in land contract approval. First, the approval work of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on rural land was ongoing because the primary design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change was 
relatively delayed. Second, the approval objects of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on rural land were not clear. 
Third, the approval of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on rural land inevitably restrict the contract period established 
by current law and th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ract period. Fourth, whether the approval can achieve 
the anticipated goal after paying large costs for extensive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s uncertain. Based 
on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proposals. These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revision work on 
rural land contracting law, which should be don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regulations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sation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other entities.
Key words: rural land; contractual operation rights; land rights approval; policy propos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