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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关键时期袁 商业物资实现全面市场化和货币

化袁生产要素在劳动力尧资金尧企业家和城市房地产

市场都已经释放出货币化和市场化的红利袁[1] 唯独

中国农村土地渊简称野农地冶冤面临市场化和货币化

的重重困难遥 我国农业总体市场化程度约为 60%袁
但农村要素市场化水平低于农业总体市场化水平

15~25 个百分点袁其中农地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袁不足

10%袁处于非市场化阶段遥 [2][3]农地市场的制度缺失

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制度残缺尧 交易主体缺位尧农
地商品属性不明尧交易客体非价值化尧农地交易规

则缺失尧农地交易中介服务匮乏尧市场与政府内生

冲突遥 [4]既然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和资本化对经济

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袁[5] 为何农地市场

化和货币化有阻力钥 如何才能消除这一阻力钥
根据产权理论袁有效的土地产权变革对农民生

产行为具有全面的尧持续的激励曰界定产权是为了

市场交易袁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袁产权才能够

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遥 [6]可见袁中国农地市场

化要从中国农地的货币化开始袁要以农地产权变革

为基础遥 [7]为此需要推动农地流转交易袁在农地流转

交易中不断地明晰产权遥 当前袁有些地方推进农地

确权和农地抵押权试点袁有些地方实行地票交易袁探
讨着农地流转租赁尧农地的信托和股权化袁这些农地

市场交易都需要土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表现形式袁
都需要将农地产权契约化遥但是袁由于农地集体所有

制的产权比较复杂袁农民占有权尧使用权和处分权的

利益问题没有得到确认和明晰袁 难于形成系统性权

益契约关系和运行机制遥因此袁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农

地产权缺陷和契约化设计问题袁 从三个方面展开相

关研究院一是中国农地产权的缺陷曰二是农地产权明

晰化需要产权社会化和契约化曰 三是借鉴日本经验

设计中国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和机制遥
一尧中国农地产权的缺陷

中国农地产权改革虽然经历过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尧农地抵押权试点尧农地流转试点等改革袁受到

叶物权法曳及相关试点政策保护袁但是由于农地产权

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袁 触及许多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

益袁使得农地所有权残缺尧土地财产权含糊不清尧农
地剩余索取权被低估尧 农地产权货币化交易困难等

问题一直困扰农地产权改革推进遥
渊一冤所有权残缺导致土地财产权含糊不清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袁 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基

本沿袭家庭承包责任制袁 但这种农地制度没有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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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解决农户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袁特别是没有法律

所赋予的公平财产处分权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曳规定袁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规定袁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尧互换尧转
让等方式流转遥 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

期限遥 未经依法批准袁 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

设冶遥 尽管物权法给予经营权人更明确的财产处分

权袁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缺位袁处分权尧分
配权和收益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限制袁即存在

所有权残缺袁导致农地的退出权尧处分权和收益权

残缺袁也导致抵押权尧继承权尧赠与权都没有明确的

法律许可遥
渊二冤农地剩余索取权被严重低估

农地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市场化环境的缺乏导

致农地收益权低效率和低价格袁农地剩余索取权被

严重低估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袁农户从事小

规模经营和高成本生产却满足于公粮收购后自给

自足的生活环境袁如此国家收储和自给自足的现状

制约农产品市场化袁致使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较低

水平曰同时袁国家基于粮食收储尧安全问题尧物价问

题及工业化发展的考量袁 往往抑制农产品价格袁牺
牲农地的收益权曰况且在农地被强征情况下袁土地

收益权在国家尧地方政府和农户不同利益主体之间

的分配不公平致使越来越多农户抗拒这种交易遥
渊三冤农地产权难以市场化和货币化交易

农地产权缺乏市场化环境袁主要原因在于农地

所有权残缺导致农地产权不敢推行自由契约化袁从
而不能形成农地产权货币化交易的市场机制遥 农地

所有权残缺是一种国家干预的农地集体所有权的

权利安排袁集体代表的村镇管理委会员名义具有所

有权主体地位袁但这种处于五级及以下的国家行政

组织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户权益袁村镇管理

农地的格局更让人担忧袁农地产权往往在农户不情

愿的情况下被强制地契约化遥 这种非市场化尧非收

益资本化的合约使得农户心理抗拒农地契约化袁农
地市场化交易非常少袁而农地不能有效地进行货币

化评估袁就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机制遥
渊四冤农地经营权仍不能为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提供便利

目前袁中国试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袁农村经营

主体除了农户外袁出现了农业合作社尧农场主和农

业企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遥 由于新型农村经营

主体普遍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尧农业经营周期长风

险高尧农地抵押权难以变现尧农业保险机制不对接袁
金融机构在评级尧授信尧贷款以及资产保全上管理

难度更大袁试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难于推行袁新型

农村经营主体依然不能通过拥有的土地经营权进

行融资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农地市场化程度低尧农场交

易不活跃袁大型农业龙头企业也难以通过土地经营

权评估发行债券融资或将农地抵押贷款遥
二尧农地产权明晰化需要产权社会化和契约化

为了弥补农地产权缺陷袁明晰农地产权袁中国

政府需要通过农地产权社会化来培育产权市场化

交易主体和形成交易环境, 需要通过农地产权契约

化实现农地的确权尧利益保障和风险防控遥
渊一冤农地产权明晰化

产权明晰化涉及三个问题院 第一是产权主体袁
即究竟谁拥有财产权利钥 是个人尧集体尧国家还是其

他主体钥 第二是产权客体袁即财产权利的指向或权

利的载体是实物还是无形资产钥 第三是由产权主体

和客体关系所决定的权利内容袁即特定主体的权责

利等具体内容及行动能力的规定遥 [8]产权主体主要

通过产权社会化加以培育袁产权客体主要通过产权

契约化进行确权和交易袁产权权利内容在契约化和

交易化中得到利益表现和保护遥 界定产权是为了市

场交易袁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袁产权才能够真

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遥 [6]农地产权进入市场袁必
须进行农地产权主体尧客体和权利内容的确认和界

定遥 虽然农地集体所有制主体缺位袁但其占有权和

使用权主体是明确的曰虽然农地具有不可移动的自

然属性袁 但其作为占有权和使用权及衍生收益权尧
处分权具有无形资产的市场性质袁可以进行市场交

易遥 国有企业改革初期袁在未厘清所有权主体缺位

问题袁国有股份尚未进入流通交易袁国有企业就已

尝试将经营权和收益权股份化和债权化遥 同理袁农
地集体所有权问题也可以暂时搁置袁设立类似国有

资产管理局及其相关投资公司的组织袁重点推进农

地经营权尧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市场化交易袁并率

先确认这些产权袁然后再进行经营收益权尧剩余索

取权及衍生权益的契约化设计遥
渊二冤农地产权明晰化需要农地产权社会化和

市场化交易

产权社会化是指某一法定主体的个体性尧特定

性产权部分或全部地被社会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法

方茂扬：中国农地产权缺陷与契约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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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体尧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趋势和过程遥 [8]产权的

交互性尧共享性尧开放性和交易性是产权社会化的

基本特征遥 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表现出一种产权

社会化的特征袁即农地产权归集于区域农民集体所

有尧农户占有和使用袁是一种地方政府尧村委渊集
体冤尧农户交错地共同分享的一组产权遥 虽然农地产

权是集体公有制袁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尧合作的私有

产权袁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袁但它是由国

家控制和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

主义制度安排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

户袁 农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下放给农户私人拥有袁收
益权在缴交农业税渊现行免农业税冤后归农户私人

支配遥 农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济的要求使得农地转

让尧抵押等产权细分越来越多袁农地产权社会化更

需要农地产权明晰化遥 只有通过农地产权社会化细

分到私人手中袁 才能培育产权市场化交易主体袁形
成交易市场袁 促进农地产权市场化开放和交易流

通袁推进农地产权契约化工具开发和交易遥
渊三冤农地产权社会化需要解决产权契约化问题

如果产权纯粹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合约袁并且可

以由私人信守来履行袁那么国家就不构成产权安排

的一个要件遥 但是袁当产权经济学家阐述产权的野排
他性收益权利冶时袁通常都强调产权是被强制实施

的袁因此产权的强度不能不涉及国家所提供的保护

的有效性遥 国家当然不可能免费保护产权袁它为保

护产权所能花费的资源归根到底来自产权的 野负
赋冶遥 [6]农地产权也是一样的袁农地集体所有权是国

家保护下的一种产权袁这种终极所有权受到宪法明

确的公有制保护袁 只有政府代表国家改变农地性

质袁转为国有土地并进入土地一级市场时袁才体现

集体所有权契约袁这种产权契约都是体现国家意志

的袁不是市场化的契约交易袁这导致依附于集体所

有权的农户占有权和使用权在交易中受国家意志

支配袁不能充分体现占有权和使用权契约所带来的

收益遥 当然袁长期以来袁农户的农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并没有确认且实现契约化保护袁更没有形成契约交

易市场袁 农户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无法进行合理评

估遥 这主要是由于农地的收益性长期受到工业化发

展的抑制袁农地长期处于低劳动生产率尧低效益水

平袁因此农地处于一种低估值的状态遥 正如周其仁教

授所言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讲到底是离不开充分的

产品的交易权的曰离开产品的交易权袁土地的使用

权就只有在自给的范围内才有意义遥 [6]由此可见袁农
地产权社会化必须解决农地产权契约化袁包括农地

权利契约化尧农地收益契约化和农地风险契约化遥
1. 农地权利契约化遥农地权利契约化是一项最

基础最艰巨的工作袁也是当前正在试点推进的农地

确权工作遥 依照我国叶土地管理法曳第十六条的规

定袁乡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具有确认所有权和

使用权的权力袁农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要完成集

体土地所有权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户宅基地

使用权等三权的登记发证工作袁重点在于集体土地

所有权中所有权尧承包权尧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等

其他权利确认登记和契约化遥 农地权利内容契约化

确认之后袁承包权尧经营权尧剩余索取权才能进行收

益化评估袁才能保障市场公平化交易遥
2. 农地收益契约化遥农地权利契约化为农地流

转和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袁而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

如何确定呢钥 这取决于农地收益契约化渊下文简称

野农地票冶譹訛冤遥 农地票的交易标的可能是农户单宗土

地或多农户拼凑的多宗土地袁也可能是自然村集体

整体土地遥 基于这种交易标的进行流转袁虽然可以

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袁 但是农地交易价格严重折价袁
交易标的流动性非常差遥 最为理想的农地票交易标

的是县域内试点农地整合成的资产包袁相当于农业

企业股份化改制袁将试点区域的农地股票化来实现

农地所有权尧占有权尧经营权尧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

分离遥 与此同时袁也可以整合资产包为抵押发行债

券遥 这种农地票容易参照资本市场进行证券交易袁
并形成全国性交易系统袁 充分体现农地票交易价

格袁充分释放农地货币化和流动性遥 农地票交易价

格主要基于农地未来使用年限内的预期收益流尧市
场平均收益率和流动性遥 由于全国各地农产品品种

和收益率存在差异袁因此随着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市

场平均收益率变化袁农地票交易价格也会出现波动

和面临风险遥
3. 农地风险契约化遥农地票推行将面临失地农

户收益保障尧 农地经营者风险和农地票投资者风

险袁在农地票发行和交易市场上袁要充分考虑风险

管理遥 在股份制条件下袁对于失地农户必须设计最

低保障收益率袁使农户最低生活得到保障袁并且随

着农地收益率提升而增加收益分红曰农地经营者组

织生产面临自然灾害的农产品袁其价格波动周期性

相对长袁农地经营者经营风险特别大袁需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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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契约和财产保险契约加以风险对冲和收益保

障袁确保农地经营者可持续发展遥 农地票投资者将

面临农地票市场价格波动袁全国各地农地票价格将

像股票一样有涨有跌袁需要设计指数化期货契约用

于对冲农地票投资风险遥
三尧中国农地契约化设计

中国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必须实现农地的

市场化和资本化袁关键要明晰农地产权袁通过农地

永久性使用权确认登记尧 农地权益契约化和证券

化尧风险保障契约化袁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农

地契约化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遥 在此袁我们可以借

鉴日本农地契约化的经验遥
渊一冤日本农地契约化的经验

日本的农地经营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袁经营比较

分散袁其农地制度变迁与中国比较接近袁具有较好

的借鉴价值遥
1. 合理的土地股权契约和债权契约运行模式

日本农户通过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入股基层

农协中的信用合作组织渊简称野基层农协冶冤袁基层农

协与农户确立了土地入股的契约袁 发放社员凭证曰
基层农协以土地入股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渊简称

野信农联冶冤袁 信农联再入股加入中央的农林中央金

库渊简称野农林中金冶冤袁基层农协尧信农联和农林中

金都可以土地抵押发行土地证券袁筹集资金支持农

业发展袁形成系统性农地融资体系遥 [9]这种农地融资

在开展抵押贷款业务时袁 由农林中金贷款给信农

联袁信农联贷款给基层农协袁再由基层农协贷款给

农民遥 此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袁基层农协贷款业务

的开展主要以农民生产尧生活为主袁农民会员申请

贷款时无需再提供担保袁而且基层农协不以盈利为

目的袁政府部门还为基层农协贷款活动提供相关补

贴渊见图 1冤遥
政府风险保障部门尧保险机构

农民
农场主

农林中金信农联
基层
农协

社会投资者

风险防控
风险防控 风险防控

土地 入股入股

信息与指导信息与指导社员凭证
贷款

土地

证券

土地

证券
土地

证券

资

金
资

金
资

金

图 1 日本土地契约化流程

2. 合理的土地信托收益契约和风险防控体系

日本土地证券化主要采用公司型与信托型投

资模式袁其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信托予信

托银行袁信托银行负责管理和分配土地收益袁实现

土地收益利益保护遥 同时袁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整

套较为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袁 如存款保险防控机

制尧农村信用保险防控机制尧农业灾害防控机制尧相
互援助机制等渊见图 1冤遥

渊二冤中国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及机制设计

中国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可以参照日本经验

进行设计袁构建包括农地契约化主体尧客体和运行

机制的一套系统遥 其中袁农地契约化主体包括农户

渊农场主冤尧农业企业尧农业股份合作社渊简称野农合

社冶冤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渊简称野农发行冶冤尧政府农

地管理部门渊政府社会风险保障部门冤尧社会投资者

等经济部门曰农地契约化客体有产权证书尧股权契

约尧债权契约尧抵押权契约尧风险契约等法定工具曰
契约化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农地产权确认和风险防

控的政府保护机制袁农地股份化和抵押融资的市场

化交易机制及农业发展银行增信尧指导和管理混合

机制遥
1. 中国四层级的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

中国特色的农地契约化就是保留农土集体所

有制袁并赋予农户永久性土地使用权袁实现农地使

用权物权化和股份制遥 譺訛为此袁中国可从农地契约化

主体关系来构建四层级的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遥 第

一层级院确立农户与农业企业渊农合社冤的股份关

系遥农户以确权的农地入股农业企业或者农合社,农
户将农地使用权交付农业企业或农合社统一经营

管理袁实现农地使用权的股份化袁实现农业规模化

集约化产业化经营袁实现农户劳动力转化为农业企

业或农合社的工人遥 第二层级院建立农业企业尧农合

社与县级农发行的股权和融资关系遥 农业企业和农

合社以土地入股县级农业发展银行袁获得农业发展

优惠信贷资金支持袁或者农业企业可用土地股份作

为担保获得商业性信贷资金遥 第三层级院理顺农发

行上下级的组织关系袁扩大农发行支农实力遥 农发

行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袁初步设想将各县级农业发

展银行改制成农村土地银行性质袁吸纳农业企业和

农合社土地入股曰农发行总行和省级集中县级农发

行股份进行管理袁并通过农地抵押发债袁或者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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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农业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袁用于支持大型农

业企业农业产业化尧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遥 第四层

级院建立农户尧农业企业尧农合社与农地管理部门的

风险保障关系遥 政府要建立农业企业和农合社的农

业灾害防控机制袁保障农户最低生活需要和农业企

业正常农业生产周转需要曰建立农村信用保险防控

机制袁对农业企业和农合社的农业信贷进行信用保

险曰建立农业企业和农合社的相互援助机制袁以防

农地经营者在关键环节出现信贷资金循环周转的

断链渊见图 2冤遥
政府风险保障部门尧保险机构 低息补贴

农发行
省分行

农发行
县支行

农业企业
或农合社

农民
农场主

社会投资者农地管理
部门渊县
农业局冤

农发行
总行

增信与指导

最低社会保障

农业灾害防控

土

地

土地入股

股份分红

土地入股 入股

信贷与分红 信息与指导

资

金

土

地
资

金

确

权

图 2 中国特色农地契约化流程设计

2. 中国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的保障机制

中国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需要通过农地契约

化客体构建农地契约化主体的产权关系尧融资关系

和风险保障关系袁 为了有效地处理好这些关系袁必
须构建农地契约化运行机制袁 包括政府保护机制尧
市场决定机制尧农发行混合机制遥

政府保护机制指政府在农地产权确认尧农地入

股登记尧农地抵押登记和社会风险保障等方面发挥

保护作用的机制遥 政府赋予农地无限期的使用权袁
将原有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农地进行确权登记袁为农

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和股份制创造条件袁这样袁农地

经公估中心评估可选择加入农业企业或农合社遥 为

了扶持农业规模化尧信息化尧产业化和现代化袁政府

给予接纳农地入股的农业企业和农合社提供农业

保险补贴和优惠信贷支持袁其中袁农业保险赔偿至

少能够保障入股农户的基本分红 渊最低生活保障冤
和农作物的生产经营遥 在农地权益证券化中袁以土

地为抵押的借款尧信托和发行债券都应当办理抵押

农地登记袁以免重复抵押和过度杠杆化袁确保农地

权益的证券化和市场化正常进行遥

市场决定机制指市场在农地股份化尧农业企业

渊农合社冤的产品市场尧农地抵押权的资金市场中发

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机制遥 其具体表现为院渊1冤
农地股份化机制遥 农户可用农地使用权选择加入某

家高效益的农业企业或者农合社袁农业企业或农合

社根据农地区位和产业化尧集约化生产需要选择农

地袁并根据当地农产品的社会预期收益率进行农地

资本化尧股份化袁合理评估每一农户的农地入股份

额遥 渊2冤农产品市场化机制遥 农产品市场化需要农业

企业与收储企业形成市场化价格袁农产品收储企业

打破原有垄断局面袁组建多家收储企业形成市场收

储竞争机制曰同时袁农产品由于生产周期相对比较

长袁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比较多袁必须完善农

产品期货市场袁 形成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对冲机

制遥 渊3冤农地抵押权的资金市场机制遥 野三农冶信贷资

金支持一直是政策性资金市场袁资金供给一直存在

缺口遥 农业企业通过农地经营权抵押在债券市场上

可以直接发行债券融资袁也可以通过土地股权进行

质押向农发行借款袁 获得农发行的信贷资金支持遥
农发行同样可以将收储农地作为抵押袁发起信托项

目融资袁或者直接发行债券袁筹集支持农业产业化尧
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信贷资金遥

农发行混合机制指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袁既
发挥其在农地开发信贷和农地储备银行方面的政

策性支持作用袁又发挥其在土地信托市场和商业性

信贷方面的商业化运行作用遥 农发行要率先进行股

份制改造袁通过农地入股增资扩股袁吸纳国有资产

投资公司的资本袁提升农发行支农的能力曰然后争

取公开发行股票袁吸纳社会私人资本袁改善股本结

构曰最后发行农地抵押债券和开展农地信托袁获得

更加充裕的支农信贷资金遥 农发行股份制改造完成

后袁要根据商业化信贷资金管理原则袁对于优惠政

策性支农信贷袁要求财政给予贴息补贴袁实现股东

权益资金增值和信贷资金循环周转和农地入股的

股息收益遥
注 释院
淤 农地票不同于重庆地票的概念袁 重庆地票是一种建设用

地指标凭证袁 农地票是农地经营收益资本化的一种权利

凭证遥
譺訛 股份制实质上的财产经营权永久性由股份公司渊组织冤支

配袁并按股份凭证进行分红遥 农地股份制不必强调农地私

人化袁有农地永久性使用权物权化即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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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ect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ization Design in China

FANG Mao-yang
渊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 China冤

Abstract: I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do the market-oriented and monetization o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rural land in
China, which is mainly lacked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the property right of dispositio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monetary currency transaction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he socialization and the contractiz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content contract, the revenue contract and risk contract. Finall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land contract operation mode, build four-levels operation mode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mechanism on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Key word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clarification曰contrac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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