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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产业兴旺、农民增
收的最主要生产要素。通过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
资源，是产业兴旺的有效路
径。

荣昌区清升镇在全市率
先进行了“确权确股不确地”
改革探索，成功地将小块地变
成了大块地，将土地承包经营
权转变为股份，增加了农民收
入。为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
业生产方式等，创造了更好的
产业发展环境。有了好的产
业发展环境，资金、人力、技术
就会朝乡村聚集，农村经济才
会真正活起来。

核 心 提 示

小块地变大块地 承包经营权变股份
——荣昌区清升镇“确权确股不确地”改革的调查

本报记者 罗成友

农村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实行“三权分
置”，这是中央在深化农村改革中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近两年来，我市围绕“三权分置”要求，在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实现了重大突破。

首先，我市全面开展了农民承包地的确权颁证工作。
2016年10月，市里就制定了《重庆市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市700余
万农户的承包地进行确权登记和发证，为“三权分置”奠定
了基础。

不少区县也围绕“三权分置”，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进行
了多种有效的探索。比如，梁平区在全国率先进行“有偿
退出承包经营权”改革。

2014年底，梁平区金带镇的首小江看上了蟠龙镇义和
村一块15亩的土地。为能长久经营，他先是把自己的户口
迁到这个村，然后又与村里商量，想获得这块地的承包经
营权。

虽然有了当地户口，但按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
变的规定，他无法获得这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他反复与
村民小组和在这15亩地上有承包经营权的21户村民商
量，最终有偿将这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过来。

义和村是这样操作的，先是这21户村民将这15亩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自愿退回给村民组，然后，再由首小江以
每亩3.45万元的价格，从村民组有偿获得土地的长久承
包经营权。村民组将其中的3万元（以每亩计）作为退地
农民的补偿金，剩下的4500元，则平均分配给村民小组
的成员。

这一由农民和村民组自发进行的改革探索，虽然给梁
平区里出了一道难题，但也给区里“三权分置”改革带来了
启示。很快，区里选择屏锦镇万年村、礼让镇川西村等作
为封闭试点，进行有偿退出承包经营权的探索。

在试点中，梁平探索出“三方联动，供需平衡”的方
式。即由村民组、村民和用地业主三方协调联动，让发包
方有退出通道，退出方有退出意愿（已在城镇有住房和较
为稳定就业岗位的村民，退地后不影响生活），承接方有用
地需求，实现“退得出、稳得住、能利用”的目标。

这一规范有序、风险可控的改革，已让101户农民自
愿退出土地297.47亩，并引进了6个经营主体在这些土地
上进行梁平柚、果蔬、高档冷水鱼、莲藕等种植养殖业的适
度规模经营。

合川区官渡镇菊星村则在探索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即
农民以土地入股，由村集体建专业合作社进行耕种，土地
收益由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人员、村集体三方按约
定进行分红。

由于村里青壮年劳力大多外出务工，菊星村不少土地
处于闲置状态。2017年10月，5名村干部和一位村民组长
商量，一起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村民自愿以土地入股，合
作社对这些土地统一耕种经营，按股分红。当时就有133
户村民将总共340多亩水稻田入股，其中就包括很多闲置
土地。

按照约定，村民以土地入股后，不负责耕种和任何种
地成本。水稻田收获的稻谷，村民分四成，其余六成还要
进行再分配，村集体分两成，负责种地的6名村组干部分
八成。

菊星村的这一改革，实现了农民、集体经济、村干部三
方增收的“三赢”。

该村五组的唐德春老两口将3亩稻田入股，今年除分
得1500余斤稻谷外，老两口又在专业合作社里务工，每天
有50到80元的工资收入。从去年10月以来，两人工资收
入就有1万多元。

去年10月，6位村组干部又利用冬季，在这200多亩
稻田里种了一季榨菜，今春共收获榨菜470多吨，除去成
本，纯收入达5.8万元。村集体从中分得了1.1万多元，6位
村组干部则总共获得了4万多元的收入。

围绕“三权分置”

各区县积极探索
土地制度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首要的是要实现产业振兴，
而土地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通过深化土地制
度改革，为产业振兴提供动力，是乡村振兴极为重要的一环。

重庆日报记者在农村采访调查时发现，目前农村土地
闲置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其原因就在于农村产业没有兴
旺起来。

产业振兴与土地盘活，是紧密相关的。土地要活，需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三权分置”。只有
把承包权稳定了，农民才能吃下“定心丸”，才会珍惜土地；

把经营权分置出来后，才会让土地经营活起来，才能把现代
农业发展需要的资金、科技等市场要素集聚到土地上来。

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后，产业振兴就有了动力。
前些年，北碚区歇马镇虎头村约三分之二的人都离开

了村子，外出务工或经商，村里半数土地闲置。3年前，在
深化改革把土地经营权分置出来后，有7个城市投资者把
全村90%左右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过来，建起了葡萄、绿色
蔬菜等现代农业产业园，还带动起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村
里的产业振兴后，又吸引了一批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返

乡，参与到乡村发展中。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仅能激活土地资源，还能把城

市的其他要素吸引到农村，把农村的闲置农房、乡村文化
等资源激活，并转化成产业。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中，沙坪坝区曾家镇虎
峰山村通过“三权分置”，使村里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城市
投资者和村里大户手中，建起了桃园、柑橘园、花木等产业
园。城里的一些艺术家看到这样好的生态环境，便来到村
里，租用农民闲置农房，办起了乡村美术馆、田园艺术体验
基地等，接待城里游客，形成了融城乡文化、生态农业为一
体的乡村旅游业。

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行
多种形式的探索，但万“改”不离其宗：激活土地资源，振兴
乡村产业。

用改革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产业振兴

“漫水桥村‘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探索，无疑是成功
的。”清升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邹言波说，“目前，这一改
革举措将在全镇普及。”

目前，清升镇正在古佛山社区的一、三、六、七村民组
启动“确权确股不确地”改革，也是利用一个土地整治项
目，把小块地改为大块地，然后确权确股，以集中流转经

营的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正在进行清理确权，对所有农民承包地、

荒坡地都进行清理，并确权。”邹言波说，同时，古佛
山社区八组还在进行“业主自行发展”、“业主+集体
合作社发展”、“业主+集体合作社+农户发展”、“集体
合作社+农户发展”4种经营方式的试点探索，以便将

其更好地运用到“确权确股不确地”改革的土地经营
中。

在“业主+集体合作社发展”的试点中，社区针对30
户村民的100余亩土地，建立起生态旅游股份合作社，将
这些土地集中流转给来自四川眉山的一位业主，用于种
植柑橘。这位业主不仅每年要付给村民田600元、土
400元的流转金，还要付给社区集体每年每亩60元的管
理费。

“通过土地经营方式的不断探索完善，‘确权确股不
确地’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邹言波说。

▶▶▶从探索到向全镇普及推广

经过“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改革后，这176亩耕地被
分割成三片地，集中到3个经营者手中，实现了适度规模
经营。

按照持股村民有优先流转土地经营权的规定，这
112户村民中，唐太禄、唐应金分别优先流转了4亩和
3.6亩土地来种植蔬菜。

本来，这两户村民的承包地在这片土地的中间位置，
但按照“有利于集中连片流转经营和就近调整”的原则，

村里在这大片地的一角，集中划定了这两户村民流转的
7.6亩土地位置，便于余下包括两人原先承包地在内的其
余土地能成片流转给其他人。

在优先满足了2位持股村民流转土地后，余下的
160多亩地，由村土地流转服务站集中流转给了从内江
来的范才彬，组建起荣昌三重天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范才彬在这160多亩土地上投资建起蔬菜大棚，以

及配套的冻库、实验室等，把过去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现
代农业。

“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改革，也有效增加了农民收
入。重庆日报记者在唐太禄所经营的4亩土地上看到，
其种植的西瓜、丝瓜、海椒等，都长得很好。他说：“每年
有2万多元收入。”

在范才彬流转的土地中，村民夏思琼占有2.5股的
股权，除每年可获得1500斤黄谷（按当年市场价折现
金）的分红外，他还在公司打工，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
资收入。

“像夏思琼这样既有分红收入，又有工资收入的持股
村民，最多时有50多位。”村支书李开平说。

▶▶▶112个经营者变成了3个

“这块地，才是我们村最早进行‘确权确股不确地’改
革探索的结果。”漫水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开平把记者带到
另一大片平整的大块地里，“我在这片地里还有2.3股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哩！”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都提出，“在尊重农民意
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这片地，就是按
照这一精神，在全市率先进行的试点。

2014初，漫水桥村在实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旱涝
保收标准农田示范的一个项目时，由于其核心区涉及到
村里五、七、八村民小组112户村民的172亩承包地，荣
昌区农委与清升镇政府便决定，以该项目土地整治为契

机，开展“确权确股不确地”改革试点。
在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大会讨论商议后，每家每户

自愿与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签订《土地整理打破界线后确
权确股不确地协议书》，把项目区内的承包地交给村民小
组和村委会，集中进行打破“四至界线”、小块归并、相对
平整的整治。

通过消除田边土坎及归并后，原有的小块地变成了
大块地，面积也明显增加了，除去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建
设占地外，还多出了4亩地，变为176亩。

按照《土地整理打破界线后确权确股不确地协议书》
约定，村里对这176亩地重新进行了确权确股，但不确
地，实行集中流转经营，持股人按股分红。

这一改革分为“五步”：

第一步，确权。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集
体，农民只有承包经营权。

第二步，确股。把农民的经营权转化为股权，按原承
包合同中的面积，以1亩地为1股计算，分别确定出每户
农民的水田股和旱地股。176亩地共确定出水田股109
股，旱地股67股，增加的4亩地股权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
有。

第三步，不确地。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明确为股
份后，每一户农民具体经营哪块地，不再像过去那样确定
到其头上，而由村民小组集中进行流转经营，并明确规
定，有股份的村民，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流转整治后土
地经营权的权利。

第四步，确定分红。通过流转经营后，按确定的股
份，农民每年按股分红。

第五步，创新土地集中经营方式。由村组建土地流
转服务站，对“股权地”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对外招商引资
和流转，村民小组参与其中。

▶▶▶探路“确权确股不确地”

盛夏的一个上午，久雨后初晴的阳光有点灼人。
荣昌区清升镇漫水桥村五村民组蘑河坝上，经营

着60亩西瓜地的谢丰财从地里抱起一个10多斤重的
西瓜：“终于晴了，我这些西瓜也可卖个好价钱了。”

“你的瓜能卖好价钱，我的股金就更有保障了。”一
旁忙碌的村民王云菊也笑呵呵地，“你这60亩地，可有
我1亩地的股份！”

谢丰财老家在荣昌安富镇垭口村，2017年到漫
水桥村流转了这60亩地，投资20多万元，建起大棚

西瓜园。
这60亩西瓜园，是在“确权确股不确地”改革之

后，由42户村民的60多块小地改造变成连片大块地
的。如今这42户村民在这块地里已没有了属于自
己的具体地块，其原有的经营权已变成了股份。王
云菊那1亩地折合的股份，可让她每年分得700元的
分红。

其实，这并不是漫水桥村近年来最早的土地制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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