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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权安排对经

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土地制度改

革之路，是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不断

重新界定的过程，也就是还权赋能的过程。

一、改革前的中国土地制度

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

度。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

集体所有。名义上，土地的所有权是界定的，

但是土地的实际产权却是不清楚的。在传统的

集体所有制下，生产队是农业生产和收入分配

的基本单位，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农户不具

有清楚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没有

激励投入劳动，土地的使用效率低。城市层面，

改革前实行的是土地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征

用的土地无偿、无限期的供应给使用者，且不

允许使用者转让、出租、抵押。使用者缺乏转

让权，土地使用效率低。

二、农村土地改革解决了吃饭问题

包产到户开启了农地制度改革，其实质是

重新界定农地产权。农户成为农业生产和收入

分配的基本单位，“上缴国家的、留够集体的，

剩余是自己的”。包产到户没有打破集体所有

权，但是更清楚地界定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和

收益权。农地改革带来了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

的大幅提高。

此后，为了稳定农村产权制度，多份中央

一号文件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逐渐将改

革后的农村产权制度上升为法律。国家推进土

地确权到户，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乃

至“长久不变”，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

质是将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农地使用权、收

益权、转让权，在国家和法律层面予以确认。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需要大量建设用地。1985-1997 年，集

体建设用地每年使用量超过同期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量，大量农村土地从农业用途转为非农

用的建设用途。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三允许”

政策，允许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办企业、建城镇、

直接进入市场。土地的使用、收益、转让等权

利，在实质上得以重新界定。乡镇企业的发展

改变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格

局。

可惜的是，农村工业化时期的土地制度改

革，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相反，以耕

地保护、用途管制为名，土地管理制度的实

际发展严格地限制了非农用途的土地产权。宅

基地仍然以划拨为主，法律不保护农民的转让

权。分税制改革后，面对乡镇企业对国有经济

的竞争，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入驻园区，停办乡

村工业。国家层面，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

理法》，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剥夺了农

民的土地转让权。用途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民

的土地从事非农用途的使用权，也间接约束了

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法律产权的变化带来了

实质产权的残缺，堵上了农村工业化和自发城

镇化的道路。

自 2007 年开始，在成都与重庆等地开展

的城乡统筹土地制度改革，试图通过土地确权

颁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村庄整治与增减挂

钩、地票交易突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法律对

农村土地产权的限制。改革在缩小城乡差距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成都和重庆的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003 年的 2.64 与 3.65

倍，缩小到 2015 年的 1.89 与 2.59 倍。以发展

权交易为核心的地票交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因素，成渝改革试验的成

果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确认。

三、城市土地改革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建设

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促使所有权

与使用权分离，建立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土地

还权赋能，土地改革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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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权。1987 年，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

地 50 年的使用权，推动了 1988 年《宪法》的

修改。此后，法律与政策上逐步修改，最终形

成了以招拍挂为主的转让方式。法律对土地转

让权的认可，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快速发展。全

国经由“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的面积和价

款，从 2001 年的 0.66 万公顷、492 亿元，提

高到 2015 年的 20.44 万公顷、2.86 万亿元。

城市土地转让权的发展与农村土地转让

权的残缺，致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获取

收入的主要途径。自 2003 年至 2015 年，国有

土地出让面积达到 318 万公顷，实现土地出让

收入 25.11 万亿元。2015 年的国有土地出让收

入是 2003 年的 10 倍。土地也逐渐成为地方政

府重要的融资工具。2008 年后，地方政府建

立融资平台，土地抵押面积和金额从 2008 年

的 16.6 万公顷和 1.81 万亿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49.08 万公顷和 11.33 万亿元。

农民非农用途的使用权和转让权的缺失，

以及土地财政的发展，导致征地制度改革进展

缓慢。1998 年《土地管理法》出台，规定农

地转非农建设用地一律实行征地，以计划分配

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实施用途管制。其结果

是，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堵

死了农民集体土地上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土地

与城市规划成为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发展

土地财政的重要权力。尽管国家在多个文件中

提出改革征地制度的方向，但是主要的进展是

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面对地方政府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及对规划的垄断，“缩小征地范围”

的进展缓慢。

四、下一步怎么改

（一）改革的实质是还权赋能

我国土地改革的历程表明，改革的实质是

还权赋能。还权赋能要求不断重新界定土地的

使用、收益、转让等权利。其中，转让权的界

定是核心，转让权的界定会促进使用权和收益

权的重新界定。

产权的清楚界定，与产权界定的收益和成

本相关。在土地市场潜力大，土地的使用价值

较高的地区，界定产权的收益要高于其成本，

会有更清楚的权利界定。但是，法律对产权的

限制会带来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和违法现象

的出现。在土地使用价值高的地区，政府、企

业、农民都有动力违法用地，耕地保护的成本

也较高。法律对土地产权的限制，会导致农村

凋敝、城乡差距扩大、征地成本升高，以及支

付高昂的耕地保护成本。

还权赋能，尤其是归还农民非农用途的使

用权和转让权，对振兴乡村有决定性的作用。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有偿转让、建设用

地指标交易、城市更新，仍然是下一步土地制

度改革的重点。

（二）还权赋能需要国家的认可

80 年代初的改革，其特征是在中央与地

方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政策与法律充分尊重

个人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国家层面的开放态

度，离不开邓小平对地方试验的鼓励。邓小平

的思想可以总结为“大胆地去干”、“要敢闯”、

“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这种敢闯敢试、

大胆突破、敢于试错的思想，符合科学研究的

“猜想 - 反驳”思想。这是推动科学进步与创

新创业的主要思维，有助于快速迭代更新，从

而有效、快速地积累知识。没有国家层面对基

层改革试错的包容乃至鼓励，改革不会进展的

如此快。能否在国家层面，较快地将新的产权

与合约形式法律化、制度化，是体现国家治理

能力的重要标准。

（三）城乡中国的问题需要协同解决

伴随快速的城市化，今天的中国已摆脱费

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但是并未进入城市中

国，而是处于城乡中国的状态。城市的许多问

题，其实是城乡关系的问题。例如，城市中大

量的城中村，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廉价的住

房，但是其居住品质的提升和更新改造，却受

到农村土地和规划制度的约束。某些城市楼房

的产权纠纷及开发强度的限制，实际是因为其

土地产权仍然是集体土地，受乡村产权与规划

制度的约束。城市中大量的围绕小产权房问题

的纠纷，也是源于未解决的土地问题。被征地

农民的社保问题、安置小区物业与居住品质的

问题，与城市化的征地模式有密切的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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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快的土地制度改革，

法律体制的变化及立法权的下沉，以及中央层

面部委权力的削减或整合。城乡中国的问题不

是城的问题或乡的问题，而是协调城乡多种权

利的问题。

（四）城市化、科技进步对空间确权提出

更大的需求

伴随城市化与科技的发展，土地的作用日

益下降，空间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化、通

用航空、无人机、农业科技的发展，都对空间

资源的确权提出了更多需求。

城市的诸多空间，其产权是没有清楚界定

的。规划往往限制了开发强度、容积率、高度，

这导致大量空间闲置，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城

市老旧小区的产权混乱、居民与物业公司的产

权纠纷，往往导致产权不清，物业及楼宇等空

间资源闲置。公共道路因缺乏产权归属，无人

管理，车辆乱停乱放且容易产生争议。中国

城市的居住密度高，对空间利用的需求较高，

但是大量产权没有清楚界定，致使商业、教育、

医疗往往供不应求。对城市资源的清产核资、

产权界定以及城市更新，有助于解决上述问

题。

耕地对农业的作用日益下降。笔者近期拜

访宏福农业项目，该项目采用荷兰科技，在培

养基中栽培，向空中种植番茄，其单位面积的

产量是普通温室的两倍以上，品质高且可控。

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逐渐摆脱耕地，向工

厂转变，朝空间发展。耕地保护不但没有促进

这一转变，反而会制约现代农业对大规模建设

空间更加集中的需求。

未来城市、通用航空与无人机的发展更是

对空间产权的界定提出了更多需求。未来城市

不再依赖于平面区域划分的思想，而是对居

住、工业、商业等多种用途在空间的混合使用

有更大的需求，会有更多的空中交通的形态，

对容积率也会有更高的要求。空间权利的界

定，要求规划思想的变化，用更灵活的制度来

界定城市空间的使用、收益与转让权。法律上

对界定空间产权的缺失，致使潜在的资源利用

效率难以实现。

（五）规划制度需要反思和改革

我国已离开了计划经济，但是却进入了规

划经济。空间、城市、土地、生态、发展、文物、

教育、医疗等诸多规划渗入经济的方方面面。

受观念与传统的影响，我国的规划带有浓厚

的计划色彩。规划的支持者将规划置于市场之

上，但是制定规划的部门之间权力边界不清、

相互打架，规划部门与建设、土地等部门之间、

不同区域的政府之间也难以协调，导致规划慢

于变化，或制定后难以落地。在这种情况下，

诸多产权在实际上是没有清楚界定的，许多城

市治理的问题难以解决。

实际上，规划和市场都是界定产权、减少

干扰及互相侵权的方式。当权力分散时，规划

难以落地，无法起到止纷定争的效果，对资源

配置的效果并不比市场好。对同一块空间，不

同人往往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希望建图书馆，

有的希望建停车场，有的则希望建体育馆。基

于调查或某种价值准则的规划，很难评判这些

冲突的需求之间，哪个更重要。靠当产权清楚

界定、且交易费用较低时，市场可以协调互相

冲突的不同需求，减少对资源的争议，并带来

资源的有效配置。

伴随城市化、科技进步与市场化的发展，

规划与行政权的分散，对资源使用的约束日益

严重。反思规划的作用，修正规划与市场的关

系，改变现有的政府权力体制和规划体制，对

重新界定空间产权具有长期而重要的影响。

我国四十年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是，改革

的实质是还权赋能，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国家及

法律层面对产权的认可，未来的改革需要更加

重视科技进步与空间确权的作用，反思和改进

市场与规划的关系。

（本文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

授 ,文章转自《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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