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3 月
第 34 卷/ 第 2 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 r. 2011
Vol. 34 No.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低效的成因分析
张 玉 峰
(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河北 廊坊

摘

065000)

要: 造成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低效的原因主要 有: 法律 方面: 农村土地产 权关系不 明晰; 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界定不明确;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限制性规 定比较严格。市 场机制方 面: 土地 承包经
营权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操作程 序不规范。其 他方面: 地方政府 在土地承包 经营权
流转中定位不准确, 过度使用行政手段, 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不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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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实现了由 禁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和基础, 土地权属不

止流转 到 限制流转 , 再到 鼓励流转 的制 度变

明, 是流转混乱、
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而我国现行

迁, 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 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得比
较笼统, 对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益补偿、流

法律并未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明晰界定, 导致农村
土地产权关系极不明确。

转价格、
流转合同、
纠纷处理等方面还没有具体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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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的规定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率, 从而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
与社会稳定, 因此有必要将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效率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为找出相应的对策和
措施,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奠定
基础。目前制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的因
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定不
完善

我国 宪法

土地管理法

物权法 等法律中明

文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组织所有, 但现实生活中, 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混
乱与虚化状态之中。土地所有权可以是乡镇一级的
集体经济组织, 也可以是村集体, 甚至可以是村民小
组。由于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 使得
土地流转的利益主体被虚化, 进而难以适应现代农
业市场化的发展要求。首先, 农村土地的权属边界
比较模糊。根据 宪法 、 土地管理法 和 物权法
等法律的规定, 农村集体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但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法律保障是重

是对 集体 内涵界定不清, 层次划分不一致, 导致主
体多元化, 所有权权属不明确。这就容易造成土地

中之重。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

权属边界模糊, 从而产生权利的纷争。其次, 土地的

的矛盾和纠纷大都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由于

权益边界也会由于地方政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
民小组等方面的影响而变得模糊, 而土地权属边界

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护和支撑, 导致土地承包
经营权在流转过程中面临各种障碍、
出现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有
序地流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 一) 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
产权关系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也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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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糊往往又成为各方主体争夺利益的借口 。第
三, 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经济地位、
法
律地位、
财产地位及其职能范围、
行为方式等没有明
确规定, 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所有权在现实生
活中的不规范运行, 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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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 3] 。总之, 农村土地产权不清, 土地承包经营权

制过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自创立之始, 其流

主体的易位, 直接损害了农户的正当权利, 出现纠纷

转方面就显示出强烈的义务本位特征, 价值取向向

时受损失的往往是农户, 最终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健康流转。

公平倾斜, 却牺牲了效率。由于过分地强调人多地
少的基本国情, 限制农地流转, 导致经营规模偏小,

(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界定不明确

难以产生规模效益, 无法与变化的大市场相连。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是土地流转制

国现行 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物权法 等

度的核心, 但 农村土地承包法 列举的几类流转方
式, 都较为宽泛和原则; 物权法 和其他法律、法规

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过多,
在一定程 度上 影 响了 农 村土 地 承包 经 营 权流 转

中也规定了几种流转方式, 但也是原则性的, 囊括不

效率[ 7] 。

全。在流转方式界定上也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流转主体的局限性, 流转主要限制于本集
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之间。 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 41

首先, 土地流转的 其他方式 规定不明确。 农

条规定: 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的收入

村土地承包法 第 32 条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

来源地, 经发包方同意, 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

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
其他方式流转 。 物权法 第 128 条规定: 土地承

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 由该
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 原承包方与发包方

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有权将土

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农村土地承包

地承包经营 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 35 条规定: 转让要求受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 15 条规定:
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

方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且转让方必须有
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互换则要

转包、
出租、
互换、
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

求是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进行; 入股

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其他方式 到底是何种方
式, 不得而知。对广大农户而言, 如果没有法律的明

则限定在承包方之间; 转包则限定在本集体组织内
部等。对受让人主体的身份要求, 必然造成农村土

确指引, 必然会影响其对土地流转可能性的判断, 从

地流转的封闭性, 阻碍有受让意愿的非本集体经济

而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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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成员进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其次, 关于抵押方式的规定不明确。 担保法 第
37 条第二项规定: 耕地、
宅基地、自留地、
自留山等

其次, 流转地域的封闭性, 流转大多局限于本集
体经济组织的地域内。 土地承包法 第 48 条规定: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均不得抵押, 但 担保法 第三

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

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除外, 即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
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
荒沟、
荒丘、
荒滩等荒地的土地

单位或个人承包, 应当事先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使用权可以抵押。 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 49 条规定:

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

通过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如招标、
拍卖、公开协

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 应当对承包

商等承包 四荒 等农村土地, 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证书的, 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

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 再签订承包
合同。 此外, 土地管理法 第 15 条第二款规定: 农

以抵押。这就是说, 以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取得的农村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允许设定抵押, 以其他方式承包取
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可以抵押。而 物权法

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或者三 分之 二以上 村民 代表的 同意, 并 报乡

中, 仍然以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相关规定为准 [5] 。无

( 镇) 人民政府批准 。

论在民法理论还是国外的立法经验方面, 土地承包经

可见,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时要受到本集体

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可以设立抵押是不应受怀疑
的。因此, 应该以科学态度来看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限制, 从而限制了流转人和受
让人的真实意愿, 将那些富有管理经验、
拥有先进技

押的立法承认问题。

术设备的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让人排除在

( 三) 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 的限制性规定 比较

外, 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
场自由流转, 从而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和农户的种地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

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 最终必然阻碍土地承包经营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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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流转[ 8] 。

协议, 内容条款也不全, 权利、
义务不明确, 以致合同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缺乏相应的市
场机制
土地市场与土地流转二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促成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

兑现不严肃, 违约责任难以追究。一旦发生纠纷, 各
方的合法权益就很难真切的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 38 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
营权采取互换、
转让方式流转, 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

善, 而健全的土地市场又能为土地流转提供规范的

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物权法 第 129 条规定:

交易场所, 使土地流转更趋合理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
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机制不健全
当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健全, 以自发
性流转为主, 市场难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有
些地区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规范土

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这些规定明示, 土地流转时采取登记
主义。但事实上, 农村土地流转, 绝大部分根本就没

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而多为自发性流转, 这种自发
性流转的缺点在于缺乏市场引导, 盲目性比较大, 流

有登记, 在某些地方, 连 管理机关都没 开展这项业

转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既影响农户经

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正常发展和秩序, 埋下了许

济收入的增加, 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也

多 纠纷 隐 患, 制 约 了 土 地 承 包 权 流转 的 效 率 和
效益[ 6] 。

会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 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机制

务。流转登记制度有名无实, 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

土地流转中存在无序、
操作不规范甚至违规现

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土地承

象。主要变现以下几方面: 第一, 土地流转缺乏合理

包经营权流转缺乏相应的中介组织, 如资产评估机

运作的规范程序。大多数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只有
口头协议, 很少有书面合同, 有些虽然签订了合同,

构、
委托代理机构、法律咨询机构、
土地保险机构和
土地融资机构等。一些地方尽管建立了流转中介组

但合同不规范, 或内容过于简单, 对双方权利义务及

织, 但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则对土地流转进行运作的

违约责任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样使得在处理

并不多。造成土地流转信息不通畅, 土地流转被限

土地纠纷和矛盾时, 无据可查, 不能有 效地解决矛
盾。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 有的土地

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之内。第二, 土地流转价格
机制欠缺, 土地流转的价格很难在市场中形成, 农村

流转形式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 如租用土地改变

土地市场没有完备的地价评估体系, 土地承包经营

了耕地的用途等。第三, 乡镇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

权价格的估算缺乏相应的参考标准, 廉价转包较为

的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资料
缺乏、
档案管理不规范[ 11] 。第四, 登记公示制度不

[ 9]

普遍

。第三, 缺乏明确规范的农地流转程序。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和手续不规范客观上影响了
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第四, 土地流转中的行政干

完善, 土地登记的基本目的, 在于确定土地权利归属

预现象比较严重。缺乏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 农村

法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登记制度,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而不能落到实处,

土地市场的供求机制、
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土地流转

和保障土地交易安全。中国虽然在 农村土地承包

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较大, 土地产权还不能实现跨区
域流动。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通过

致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于随意。这种土地

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这严重影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流转的无序状态如果不能及时改变, 势必对农村经

响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目前,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缺

。

三、制 约土 地承 包 经营 权流 转的 其 他

[ 10]

合理有序的流转 。
(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操作程序不规范

[ 12]

障碍
( 一) 地方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定位不

失, 没有统一的规范规定, 操作无章可循。农民或其

当, 过度使用行政手段

他组织之间的流转随意性很强, 手续极不完备, 往往
是当事双方私下流转, 以口头协议为主, 既无书面转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 地方政府无疑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在坚持

让合同或转让协议, 又无中介机构鉴证, 即使签订了

土地流转 依法、
自愿、有偿 原则的基础上, 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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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流转信息, 架起流转双方联系的桥梁, 是有利于

也只能依附于土地, 使土地承担起最基本的社会保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的。然而,

障功能, 以化解养老、就业、疾病等风险。土地的社

当地方政府取代农民充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的主体, 与民争利, 搞强制流转时, 农村土地承包经

会保障功能是指当农民没有充足的财富积累、
没有
足够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没有健全的社

营权流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正当影响, 制约了农

会保障体系时, 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土地作为维持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的流转。

最低生活水平和抵御社会风险的主要手段。土地的

主要表现在: 第一, 农地征用时部分政府违规操
作。近年来, 非农建设用地绝大多数实行国家征用,

社会保障功能主要表现在: 最低生活保障功能; 养老
保障 功能; 医疗 保障 功 能; 就 业保 障 功能 等 几方

没有区分公益性、经营性的不同性质。征地与供地

面[ 1 4] 。由于不能使农民和土地有效分离, 这就极大

采用双轨制, 征地沿用计划经济时的强制办法, 但供
地却采取市场经济的有偿出让, 导致对农民的征地

地限制了土地的流转, 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
率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数量、规

补偿方法不合理, 且补偿费有时不能全部到位, 层层

模和水平[ 15] 。

截留[ 13] 。第二, 地方政府与民争利。一些地区为了

现阶段农村土地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无疑

片面追求农业规模经营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随便改
变土地承包关系, 用行政手段将农户的承包地转租

有利于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稳定, 但农地资源承受着
本不该其承受的社会保障功能, 这会使农地资源的

给企业经营, 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

利用效率大大降低。从总体上看, 当前我国农村的

地区为了降低开发成本, 更多地招商引资, 借土地流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范围狭窄、
保障程度低、社会

转之名, 随意变更土地 的农业用途, 强迫农民 长时
间、
低价格、
大规模出让土地经营权, 变相剥夺农民

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的严重不健全, 广大农民对未来生活有严重的不安

的土地权益, 形成了政府 以地生财 的结果 [ 1] 。第

全感, 存在后顾之忧, 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有着特殊的

三, 土地流转违背了自愿原则, 行政力量强行介入。
有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村集体 对农村土地的 所有

意义。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度导致了农民再就业、医
疗、
住房、
子女入学等方面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

权, 而忽视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违背

的待遇, 农民不得不视土地为生存之本, 农村土地于

农民意愿, 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 调整或更改承包

是负担起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功能; 同时, 离土进城

合同, 搞强制性的土地流转。这些强制性的土地流
转, 势必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的农民工及其 家属被排除在城市社会 保障体系之
外。已经进入城镇并且有了稳定工作和住所的农民

此外, 土地流转价格的形成, 由于不是通过市场

因为户籍问题 仍然享受不到同城镇居 民一样地待

来决定, 极易侵害农民的合法权利。就农民自身而
言, 政府对承包经营权干预越多, 他们的抵触情绪就

遇, 始终存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原籍承包的土地和
房产成为生活的最后保障线, 宁可抛荒也不愿转让。

越大, 不愿意为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自己的土地。

因此土地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他们的社会保障功能。

( 二)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了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
老、

这导致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总是瞻前顾后, 农民
的这种犹豫心 理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健
康、
有序流转 [ 9] 。

病、
死、
伤残或者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
质帮助, 以此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
度。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 为社会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我国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

中随时遇到的风险、灾害提供保障, 成为社会发展的

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都具有十

安全阀 和 减震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是完善

分重要的意义。深入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市场也必须有完善的社 会保障制度作 为支

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探究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
找出解决对策, 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重要

撑。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乏, 农民

的现实意义。

57
参考文献:
[ 1]

杨丽.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 流转问题 的思考 [ J ] . 北京科 技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 2]

[ 9]

黄祖辉, 王朋. 农村土地流转: 现状、问题及 对策[ J] . 浙 江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 3]

程雯蔚. 农村土 地承包 经营权 流转问 题探析 [ J] . 山西农 业科
杨向晖.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EB/ O L] . ht t p: / /

[ 6]

[ 12]

吴传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若干问题简析 [ EB/ OL ] . ht

[ 8]

[ 14]

陈希勇. 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 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J] . 农 村
经济, 2008( 8) .

[ 15]

詹碧英. 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 转的若干 思考[ J ] . 经 济师, 2009

吴家真. 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思考[ J] . 现代农业科 技,
2007( 16) .

柴振国, 袁菲. 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 问题探讨 [ J] . 河北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6) .

魏波.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 转制度现 状与完善 [ J] . 广
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3) .

[ 13]

t p: / / yxf yw . gov. cn/ fx jt/ 201001/ 19720. ht ml . 2010- 01- 05.
[ 7]

吴娜. 当前我国土地流转 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 策分析[ J] . 法 制
与社会, 2009( 14) .

孙菊芳, 冯瑞林. 论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 的流转[ J] . 河 北工程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徐铁良, 张晓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析[ J] . 成 都
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8( 4) .

[ 11]

w w w . law- l ib. com/ lw / lw _view . 2009- 09- 13.
[ 5]

汪俊仁. 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 转的困境 与突围 [ J ] . 北方 经
济, 2009( 7) .

[ 10]

学, 2009( 4) .
[ 4]

( 4) .

王善梅.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 承包经营权 流转的问 题与对策 探
讨[ J] . 法制与社会, 2009( 17) .

On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leased farmland in the country
ZH AN G Yu feng
( D epart ment of Soci al Devel opm ent , Lan gfang N ormal Coll ege, Langf ang, H 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 he causes t o t he low eff iciency of t he leased land in the co unt ry include t hat t he legal prop
ert y right is not explicit , and means of leases unident if iable. T he market mechanisms ar e not w ell est ab
l ished and hard t o o perat e. F urt her more, local go vernm ent s fail to clarify t he leases by abuse of adminis
t rat ive pow er , w it h social security syst em in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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