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 ： 1 － 7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5，
Journal of Agro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ttp： / / xuebao．jxau．edu．cn
E －mail： nljjglxb@ sina．com

2015，
14（ 1） ： 1－7．
陈美球，
李志朋，
龚绍林，
等．我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 述评与展望［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我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 ：
述评与展望
1
1
2
1
陈美球 ，李志朋 ，龚绍林 ，夏淑芳

（ 1．江西农业大学 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5； 2． 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 在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基础上，实行经营权的流转是协调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分散承包
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矛盾的必由途径，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而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流转是我
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目标与必然选择。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特征、市场培育的影响因素、市场化程
度测定、市场建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影响、市场建设对策等方面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
并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进行展望： 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下的经营权产权特征研究是基
础； 因地制宜地培育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在机制研究是重点； 明确承包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测定框架
必不可少；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加强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外环境建设； 切实保障农民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
利益是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 加强案例研究，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探索承包地经营权
流转市场建设是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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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right transfer based on land ownership，contracting right and management right
division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way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ecentralized contracting under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scale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le market construction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s，evaluation of marketization，the
effect on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body，market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were reviewed with a
preview on research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market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foster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market mechanism； determining th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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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side and outside marke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based on of the theory of system engineering； ensuring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se study．
Key words：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market construction； review； expectation
在农用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基础上，实行经营权的流转，是协调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
［1］
分散承包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矛盾的必要途径 ，也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
［2-3］
。 多年以来，
程的重要驱动手段，而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流转是我国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目标
［4-6］
，并相应开展
围绕耕地经营权流转，不少地方针对自身地域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流转的实践探索
［7］
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建设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在系统梳理当前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建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四化 ”同步发展的宏观需求进行展望，以期为推进我国承包地经营

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提供参考。

一、关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特征及市场培育的影响因素研究
只有充分认识市场的特征，正确把握市场培育的影响因素，才能有针对性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推
进市场的建设。因此，深入系统地认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特征及市场培育的影响因素 ，是推进我国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基础 。
（ 一）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特征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交易对象的特征。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交易对象是经营权 ，作为不动产，不同于实物
交易市场，其涉及相关主体较多，影响供求关系、价格形成、交易程序、市场机制的因素都要比一般商品
［8］
市场复杂 ，同时，也不同于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承包地经营权受到严格的用途管制约束，因此，学术界
［9］
普遍认为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具有鲜明的交易对象特殊性 。
二是交易市场属性的特征。虽然国家规定农户的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年限，

大部分农户又不愿意长期把经营权流转出去 ，普遍存在流转年限不确定性的现象，同时，双方流转信息
［10］
存在一定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无法形成完全的价格竞争机制，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
另外，承包地经营权交易，可通过出租、转让、转包、入股、互换等多种形式实现，因此，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11］
市场是一个交易形式多样性的非充分竞争市场 。
三是交易市场运行环境的特征。由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是实物交易，而是一种用益物权的
约定，客观上需要严谨的制度保障，来保证获得经营权的主体排斥他人对使用权的侵害 ，因此，承包地经
［12］

营权流转市场对运行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3］
的管理监督 。

，不仅需要一系列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也离不开政府

（ 二）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步伐比较滞后 ，对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的影响因
素研究，学者主要从制约市场建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归纳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相对落后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管理远远不如城镇国有土地管理规范，虽
然近年来加大了农村土地的制度建设 ，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进行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但
农村土地确权进展并不顺利，农村地籍管理还不够规范，加上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与滥用加剧了承包
［14-15］
。
地经营权的不稳定性，导致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缓慢
二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的配套制度不健全 。比如由于缺乏相对完善的经营权流转抗风险
机制，一旦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难和市场疲软 ，土地流出方农户和土地流入方农户或农业企业都很难保
［16］

证相应的经济收益

； 又比如农村普遍缺少配套的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规模经营农户或企业缺

乏农业发展需要的种植结构调整 ，农产品销售、加工、包装，资金、信贷、保险等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服
［17］
务 。
三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均不够优越 。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运行的环境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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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市场自身机制方面，外部环境则主要包括社会信息服务 、政府指导、耕地
［18］

经营环境、社会保障机制、农民市民化环境等

。目前我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流转规模小 、流转期
［19］

限短、流转范围窄、信息服务渠道少，直接限制农户流转土地

，其次，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快，

就业不稳定，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市民化途径不畅； 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土地这一“命根子 ”，致使农村
［20］

大量耕地利用率低，经营权没能进入市场流转

。

四是农户自身的“恋土情结”也阻碍着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 。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户有着
浓厚的“恋土情结”，特别是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耕地还承担着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功能的
［21］

情况下

，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这一基本保障 ，甚至宁愿抛荒也不愿流转［22］。这种“恋土情结 ”在一定
［23］

程度上造成了土地流转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 ，尤其在流转期限上，流转双方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

［24］

现实中，有不少流转农户并不愿意签订正式流转合同 ，多以口头协议代替

。

五是流转价格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户流转的积极性。 由于长期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
我国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要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效益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并不能真正体现经营
［25-26］

权的经济价值，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的缺失，已严重影响着农户流转的积极性

。 据陈美球等［27］ 对江

西省 452 户流转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 48．01% 的农户流转是亲戚朋友帮忙，属于无偿取得耕地经营权，
在采取有偿流转补偿方式的农户中 ，以粮食作为补偿占 56%，以货币作为补偿的仅占 44%。 除流转期
限外，在流转田块的选择、流转价格等方面，表现为典型的“买方市场”，主动权基本由流入方掌握。

二、关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测定的研究
通过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的定量化评价 ，可直观地了解流转市场建设的现状水平 ，进而
有助于找出差距，明确进一步建设的目标任务。近年来，针对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建设目标，不少学者也
相继开展了流转市场化程度的定量化测定研究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测定思路与方法高度依赖于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涵的认识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承包
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涵尚未形成共识 ，而市场化程度的定量测定取决于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认
［28］

识

。因此，学者在具体进行流转市场市场化程度测定时 ，一般都要先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涵
［29］

进行界定，如段保才

在对山西孟县、平定县的 9 种农地流转形式市场化程度排序研究中 ，就提出经营

权流转市场化程度高低的评判标准 ，要看是否有偿流转、交易是否公平规范、竞争是否充分、是否存在非
市场行为因素，进而把价格形成机制、交易竞争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外部干预机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评
价指标； 而张月娥则认为，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是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和所处阶段的判断 ，实质
是对农村土地市场运行绩效评价 ，可以从土地市场供需均衡度、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度、土地流转驱动
［30］

模式市场化度、土地市场配套机制完善度四个指标进行评价

。

二是综合评价法是主要测定方法 。由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受到内外众多因素影响，在具体进
行市场化程度测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且多利用特尔菲法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如段保
［30］

才对山西孟县、平定县的流转市场化程度测定和张月娥
［29］

菲法

［31］

； 王玲燕

对重庆市市场发育程度测定，都采用了特尔

则采用层次结构定级标志体系，选取了土地流转驱动模式、流转市场建设水平、流转

价格形成方式三个指标，选取农民自发、政府推进、市场引导、有形市场、交易场所、中介机构、招标拍卖、
协议出让 8 个因子对重庆市忠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初步评价 ，并通过建立判别函数，对农
地流转市场化程度进行判别。
三是尚未形成社会公认的测定方法与标准 ，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目前人们对承包地经营权
流转市场的内涵及其内在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共识 ，学者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的测定 ，都建立
在各自对内涵及其内在运行机制理解的基础之上 。因此，现行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测定结
［29］

果缺乏可比性，且大部分测定结果为研究区域内的相对评价 ，如段保才
［30］

流转形式市场化程度测定的最终结果就是排序 ； 张月娥

将重庆市土地市场成熟度划分为欠发展性、
［31］

发展性、过渡型、成熟型 4 个标准，且以发展型为主； 王玲燕
中级阶段发展。

对山西孟县、平定县 9 种农地

的研究结论是忠县农地流转市场化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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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影响的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针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这二个在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中的核心内容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也开展了相应研究 ，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共荣共生关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
代传统小农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须选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要求进行适度的规模
［32-33］

经营，而要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依赖市场机制促进土地流转来实现
［34］

营权流转市场化也表现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积极作用

。 现实中，承包地经

［35］

，如黄祖辉等

通过对浙江 56 个行

政村（ 社区） 的调研，就发现运用价格杠杆、流转合约等承包地经营权市场机制 ，促进了农业龙头企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个载体 ，通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培育，可形成具有相互竞争的承包地经营权流入受体 ，从而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育 。
二是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目标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 。 人们普遍认为，要针对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征 ，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
［36-37］

则的基础上，可有区别地采取不同对策，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

。另外，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

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特别是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提供中介 、组织协调、纠纷
［38］

处理等服务

。

四、关于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对策研究
构建市场机制来实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已基本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可，不少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
了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相关对策建议 ，这些对策建议可归纳为市场运行外部环境的优化
和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完善两大类 。
（ 一） 市场运行外部环境的优化
关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外部环境的优化 ，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38］

的健全、交易平台的搭建等方面。如武晓红

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必须放在社会法律制度大

背景下考量，强调要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并从政策层面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且提出要相应建立金融市
［39］

场来提供支撑。杜明义

也认为应该从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制机制、搭建交易平台、完善社保体系等方
［40］

面健全土地流转市场。王平达

提出应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法 》，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内容，解决农民将土地流转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从而促进土地
流转规模化、现代农业化、市场化。
（ 二） 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完善
完善的内在运行机制是确保市场配置效率与公平的基础 。针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在运行机
［41］

制的完善对策，学者普遍认为，应确保广大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 如刘寒梅提

出首先应明确土地流

转的价格决定因素，尽快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定价机制 ，归还农民定价权和议价权，在此基础上，建立
［42］

土地流转价格调整机制，最后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 张贤明

也认为只有让农民保障收益、得

到实惠，才能推动流转，要完成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 陈
［43］
彤 认为健全的农地流转市场，必须要在政府 －农民团体 －企业这三方协商的权益体系中给予农民团体
一个平等谈判的话语权，她考虑到农民流转土地的价值受益 、农民是否享有土地福利的延续性、乡村资
源是否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权益分配制度的设计 。
实践中也有不少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探索 。如山东省青岛市的“良乡模式 ”，通过加
强基础设施、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带动土地流转需求量； 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土地流转供给； 成立以村集
体为主体的中介组织； 制定土地流转市场机制，表明市场机制推进土地流转的方式在现行制度下完全可
［44］

行

。扬州市江都区 13 个镇通过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中心”，将土地流转引入市场，使区域

90% 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得到规范有序地流转 ； 其次，还成立了土地纠纷调节委员会，维护农民利益，促进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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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知，目前我国关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研究比较多 ，并已在以下几个
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 一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高度依赖外部环境 ，必须跳出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市场谈市场建设； 二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 ，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才能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 ； 三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特别是在市
场建设处于起步的现阶段，政府的激励与扶持至关重要； 四是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又是严格受
到用途管制的不动产交易，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提供保障 。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了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 ”同步推进的战略发展期，加快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步伐的社会需求显得更加迫切 ，这是因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都不可避
免地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通过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提高耕地利用效益，是弥补城镇化和工业化对耕
［46］
地占用、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农业现代化更是离不开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 。
而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是提高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效益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国承包地
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与“四化”同步推进的需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加强承
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
究进行展望，重点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 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下的经营权产权特征研究是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权 、经营权分离，要放活土地经营权，这是在集体所有权
与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置”基础上，对承包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是
［47］
一个巨大的政策飞跃 。“三权分置 ”彻底改变了以前“承包经营权 ”农地流转对象的界定，作为现阶
段流转对象，相对独立的经营权与“两权分置 ”中的承包经营权存在很大的区别，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立
［48］
的法律实现途径是什么 ？ 经营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 具体有什么权利设置？ 在《物权法 》中农村土
［49］
地关系如何？ 又如何体现与集体所有制的关系 ？ 等等类似的基本产权特征必须在理论上阐述清楚 。

因此，加强“三权分置”下的经营权产权特征研究，是新形势下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
内容。
（ 二） 因地制宜地培育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在机制研究是重点
培育内在机制是推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内在动力的关键 ，也是流转市场生命力的决定性
因素。然而，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受到当地耕地资源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区域的城镇化、工业
化进程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模式。 同样，在各
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过程 ，也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立足于当地的具体条件进行流转市场内
在机制的培育。因此，应立足于当地耕地资源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 ，明确本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
场内在机制培育的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扬长避短，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探索适应不同地域条
件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在机制的培育对策 ，是开展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研究的重要基础
性内容。
（ 三） 明确承包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测定框架必不可少
虽然各地推进承包地流转市场建设的途径有所区别 ，但是在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
上，实行经营权流转的本质内涵是相同的 ，市场化程度定量测定的基本思路与指标框架，也应该是统一
的，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区域之间的比较，才能了解不同地区承包地流转市场建设的进展 ，进而明确进一
步努力的方向。但是，要构建社会公认的市场化程度定量测定标准 ，必须先统一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
场内涵的认识，应对供给平衡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竞争协调机制和风险抵御机制等基本市场构成进行
广泛的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并就主要的关键衡量指标达成共识，形成社会公认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测定框架。因此，明确承包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测定框架 ，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
迫切问题，其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核心。
（ 四）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加强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内外环境建设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既包括流转费用、流转期限、流转方式、流转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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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供求关系平衡等市场运行机制自身因素 ，也包括社会信息服务、政府指导与监管、耕地经营经济效
益、现代农业发展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农民市民化途径等外部环境因素 ，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也相互
影响。比如： 现代农业发展政策直接影响耕地经营者对流入经营权的积极性 、流转风险抵御，耕地经营
经济效益直接影响经营权的流转价格 ，即流转价格的形成，而现代农业发展政策又会对耕地经营经济效
益产生影响。因此，必须运用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充分分析各类因素对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影
响规律，找出现阶段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而有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而优化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市场内外环境。
（ 五） 切实保障农民耕地承包经营权基本利益是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
尊重农民意愿，不损害农民利益，是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原则 ，同样，也是促进承包地经营
权流转市场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中 ，农民有哪些基本权益？ 具体
表现什么？ 损害农民利益存在哪些可能形式 ？ 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基本手段有哪些？ 另外，农民的基
本权益与社会共同福利，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现阶段，与构
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后，农民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中表现的基本权益有所区别 ，又该如
何得到保障？ 我国区域间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民基本利益又该如何
得到保障？ 一系列现实问题，都必须加以研究。
（ 六） 加强案例研究，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探索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是不可缺失的研究内容
实践出真知，我国家庭承包承包责任制就是源于实践的创新 。 面对承包地经营权地流转的社会需
求，各地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并相应形成了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流转模式 ，对这些社会实践进行系统
总结，深入剖析具体实践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可归纳出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的承包地经营权
地流转市场建设的相应模式。因此，应尊重群众的实践创新，重视具体案例的剖析，通过个案的剖析，总
结经验，归纳承包地经营权地流转市场建设的客观规律 ，将是探索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不可缺失
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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