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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Xiaohui / 嚴曉輝 
警惕农村⼟土地⾦金融化

严晓辉

摘要

⼗〸十八届三中全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尤其针对农村地权问题⼤大做
⽂文章，不断将农业和农村⼟土地推向市场化、︑资本化和⾦金融化，新近开展的政策试点，
更是放开了农村住宅的抵押和处置，这无疑给⽇日益加剧的三农问题增加新的危险因
素。︒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农业的主要功能是食物保
障，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的唯⼀一依托。︒将这些要素全部市场化，将破坏中国因⼟土地
⾰革命，及后来的⼏几次⼟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客观上的农村保障优势，极⼤大地影响农村社
会稳定，催⽣生⼀一系列新的三农问题，也使已经流动在城市和农村的近三亿务⼯工群体，
失去传统的保障基础。︒⽂文章引⽤用相关研究报告和案例数据，试图说明，市场化主导
的经济模式下，⾦金融资本进入三农，会加快农业衰败，形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通
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从农民的朴素的⽣生计角度，探讨合作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同时
警惕⾦金融资本下乡对三农的新⼀一轮剥夺和破坏，尤其避免农村⼟土地进入⾦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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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农民最朴素的理想，便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孟⼦子⾔言：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因此，“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26

⽗父母，俯⾜足以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与分27

配关系，对历代政权稳定与更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因此，中国历史上多次演绎了⼀一个
规律：改朝换代之时，统治者先推⾏行“均⽥田免赋”，之后随着地主和贵族“占⽥田”，⼟土地又逐渐
集中，出现“豪强兼并之患”，“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无以遂其⽣生” ，社会⽭矛盾加28

剧，这时当政者或开明官员也会试图抑制 “豪强兼并”，如王安⽯石变法中⼀一系列“抑制豪强”的
政策，但阻⼒力⼀一般都很⼤大，如果最终社会⽭矛盾不能缓解，便会再次激发改朝换代，进入新⼀一
轮循环。︒到了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农民理想推向了极致：“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恒产，现代释意为稳定的财产（⽣生产资料）及收入（产出）︔；恒⼼心，⼈人所常有的善良本⼼心。︒26

 见《孟⼦子·梁惠王上》。︒27

 《宋史纪事本末》九⼗〸十八卷：公⽥田之置。︒28

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391351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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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勻匀，无⼈人不饱暖” 。︒29

孙中山后来把“平均地权”作为民⽣生的主要内容，写进“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并提出要30

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主张对国共两党各⾃自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也沿着这个主张，逐步建⽴立了新中国政权，乃至再后来80年代邓⼩小平改⾰革，也是通过
平均化地重新分配⼟土地，恢复了⼩小农经济，再次让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成为“⼩小有产者”，延续
了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小农村社制”，使得乡村成为国家稳定的最⼤大载体，也为城市和⼯工业建
设提供基础性保障。︒

可见，农地乃民⽣生之⾸首要，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巩固政权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那么，是否可以说，平均了地权，合理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就⼀一定会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呢︖？
⼀一般来说，传统社会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因素，除了⾃自然和特定条件以外，主要可以归纳为
“地租”、︑“税赋”和“利息”，地租是获得⼟土地的地租成本，⼟土地可以交易时，购地可理解为⼀一
次性地租︔；税赋是上缴国家的⽥田税，以及各种徭役、︑贡、︑饷等，有时候还会再分配︔；利息则
是资本不⾜足的农户为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对外借贷⽽而需要⽀支付的息钱，或称“资本租”。︒不
同时期农业政策和⼟土地制度不同，有时租和税不⼀一定会分得很清楚，如国民党时期和台湾的
⼟土改政策，但政府和民间，历来都有针对农户放贷收息的⾏行为，有时候甚至形成竞争，如宋
朝王安⽯石的“青苗法”。︒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当今社会这样优厚的农业⽣生产条
件：农民免费分配到了⼟土地，不但逐渐免除农业税，还施⾏行农业补贴，虽然⼈人地关系比过去
紧张，但随着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这种状况早已实现历史上
农民的理想和诉求。︒但我们却并没有看到⼀一个繁荣的农业经济景象，反⽽而出现⽇日趋严重的
“三农问题”，越来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和⼟土地，甚至出现抛荒现象，农村反倒越发衰败了。︒

农业资本化是造成⼩小农困境的主要原因

平均地权，没有地租，没有农业税，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看待⼩小农衰败的困境呢︖？实际
上，现代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已经截然不同了，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先把话题引向关于
“现代”的简单讨论。︒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而不应看成⼀一个历史阶段，也因此不能
期望⼀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群体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新的主体的⽣生成（福柯，1998）。︒如果
同意福柯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系谱学（genealogy）观点，便能暂时绕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
线性进步的观念，换⽤用奈格⾥里和哈特在讨论现代性时⽤用到的“遭遇”⼀一词（奈格⾥里，哈特，
2015），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遭遇西⽅方冲击下的“断裂”和“偶然”。︒汪晖在其巨
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2008）中，通过设置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和中国宋明儒学
之间的对话，对现代主义作⽤用于近代中国的宏⼤大历史图景进⾏行了考察，讨论了现代“科学话
语共同体”如何“蹿升”为⼆二⼗〸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不⼀一样
的视野。︒温铁军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总体上其实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激进”过
程，这种激进主要表现为追求资本及其塑造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近⼏几百年来，伴随着
西⽅方国家在殖民条件下的全球资本扩张，尤其是在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冲击下，近代中国掉入

 见《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的建国纲领。︒29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的发展过30

程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阶段。︒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
国民⽣生计）。︒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739/938386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9630/183719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4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18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0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00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9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79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60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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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封闭”、︑“落后”的半殖民化的民族困境，也因此跟随了西⽅方⼯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发展范
式，建⽴立了⼀一个“经济主权残缺”的“现代”国家政权。︒之所以是经济主权残缺，因为无法复制
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形成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而⼯工业化又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过程，因此
不得不依赖外部资本供给，或者从农业提取，依靠⼤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资本。︒在资本短缺的
时代，多数政府都会采取“亲资本”的政策体系，甚至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构建上，也照
搬投资国的政治制度，他把这个现象称之为“路径依赖”。︒（温铁军，2016）  因此，当近乎
“发展停滞”的传统中国，遭遇这种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就跟随了这种现
代性的⼀一系列“态度”，这种态度是以资为本，重新塑造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古典经济学将农业⽣生产要素主要归纳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中国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前，
国家通过所有要素全部集中的⽅方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国家⼯工业，最终
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也完成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这⼀一做法克服了
国际政治压⼒力，维护了民族主权，让中国跻身现代强国之列︔；但是对国家内部，尤其对三农
领域，却也制造了深深的危机。︒八⼗〸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重新分地时，⼯工业产值已经⼤大⼤大
超过农业，国家建设核⼼心也放在城市和新产业之上，还要继续收取各种税费以维系地⽅方⽀支付
开⽀支，这种情况下开放市场经济，⼟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要素继续全部向城市和⼯工业净流出。︒
对于在农村开展农业⽣生产的⼩小农户来说，当这些⽣生产要素都变成“虚拟商品”，全部资本化、︑
市场化了，最后影响农业⽣生产的要素，就只剩资本了。︒卡尔 ·波拉尼在《巨变》⼀一书中，考
察了现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它认为放任的市场主义将⾃自然、︑⼟土地和⼈人乃至货币视为商品，
将其市场化，妄图建⽴立⼀一个空想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并且脱离⼈人类社会甚至反控社会，
这⼀一“消除⼈人性”和“毁灭⾃自然 ”的乌托邦，最终在与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的博弈中，引发社31

会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波兰尼，2013）

可见，⼩小农经济未能繁荣，且危机重重，或许不在于传统⾃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内部因素，
⽽而是“市场”和“资本”等外部条件挤压的结果。︒当农业⽣生产的所有要素，最后都资本化了：⼟土
地可以流转和交易，完全以货币衡量，甚至开始进入信贷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被市场定
价，每年都有数亿农民在城乡间流动 ，⽣生产资料⼤大部分依赖资本投入，原来主要依靠⾃自然32

条件的农业⽅方式，在农业现代化的冲击下，就会难以为继，⽽而且⾃自然条件的改变，需要更多
的投入。︒今天看来，农业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彻底资本化的过程。︒资本逐利推动下的农业⽅方式，
也反过来影响⾃自然要素，制造⽣生态问题，如⼟土地破坏，⽔水体污染，⽓气候灾难和化学品危害等。︒

恰亚诺夫在俄国民粹学派四⼗〸十多年农村调研⼯工作的基础上，与上世纪⼆二⼗〸十年代提出⼩小农
经济（农民农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并以这种对“非资本主义⽅方式”的⼩小农家庭农场经济
特性的肯定，对当时西⽅方流⾏行的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型⼤大农场暗中批判︔；同时，在⼈人
⼜⼝口分化基础上，对⼟土地资源⾃自我调配的“家庭周期”规律的研究，也对农业社会阶级分化论述
提出质疑。︒它呼吁维护⼩小农经济发展形式的纯洁性，通过发展家庭农场加纵向⼀一体化的合作
⽅方式，避开农业社会⾛走向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道路（恰亚诺夫，1996）。︒有趣的是，恰亚
诺夫⽤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揭⽰示出⼩小农家庭依据“边际效应”达到的这种经济“均衡”状态，与
“逐利”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区别，和费孝通⽤用社会学⽅方法，总结出中国乡⼟土社会的某些特点
如出⼀一辙：传统社会在⽣生存条件的约束下实现“需要”的⾃自觉，是⾃自然替他们选择出来的⾜足以

 卡尔·波兰尼，《巨变》，P54，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北京31

 据统计，2014年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达到2.69亿，并且逐年继续增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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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生活⽅方案，这要区别于被现代社会功能性地构建出来的 “欲望 ”理性。︒（费孝通，
2015，102-109）

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靠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解决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卷入
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处在中间位置，正如奈格⾥里和哈特所说：“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共同世
界，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共享这个世界，⼀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奈格⾥里，哈特，2015,2）。︒
我们必须将对当前⼀一切危机的讨论，转向对于“现代性”的“⽂文化”议题，探讨形成这种“欲望”
的根源。︒“现代性”被资本主义神话所⽀支撑，过去⼏几百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确推动了⽣生
产⼒力的发展，为了⾃自身的维系，它也不断投入为了⽣生产的再⽣生产，推⾼高⽣生产效率，但资本的
持续积累，让资本主义⽅方式突破传统定义的阶级剥削关系，进入⾦金融主导的全球性“帝国 ”33

阶段，⾦金融资本已经不再促进⽣生产和再⽣生产，⽽而是攫取⼀一切成果，将财富⽤用垄断的⽅方式集中，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进出，坐吃“资本租”。︒现代性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帝国”的统治与“诸众”
的反抗，主权与为了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奈格⾥里，哈特，2015,53），作为“我们”的诸众，
和作为数亿农民的诸众，也作为成就“帝国”的⼀一员，只有理解了这种统治与反抗的权利关
系，才能在每个弱⼩小的抵抗过程中，寻找到“另类现代性”的策略与⽅方法，或者继续努⼒力梦想
进入“帝国”的中⼼心︖？

今天，我们怀念恰亚诺夫。︒

农村⾦金融化将破坏国家稳定的基础

按照经济学产值计算，无论⼤大⼩小农业，全球范围内⼏几乎全部国家各国的农业增加值，都
不会占国民经济总量的主要比例。︒在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自2014年就已经下降到
10%以下 ，部分⼀一线城市这⼀一比值不到1%，如此低的经济产出，如何吸引⾦金融业进入农村34

农业领域呢︖？

⾦金融通常⾃自称为服务。︒农村⾦金融是基于现代⾦金融经济对农村发展的预期，看中的是三农
领域巨⼤大的资本容量，这⼀一预期与国家近年来的农村发展政策相互配合。︒根据《中国农村⾦金
融发展报告2015》提供的研究,这⼏几年实现农村⾦金融化的⼀一系列市场基础变化加快了：例如
农业现代化的加速过程中，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业产业延伸、︑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等，
对政策和开发性⾦金融提出需求︔；⼗〸十八⼤大提出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主要针对农村）的要求，
下⼀一步农民的非⽣生产信贷需求增加（约占55%，还在上升），⼈人⼒力资本投资要求下，出现了
新型农业⼈人才培训的趋势，城乡⼀一体化和新城镇建设，对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改造有着巨⼤大
资⾦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农业经济也呈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化的趋势，互联⽹网和移动通
讯技术对⾦金融交易和迅速的结算实现提供新的可能（张承惠等，2015，1-5）。︒从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这些⾦金融市场预期，是建⽴立在农村未来的“发展”趋势上，发展就需要资本投入，对
于在城市其它产业领域全⾯面过剩的⾦金融资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为农村“服务”的“好机会”。︒

从《报告》提供的另外⼀一组数据我们或许能看出⼀一些不同的情况：2015年末，⾦金融机构

 奈格⾥里和哈特“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中的核⼼心概念，这⾥里的帝国和诸众都是借⽤用他们的专有概念。︒ 33

 参考新浪财<经农业增加值占GDP百分比>,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ac/indicator_NV.AGR.TOTL.ZS.shtml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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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3.95万亿 ，本外币农村（县及以下）贷款余额21.61万亿，持续呈上35

升趋势，⽽而农户（农民家庭）贷款余额仅为6.15万亿，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5%，这与⼤大约
46%的农村⼈人⼜⼝口比例极不相符，更在国际排名上处在末尾（张承惠等，2015，47）。︒实际上
全国3 1个省市的农村的存贷比，绝⼤大部分长期处于4 0 %以下的低位，农村资⾦金⼀一直是外流
的，按照国家规定75%的存贷比计算，即有约35%的资⾦金流向城市和其它地区 。︒36

这种⾦金融“需求”的市场前景，和资⾦金外流的现实，彰显了类似农村⾦金融市场研究的某些
荒唐之处，也映射出资本和学识研究的密切关系。︒本质上讲，家庭农业经营的盈利能⼒力，与
涉农信贷机构的资本分红预期长期不匹配，是导致涉农机构不愿意给农户放款的最主要原因，
现在连⼯工业和⼀一般商业领域的盈利能⼒力都不能满⾜足⾦金融收益的预期，出现贷款难、︑贷款收不
回来的情况，前不久还提出“股转债”政策，给农业发展给予如此⾼高的厚望，恐怕⽬目标是农村
⼟土地，以及⼟土地所承载农村⼈人⼜⼝口消费市场。︒

⼟土地⾦金融是以⼟土地权属向⾦金融机构抵押进⾏行资⾦金融通活动，并逐渐实现其“货币化”、︑
“资本化”和“证券化”，⼟土地融通形成的资⾦金，还将撬动更为庞⼤大的农村消费⾦金融和投资市
场。︒中国农村⼟土地并不具备⼀一般城市⼟土地的财产功能，之所以在这种⼟土地基础制度（宪法规
定的集体所有制）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承包经营权推动⼟土
地进入⾦金融市场，原因是农村信贷长期缺乏抵押物，多数农户除了耕地和宅基住房，没有其
它东西可以拿来抵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土地所有制的限制，这种抵押⼀一直难以实现，
如今为了实现对农村放贷，抵押物可以⽤用现代⾦金融⼿手段包装出来。︒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经历多次较⼤大调整，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基础法
律是1986年修订的宪法，和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宪法》第⼗〸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
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
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
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2 0 0 2年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专项法律。︒因
此，中国⼤大陆的任何⼟土地是不允许私⼈人占有和⾃自由交易的，⼟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全民（国务
院代表）或农村集体（从⽣生产队到乡⼀一级政府）所有的，这⼀一规定是从1982年的宪法开始
的。︒之后的⼏几次改动，都是在使⽤用权交易、︑⼟土地性质、︑⼟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税等⽅方⾯面的调整，
未曾改变其所有制的基本制度，因为坚持公有制是执政党的合法基础。︒

在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是按照私有性质分配的，并且⼟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分开，不允
许农民出租⼟土地（这样又变成地主了），但有⼀一阵⼦子允许⼟土地交易︔；1953年起农民⼟土地开始
入股合作社搞集体经营，后来发展到⾼高级社及⼈人民公社，农村⼟土地都是由各个集体统⼀一管理
的，农户作为集体的社员。︒期间出现过“⾃自留地”政策，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等于分离了，以
便缓解农民分配得到的私有⼟土地收归集体所⾯面临的压⼒力。︒七⼗〸十年代末的“⼤大包⼲干”，全⾯面恢复
两权分离，直至公社解体，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1987年正式⽴立法
确定了下来。︒现⾏行《⼟土地管理法》（2004年）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
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〸十年。︒将
⼟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国家可以不改变所有制，通过使⽤用权调整⼟土地经营和流通⽅方式。︒

 贷款余额指至某⼀一节点⽇日期为⽌止，借款⼈人尚未归还放款⼈人的贷款总额，是贷款总额（贷款合约数额）减去已经偿还的贷款。︒⽤用以衡量实际借贷35

出去真在使⽤用的贷款数量。︒

 刘亦⽂文等《中国农村⾦金融三维均衡发展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湖南，P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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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是专门针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管理的⼀一部法律，这部法
律也因对承包权的保护，间接限制了新增⼈人⼜⼝口分配⼟土地的权利，制造出⼀一部分新⽣生代无地⼈人
⼜⼝口。︒

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也主要依据以上⼏几部法律。︒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
规定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可以转让︔；2003年的修订明确增加了有关国家征地的条款。︒所
以，集体⼟土地转让长期存在，只是还需要⽤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国有⼟土地的出让带来了持续
三⼗〸十多年的⼟土地红利，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而集体⼟土地的征占、︑转让、︑出37

租等却因各种不透明和不规范交易导致不断上升的群体事件，集体建设⽤用地名义上收益归集
体成员所有，但成员的收益却很难得到保障。︒⽽而各级政府也通过征地实现了对农村集体⼟土地
的利⽤用 。︒38

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一种，农村宅基地的特点是，⼟土地为集体免费配给，其
上房屋属于个⼈人财产，这⼀一制度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私⼈人房屋拥有率最⾼高的国家。︒《⼟土地
管理法》规定：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虽然
《⼟土地管理法》对于宅基地的交易问题未做出明确规定，但集体成员内部转让⼀一般是允许的，
只是不能对外︔；2004年国务院于《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农
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2 0 0 7年出台的《物权法》更明确地规
定：“向城镇居民、︑法⼈人、︑集体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宅基地，应认定无效。︒”还间接规定房屋和
宅基地不能分开单独转让。︒

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个相对宽泛的经营使⽤用权交易概念，包含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
⽅方式，具体⽅方式依流转合同⽽而定。︒⼟土地流转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把⼟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
营权三者分开，强调⽤用益物权的各种应⽤用 ，更重要的是在非私有制的产权制度条件下实现39

了农地的各种财产功能，尤其是⾦金融功能，使得⼟土地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吸纳流动性。︒⼟土地流
转从90年代就⼀一直允许，但那时⼟土地流转与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主要是在集体成员内部开
展的类似承包地委托经营模式，少数成员将不愿耕种的⼟土地，通过内部合同转包给其他成员
耕种。︒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其中规定：“在符合规
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5
年农业部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正式规定了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
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转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
⼟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2008年的⼗〸十七届三中全会
《决议》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这⼀一提法，可以说是巩固了所有权、︑保证了承包权、︑为进⼀一步放开经营权做
准备。︒2 0 1 1年，国⼟土资源部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
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完成了新⼀一轮的农村⼟土地统计和确权发证。︒据

 以2013年为例，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4.1万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总收入的31%。︒参考中国财政部37

⽹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4-01/23/content_2573892.htm

 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村征⽤用了⼀一亿多亩耕地。︒孔祥智，何安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分析〉，《教学与研38

究》2009第2期

 ⽤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物产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〸十七39

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http://www.gov.cn/gzdt/2014-01/23/content_25738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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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达到4.3亿亩，流转比例达到30.4%，⽽而其中超
过⼀一半⼟土地已经不⽤用来种植粮食。︒

2015年8⽉月，国务院⼀一份重磅⽂文件出台——《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
房财产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 出台。︒⽂文件⿎鼓励⾦金融机构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发放中长40

期贷款，尤其⿎鼓励对经营规模适度的农业经营主体放贷︔；正式明确了抵押后不能履⾏行到期债
务的情况下，允许⾦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处置抵押物︔；并且要求各地完善抵押物处置措施，确
保承贷银⾏行能够顺利实现抵押权，同时在农民住房处置时，⾸首次提到连同宅基地使⽤用权。︒实
际上，早在五年前，《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
198号，已经提出探索农民承包地的抵押试点︔；2012年党的⼗〸十八将这⼀一试点建设要求写进决
议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探索”改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41

融资，此后各省、︑地相继展开“两权”抵押试点。︒至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
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暂⾏行办法》。︒“两个办法”从贷款对象、︑贷款管理、︑风险补偿、︑配套⽀支持措施、︑试点监测评
估等多⽅方⾯面，对⾦金融机构、︑试点地区和相关部门推进落实“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明确了政策要
求。︒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农村资本市场⼀一步步地扩张，农村⼟土地政策⼀一道道地开路，有
时候，法规更改只是对之前的违规⾏行为的⼀一种合法化过程。︒发展农村⾦金融，将扩⼤大农村信贷
风险和地⽅方债务，对本来就不堪的“三农”体系给予致命的打击︔；开放⼟土地⾦金融，更将倒逼农
村基本⼟土地制度的改变，彻底破坏国家赖以稳定的社会基础。︒

从主流发展的各种论述中，不难理解⽬目前中国资本过剩条件下扩⼤大农村“内需”的复杂⽭矛
盾。︒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但⽣生产⽣生活资料依然留在农村，
造成部分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因此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农地利⽤用率并保障粮食⽣生产，通
过宅基地交易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以⽤用作消费，这样⼀一来，过去往返于城乡的农村居民因为
没有了住宅和耕地，将长期留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也即变为城市⼈人⼜⼝口，但是⼤大城市就业已然
出现太多问题，因此需要发展更分散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这时候开放集体
建设⽤用地解决国有⼟土地紧张的问题，⼟土地资源盘活了，城市化比例也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将⼤大⾯面积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住宅作为资产进入资本市场流通，形成巨
⼤大的⾦金融资本池，极⼤大地增加了GDP，也可以吸纳巨量的货币流动，进⼀一步扩充虚拟的经济
的“繁荣”。︒但也不禁要问，继续加快城市化如何解决庞⼤大数量的⼈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问题︖？建
⽴立在以盲⽬目扩⼤大消费为⽬目的经济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农村固有的稳定基础被破坏，以⾦金融资
本带动的虚拟泡沫破了之后还有什么︖？更何况跨国资本正虎视眈眈，它们更急迫地想要无障
碍地为中国农村“服务”。︒

警惕农村⼟土地⾦金融化

    

光从政策上看，农村发展如此轰轰烈烈，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民，在这⼀一次次的发展和改

 2015年8⽉月10⽇日，国发〔2015〕45号，《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全⽂文见国务院⽹网站4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24/content_10121.htm

 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日的决定》41

http://www.baidu.com/link?url=AFrFJupsYkNcnKll8Jhr59hxcKM0i3PykIeibkZnzAE7IY4wAEFmgy55giOLUp5yjOAvao_hpzKs52HKm-nD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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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从来都是被动的和无声的。︒2016年⽉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了农村⼟土地市场的
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在这本报告中，其中有⼀一节对农村⼟土地确权状况
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了⼤大量农户。︒⼟土地确权是为了配合农村⼟土地流转入市等⼯工作，由中央
各政府部门直接推动，2011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联合其他部门，连发两⽂文 ，在全国范围42

内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并于2014年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工作。︒在
此基础上，2015年，依据国务院⽂文件，在全国12个省的试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确权发证⼯工作。︒《报告》对安徽和吉林两省确权试点的农户做了调查统计。︒⾸首先，⼤大部分农
户并不知道什么是⼟土地确权，以吉林为例，超过三成的农户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土地确权，
并不知道确权是什么︔；已经完成确权的村庄，很多农户也表⽰示没有听说过“确权”这个词，当
提到 “量地、︑航拍”等词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确权。︒关于“农户对⼟土地确权所持的态度”，
在⾼高度同意、︑比较同意、︑中⽴立、︑不太同意、︑强烈反对以及不知道6个选项中，吉林省有约
7 6 %的受访者表⽰示出中⽴立态度，比较同意的占1 3 %，安徽省的受访者中，比较同意的占
44%，中⽴立态度占31%，⽽而两省加起来持⾼高度同意的只有3%。︒如果⼟土地确权是对农民有利的
事情，维护他们的权益，多数农民表现出的中⽴立态度就很有意思。︒调查还询问⾼高度同意和比
较同意的原因，很多农户表⽰示，国家政策不敢不同意，也有⼈人认为确权了就是⾃自⼰己的了。︒当
然报告也提到，不同区域、︑地多地少等情况都有不同的结论。︒研究还对确权以后农户⼟土地投
资的变化做了统计，各省样本加起来看，有超过81%的农户表⽰示，即使⼟土地确权了，也“不
打算有明显的投资变化”，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确权政策刺激农民对
⼟土地的投资，可能效果不会理想，农户依然会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决定⾃自⼰己的经济⾏行
为。︒在最后的建议部分，调查者提到“要注意无地农民的问题”，很多受访者的无所谓或不⽀支
持的原因是没有地，并提到：“⼟土地可调整这种非正式的不稳定地权制度安排，在农民中的
可信度较⾼高，实际上这恰恰是较多无地农民将农村⼟土地看作⼀一种社会保障的内⽣生想法 ”。︒
（李光荣，2016，105-126）

这份报告提供了⼤大量有关⼟土地市场的最新研究。︒从对确权和认识和态度来看，多数农户
更愿意相信集体制度的保障，⽽而不认可财产意义上的“新”权益，这些概念都是他⼈人的理解和
强加，农户最多被动地接受它︔；从绝⼤大多数农户即便在确权的情况下，依然表⽰示不会对农地
增加投入看来，多数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并不需要信贷资⾦金的⽀支持，也就是说，开展⼟土地信
贷，未必能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从政策的导向可以看看出，农地信贷融资主要针
对已经流转的⼤大宗⼟土地，并非针对分散的⼩小农户，农户只有住房值得抵押。︒

历史上，由于农业产值低，地租⼀一般都不会超过产出的10%，对农民压榨最厉害的不是
地租，⽽而是民间⾼高利贷。︒在地主所有制时期，在地地主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再⽣生产进⾏行
投入，⽽而地主乡绅也会投入公共事业，承担安全、︑祭祀、︑节庆，甚至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
的开⽀支。︒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在外地主，不再对⽣生产条件进⾏行投入和改善，只
是纯粹从农村提取资本，这也是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紧张的主要原因（温铁军，2012）。︒
今天的⼟土地信贷相当于通过资本提供，造出来⼀一批在外地主——⾦金融信贷机构，将重复过去
对农村抽⾎血的经历。︒

据山西永济⼀一个农民合作社与信贷基⾦金开展⼩小额信贷的案例——山西永济蒲韩农协合作
⾦金融调查，某信贷公司以扶贫名义针对当地农户开展信贷服务，在当地合作社的协助下，三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和《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42

资发〔201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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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在两个乡镇的150多个村⼦子，累计放款1.3亿元，平均20%的年利率，累计利息收入达到
2000多万元。︒⼀一开始农户对信贷投入持欢迎态度，也被扶贫的外衣遮蔽，后来随着利息的增
长，越来越商业化的逐利经营，农户越来越不堪重负，不良贷款率开始增加。︒合作社算了⼤大
帐后，才发现这种扶贫基⾦金背后从农村抽⾎血的本质，随即合作社退出和信贷公司的合作，转
⽽而开展社员内部资⾦金互助服务。︒（杨团等，2015）

据⼈人民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
9412亿，贷款公司比2014年增加了119家，贷款余额却下降了。︒据《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
2015》分析，这些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差异明显，有中⼩小企业，有微⼩小企业也有农户，并且
⼤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注册在城市，业务主要在乡镇开展，（张承惠等，2016）。︒近万亿的民
间贷款，利息⼀一般都比银⾏行贷款⾼高出⼏几倍，如果按照山西那家扶贫性质的贷款利息，至少比
银⾏行⾼高出四倍以上。︒

今天，⾦金融⾏行业收益已经超过所有产业，连⼯工业领域都不再能获得资本青睐，农业则更
不⾏行。︒实际上，⼟土地⾯面积⼩小⽽而分散⼟土地农户，不⼤大可能直接进入信贷市场，最终还是流转到
较⼤大⼟土地⾯面积的⼤大户、︑企业和公司才可能进入⼟土地信贷市场，获得银⾏行的贷款，这些贷款是
否真的⽤用于农业投入也是个问题。︒很多农业企业经营者，本身就是依赖国家粮食补贴维持的，
如果加上贷款利息，就难获利，最后可能会寻求更⾼高资本收益的途径，如⼀一些投机性投资。︒
如果⼀一般银⾏行利息和民间借贷之间有数倍的差额利息，通过流转⼟土地在银⾏行获得贷款，然后
再开展民间信贷赚取利息差，这完全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产业，有些信贷机构就是⽤用境外低成
本形成的资⾦金，在国内开展⾼高利贷赚钱。︒据⼀一些地区的经历，在农村开展的信贷业务，有时
候也会结合地⽅方⿊黑恶势⼒力，对明知没有还贷能⼒力的农户进⾏行敲诈，以占有其抵押物。︒因此，
⼀一旦对农村⼟土地开放⾦金融业务，不仅会导致农户因负债⽽而失去⼟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农村地区
的恶性⾦金融市场，并将风险扩散到消费信贷，互联⽹网信贷等，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农村⼟土地应回到最朴素的保障功能

    

近年来，国家很多农村政策表⾯面上是维护农民权益，帮助农民增收，但常常“打左灯，
向右转”，最后是维护了资本集团的利益，农民反倒遭殃。︒⼟土地承包权确权和抵押，名义上
是为了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实际上农户能获得依然只是⼟土地流转的租⾦金，⼟土地信贷、︑信
托市场即使可能有收益，也是流转⼟土地的⼤大户、︑⼤大企业获得了，背后受益最⼤大是实际上⾦金融
放贷机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三成的农地流转出去了，如果算上集体征收、︑被租赁、︑
转包、︑抵押或入股等⼟土地，等到政策全⾯面放开，农户⼿手上也没有多少⼟土地了，这些可能产⽣生
收益的交易，早就在收益到来之前完成了，最后政策也谈不上帮农民增收，反⽽而弱化了基本
粮食保障的条件。︒

从当前的各种⼟土地政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呼声，强调承包经营权不是⼀一个完
整的财产概念，⼟土地又是不动产，乡村社会又没有“契约精神”，流转或抵押的⼟土地，最终并
不能完全保证投资⼈人的权益，这种说法倒逼⼟土地政策进⼀一部改⾰革，甚至呼吁开放⼟土地私有化，
这让⼈人怀疑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农村的政策︖？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政策在这⽅方
⾯面的功课，例如，将农户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一再延长，以便相应地延长⼟土地的流转期限，
由最初的⼗〸十五年，延长至三⼗〸十年，后来提出长期不变，到⼗〸十八届三中全会改为长久不变︔；同
时对于集体⼟土地的确权前两年就完成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农户的承包地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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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试点，中央还呼吁各地政府建⽴立⼟土地入市风险保障机制，推动⼟土地交易⼆二级市场的建⽴立，
有的还设⽴立⼟土地交易和流转风险基⾦金︔；对于早年规定的，新出⽣生⼈人⼜⼝口不再分地的政策，也是
模模糊糊放在那⾥里⼗〸十多年，⼀一来⼤大量新⽣生⼈人⼜⼝口确实没有分到⼟土地，⼆二来有些地⽅方即使依据成
员意愿，私下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可以随时被叫停和判定其违法。︒这很明显，对于农民来说，
政策不但越来越不公平，还在逐渐失去原来模糊但“有信任”的集体农地优势，况且农民根本
不担⼼心关于承包期限的问题，如费孝通所⾔言，“在⼟土地上讨⽣生计 ”是农民与⽣生俱来的传统。︒43

另外⼀一个配合农村⼟土地制度改变的，是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自秦朝以来就延续至
今，新中国早期，城市养活不了太多⼈人，通过城乡户⼜⼝口将农民强制留在农村，这种城乡差别
的户籍制度⼀一直是社会上争论和批评的焦点，因为它始终造成城乡居民在身份上的某种不对
等，以及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公正。︒长期偏向城市化的发展政策，形成了⼀一种深切的城乡差
别⽂文化——农村被认为了落后的、︑⽼老⼟土的，城市则是先进的、︑现代的。︒90年代开放⼈人⼜⼝口⾃自由
流动以后，⼀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期望得到城市户⼜⼝口，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社会福利，
近年越来越不均衡的教育资源，促使⼀一些农民希望把孩⼦子送到城市接受教育，户⼜⼝口也是⼀一个
限制因素。︒对于农村户⼜⼝口的农民来说，⼟土地作为社会保障功能的作⽤用，若对比城市居民的现
代社会保障系统，优势难以显现出来︔；但当城市危机凸显，在逆城市化潮流中，农村⼟土地和
⽣生态资源的价值被提升了，这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也冒出来了 。︒如果说过去农村户44

⼜⼝口的确优势不明显，相对城市有很多不太公正的福利待遇，那在今天⼤大⼒力开展农村建设、︑提
升农村各⽅方⾯面条件的趋势下，取消农村户⼜⼝口即意味着取消了农民占有农村⼟土地资源的特权，
持续给城市发展输出了数⼗〸十年资源的⼏几代农民，将和城市中产群体站在⼀一个⾯面对市场竞争起
跑线上，也相当于通过政策调整，为城市⼈人进入农村占有资源奠定基础。︒所谓财产权，户籍
身份，最终不会对农民带来真的好处，反⽽而打开了过去保护农村屏障，在⾃自由竞争的语境下，
把⼤大家⼀一起推向市场的惊涛骇浪。︒

回顾当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放在⼀一起的，可以理解是在节制
资本条件下的平均地权。︒时至今⽇日，⼟土地又开始集中，并且推开农村的⼤大门，欢迎资本进入，
连最后这点最基本的保障功能都没了。︒

中国的⽬目前的农村问题，整体上是激进的、︑以资为本的现代化的后果，如何去激进化，
回到保障民⽣生的朴素思路上来，是每⼀一个关⼼心农村的⼈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土
地政策上，应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成员平均分配⼟土地的基本制度，守住农民住房的保障
功能，避免农宅入市︔；从农业发展角度，发育村社内部合作组织，将分配和确权后额的⼟土地
做股入社，再通过合作社与相关农企开展纵向产业合作，也通过合作社对社员形成收益分配︔；
在恢复集体功能⽅方⾯面，应保留部分村社集体公⽤用⼟土地，或通过合作社经营提取集体积累，⽤用
作村庄对成员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养⽼老和村民⽂文化活动︔；从公平的角度，探索灵活的集体内
部⼟土地调整机制，以农户公平分配和粮食保障为原则，放弃追求效率，防⽌止粮食过度市场化︔；
此外，慎重对待商业资本下乡，坚持政府财政主导的农业投入和产业调整，避免公司化︔；在
⼀一些过度空⼼心化的地区，可由镇⼀一级政府主导，合理利⽤用闲置资源，本着与进城农户分享收
益的原则，在村庄开发养⽼老、︑旅游服务，适度接纳从城市回流的⼈人⼜⼝口，这也是农业⾛走向三产
化的必由之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句话。︒43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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