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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之法律性质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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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股”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只有入股合作社或公司才有讨论流转
法律性质之意义。债权流转说所提出的避免农民失去农地、促进农民收入最大化、现行立法支持等理由
摘

均难以成立。物权流转说更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真正独立的用益物权。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之物权利用形式，实现更加灵活和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才能适应农业国际化、产业化、规模化
和现代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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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 、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而入股正是极其重要的
一种流转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之形式使农民在流转农地的同时 ，仍然通过合作社或公司和农地
保持一定的联系，并非简单地一转了之。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以激活天量的“沉睡的 ”土地资本，农
民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 ，组成合作社或公司等法人组织形式，“组团 ”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增
强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为自己带来远超其组织与运行成本的收益 。全国性
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制度规定得比较模糊粗糙 ，地方性立法又各不相同，造成这种差别的首要原
因便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认识模糊与分歧 。本文从“入股 ”的含义入手，进而对土地承包经
营权入股之法律性质展开阐释和分析 。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含义
( 一) 学界对“入股”的不同认识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含义，学者间存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入股是指入股农民专业
合作社，即： “在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前提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 主要是家
庭承包的承包方，即农户） 以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通过其他方式承包 （ 招标、拍
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 并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设立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按数量和年限作价出资或与货币 、实物等其他出资形式并存参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1］
”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入股是指入股股份合作制企业 ，就是“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
行为。
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由有经济实力的大户、集体经济组织或投资于农业的工商企

业发起，农民以 土 地 使 用 权 作 价 入 股，按 照 自 愿 原 则 组 成 利 益 共 享 风 险 共 担 的 股 份 合 作 制 农 业 企
［2］
业” 。另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入股是指入股农业企业 ，即是指“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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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期内，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份 ，投资入股到由有经济实力的大户、集体经济组织或投
［3］
资于农业的工商企业发起设立的农业企业 ，按股取得收益 ” 。 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入股是指入股从
事农业合作生产，是“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从事农业合
［4］
作生产的民事法律行为” 。“入股是指，为扩大经营、发展农业生产，承包户之间联合起来，将各自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评估后折股投资 ，合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投入的股份作为分红的依据，但各
［5］
承包户的承包关系不变。” 其所指入股可以仅仅是承包方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和内部制度安排 ，并不
一定需要组建专业合作社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组织体 。还有一种观点采用现行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6］
入股的定义，认为应区别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分别定义 。 这和《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对入股流转形式的界定完全相同，即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
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 其他
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 ，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前者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 ，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 ； 后者是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量化为股权，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以特定的土地为股
份创办的股份合作制。它是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以‘土地经营权 ’为标的所设定的一
［7］

种权利安排，它不等于土地私有化，乃是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
从以上诸种观点来看，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组织形式在现行立法上有明确的规
定，可以是入股股份公司，也可以是入股合作社。学者间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定义的主要分歧在于
对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组织形式存有不同认识 ，而分歧之根源在于对“入股 ”一词的
不同理解。
( 二) “入股”含义之再解读
要彻底认清“入股”一词的含义，仍需回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之规
定，该条区分家庭承包方式与其他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分别做出定义 ，家庭承包方式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
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 ； 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
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同样都使用了“入股 ”一词，两
者含义是否相同？ 笔者认为，两者之含义相去甚远。首先，从逻辑结构来看，如果两者所指相同，则立法
上显然不需要分别处理。其次，立法者出于对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社会保障功能之重视 ，
与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相比 ，自然采取了更为保守之立法规定 ，故而前者入股之外延显
然要小于后者所界定的合作社或公司。 那么，前者入股之规定是否适用于入股组成公司呢？ 2007 年，
中央政府在到重庆实地调研后，一定程度上叫停了重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显然是指家庭承包方式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公司的突破性尝试。有学者也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土地承包经
［8］
营权入股须慎行 。若以此来印证 2005 年施行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之规定，则前
者入股之规定显然不包含入股公司 。同时，笔者认为前者入股之规定亦非指入股组成合作社。 原因在
于，如果在入股合作社的形式上，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重合，则其定义方式应和后者相同，而不应该
是采用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这样的既不简练又不精准之语词 。 因此，笔者认为，前者之“入股 ”
仅仅是一种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的一种合作方式与内部安排 ，并非是指入股组成合作社等独立
法人的组织形式。其所谓股权只是参与农户之间内部的计算份额方式 ，并未经过工商等行政机关的注
册登记，没有外部法律效力，只能作为内部出资之证明。后者则是更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即入股组成股
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独立法人组织形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中“入股 ”之含义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对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之规定相一致，均不包含入股合作
社或公司之情形，这种“入股”甚至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因其并未发
生权利变动之效力，与其说是入股，不如说是一种互助合作方式。 其后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也
未有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之规定。《物权法 》虽然未直接区分两种土地承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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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但从其在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后 ，又在第一百三十三条对其他承包
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做出规定之条文设计来看 ，第一百二十八条应是针对家庭承包方式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条仍然没有列举“入股”之方式。
浙江和重庆等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则明确规定了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这
一流转形式①。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在这里才有了新的含义，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些地方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虽然都列明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而制定的相关文件，实则是对早前立法的突破。
但此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 ”只限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包括组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
人、合伙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②。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学者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9］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
物权流转说认为，
互换、
抵押一样，
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 。必
发生物权转移的效果，
属于物权性流转。入股之时入股农户丧
须以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入股，
可能会构成公司法
失了入股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有别于此种法律效果的入股，均不是真正入股，
［10］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
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
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
家财政直接补助、
上的虚假出资

”如果不发生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
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则属于出资不到位。
［11］
债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一样的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 。
这种观点多是建立在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解为农地承包权和承包地经营权的理论上 ，即“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 （ 如农地经营权 ） ，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
［12］
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 ，亦即农户保留对农地的承包权，将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入股到合作
社或公司。并认为，如果坚持物权流转，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转至合作社或公司，成为合作社或公司

的责任财产，当合作社或公司破产时，农民将有失去农地这一重要社会保障的风险 。我国《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 。第十九条
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 ，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
承包农户。前者确立了入股情形下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后者明确规定了股份合作解散时
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户，两者的立法基础显然是将入股认定为债权性流转 。此外，《重庆市农业委
员会重庆市工商局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亦
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
物权流转说立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和法人的独立财产权属性，债权性流转说则从农
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现行立法之规定来展开分析。比较两种观点，
笔者更赞同物权流转说，
理由如下：
( 一) 物权流转说更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本质属性
首先，作为独立财产权类型的用益物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 、互换、
转让等方式流转。其次，允许转让不允许入股，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转让是出让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剩余期限内完全离开农地，而入股换取的是企业法人的份额或股份，出让方和农地仍然还有间接的联
系，既然转让在立法上是被允许的，入股又有何制度障碍呢？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
①

参见《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和《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工商局关于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
②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工商局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
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只限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组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的，一律不
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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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让的条件做了严格限制，比如出让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须经发包方同
意，须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 ，等等，但能以此限制来否定转让的物权流转之性质吗？ 更
［13］
何况，已有学者对此限制性条件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 再次，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
作社或公司是物权性流转，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或公司为什么就变成债权性流

转了呢？ 如果立法要对家庭承包方式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入股做特殊的 、更为完善的规定的话，也不应
该是通过随意地改变其法律性质来实现 。
( 二)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并不合理
此种观点主张让农民保有一个承包权 ，而流转经营权。其目的何在？ 概括而言，一方面是为了避免
入股的农地成为企业的责任财产 ，导致农民失地，进而失去农地的社会保障；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农民收
入的最大化，以支配农地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的社员 ，有权通过适时请求调高农地出资额，提高
［14］
盈余分配比例 ，实现农地增值收益，促进其基于农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 另外，可以促进农民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 ，维系农民与农地的情感，减少改革的阻力。 笔者认为，以上目
的要么难以通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拆分的方式实现 ，要么目的本身即存有问题。
1． 农民因自身具有的成员身份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移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会改变其成
员身份，即使是在转让的情形下，农民也仍然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仍然有权享有其他因成员身份而
产生的权利，如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红利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单一的独立的用益物权
形态，不是承包权和经营权两者相加，并不存在所谓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之分离现象。 农民保留的
实际上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以期在下一轮农地发包中获得农地的承包经营权 （ 一个新的有期
限的用益物权） 以及继续保有其宅基地使用权和其他因成员身份可以享有的权利 。这一成员身份并不
因为其转让或抵押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丧失 ，也不会因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合作社或公司中去
而丧失，其失去的仅仅是有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没有所谓的经营权之情形下，徒留一个承包权，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 认为农民有失地风险存有认识上的误区 。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入股换取份额或股权，这
是其财产权利形态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其丧失了财产权利。正如早期国有企业改革时，人们误以为
国家本来拥有所有权的国有资产 ，入股后变成了性质争论不休的股权，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其实只是
财产形态变动而已，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在于管理机构的不作为和贱卖 ，和入股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
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剩余 10 年，农民将其出租，租期 10 年，租金一次性收取，承租人
开始占有、使用该农地，该农民在此 10 年内都不能再使用该农地，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失地，是否属于失
去农地社会保障？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以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若真
如债权性流转说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避免农民失去农地的话，即使入股的是债权 （ 如债权性流转说所
主张的农地经营权） ，农民也是从入股那一刹那就失去农地从而失去社会保障了 ，而不是在土地承包经
营权成为企业责任财产，并在企业破产清算偿债时才失去农地的社会保障的 。也许还有学者会认为，担
心农民失地风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期限未届满情形下 ，合作社或公司破产，需要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偿债，而农民入股时又难以像出租那样收取租金作为自己的生活保障 ，此时的失地风险如何保障？
笔者不禁要问，若前例中，农民将其一次性收取的 10 年的农地租金入股合作社或公司 ，而出现破产清算
之情形，该农民又叫不叫失去农地、丧失农地社会保障呢？ 如果农民将其一次性收取的 10 年的农地租
金全部购买福利彩票而全未中奖 ，土地租金瞬间化为乌有，这又叫不叫失去农地、丧失农地社会保障呢？
笔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风险，不是立法所能排除的，也不是通过将入股的性质改为债权性流转就能
解决的。城镇低收入者的住房也算是其生存的关键保障 ，失去了房屋的低收入者，基本的安定居住都成
了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比农民失去耕地轻微 ，为何其转让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立法设计者却
独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流转如转让 、抵押、入股等心怀畏惧呢？ 故假社会保障之名、为防止农
民丧失土地而对入股加以限制，是说不通的。
3． 为了促进农民收入最大化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这一理由主张农民可以通过适时请求调高农地出
资额来提高盈余分配比例，从而实现农地增值收益。这实际上是给合作社或公司的发展埋下了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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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导致法人经营的不稳定，也给一些农民无理取闹、阻挠法人正常经营以借口，这也是不少合作社或
公司不愿采用租赁方式获得土地的重要原因 。租赁的双方在刚开始的租赁期内相安无事，等到合作社
或公司经营良好、获得较多盈利时，有些农民便开始坐地涨价、漫天要价，有的是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合理
地提高租金，否则就不续签租赁合同，有的甚至是在租赁期还没有结束时就要求提高租金 ，否则就违反
租赁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自己的农地 。另外，即使是通过债权性流转方式入股至合作社或公司 ，如果入股
的就是承包期内剩余期限的土地经营权 ，并已经按照评估价格进行出资，则在合作社或公司经营期限
内，土地增值收益也应该由法人来享有 ，而不能仍然归农户。例如，股东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房屋的
10 年使用权作价出资，如果其后土地增值或者同地段其他房屋租赁价格上涨 ，难道股东可以要求公司
支付增值部分给自己吗？ 如果担心农民因流转之后农地升值而在当初少计算出资额的话 ，这也是价值
评估和合理的市场预期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合理的 、准确的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的评估
体系来解决，而不是赋予农民适时请求调高农地出资额来提高盈余分配比例这种和市场经济本质相违
背的方式，来实现农地增值收益。
( 三) 如何理解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主张债权性流转观点的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涉及的“承包关系不变”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涉及转包和出
租两种流转方式，并规定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十
六条涉及转包、出租和入股三种流转方式，亦规定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
承担的义务不变。债权性流转说之观点认为，债权性流转之情形下，农民是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而将债权性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 ，立法将转包、出租和入股三种流转方式并列规定 ，可见其流转性
质相同，转包和出租属于债权性流转并无疑问 ，因此，入股也应该属于债权性流转。
笔者认为，这一理由难以成立。首先，《农村土地承包法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的法律，其在第三十九条仅对转包和出租两种债权性流转方式进行了规定 ，并无入股的相关内容，且并
未使用“等”字表示非穷尽列举，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作为农业部制定的部
门规章，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做了扩大解释，其在第十六条增加规定在入股的流转方式下 ，承包方与发
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 。这显然超出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之立法内
容。其次，如前所述，《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中“入股 ”之含义与《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对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之规定相一致，均
不包含入股合作社或公司之情形 ，其仅仅是一种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的一种合作方式与内部安
排，并非是指入股组成合作社等独立法人的组织形式 ，自然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性流转，故而
也不会引起承包关系之变动，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自属当然 。
( 四) 如何理解“股份合作终止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办法》第二十四条、《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办法》第三十七条均规定，承包方可
以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经营 ，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由协议约定 ，但股份合作终止时
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退回原承包方。《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工商局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还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问题设有
具体的规定，即合作社终止时，应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所
谓的“退回”问题：
1． 如前所述，《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甚至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流转，不会引起承包关系之变动，股份合作终止时入股土地自
当退回原承包农户。
2． 立法规定股份合作终止时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退回原承包方是证明“入股”为债权性流转的
理由并不成立。重庆市针对在试点过程中已经组建的具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以
地入股”公司） 进行分类指导，
一是引导“以地入股”公司依法改制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是对自愿保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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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组织形式的，
引导农民股东以货币、
实物、
知识产权等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财产形式置换其已出资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对原作价入股公司的农村土地，应改“入股”为“出租”形式流转经营。如果说改
为债权性流转方式的“出租”形式是为了避免入股的农地成为公司的责任财产，
导致农民失地，进而失去农
地的社会保障的话，
那是不是更能证明“入股”属于物权性流转呢？ 同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具有独
立主体资格的法人中去，
入股公司是物权性流转，
而入股合作社却变成债权性流转了吗？
3． 能不能退回和这种流转是物权属性还是债权属性没有必然关系 。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
以退回原承包方并非取决于“入股”的性质，而是取决于立法者基于法政策目的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 例
如，农户甲有农地 10 亩，承包期剩余 10 年，甲出资 10 万元与其他农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后该合作
社租用甲的 10 亩农地，租期 10 年，租金 10 万元，合作社一次性付清给甲，从而取得对该 10 亩农地的使
用权利，如合作社经营至第 5 年因成员大会决议解散，甲能否要求退回农地呢？ 如合作社经营至第 5 年
因破产清算而解散，甲能否要求退回农地呢？ 前例中，如甲直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而非上
述迂回曲折之操作，合作社经营至第 5 年解散，甲能否要求退回农地呢？ 又如，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设立合作社之情形，合作社经营至第 5 年，在合作社并未解散之情形下，农户甲根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的原则要求退社，甲能否要求退回农地呢？ 从以上诸情形来看，“退回 ”并非不可，只是需要进行合理的
制度设计，以平衡各方之利益，而非简单规定一个“退回 ”了事。 即使将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入股合作社认定为物权性流转 ，也仍然可以构建“退回 ”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毕竟是一项特殊的用
益物权，在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之情形 ，设定特别的交易规则，使农地回到农民手中，如原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可以通过置换或回购方式来实现农地的“退回 ”。 构建一个“退回 ”制度对他方当事人也并
非坏事，试想，如果没有这个“退回”规则，加上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转让存在极为严格的
限制条件，其抵押也被现行立法所禁止，合作社解散时，如何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恐怕也是一道难题。
但如果像现行立法那样，在未平衡各方利益前提下，简单规定一个“退回 ”，恐怕不仅会侵犯到他方利
益，同时也有违公平、正义之基本法理。退一步讲，在上述案例之几种情形下，即使将家庭承包方式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认定为债权性流转 ，也仍然需要合理的规则设计和各方的利益平衡 ，也不能得
出农户当然享有“退回”之权利！
三、结语
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属于物权性流转还是债权性流转 ，存有不少争议，该争议既非
存在一套高深难懂的晦涩理论，亦非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构造，而是法律父爱主义泛滥的结果。从防止
农民失地风险的发生，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但原承包关系保持不变 ，再到股份合作解散后，入股土地
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无不充满着对农民进入竞争市场之担心与保护之法政策目的 。 一方面不可否认
农地对农民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的是农民正在逐渐离开土地的事实 ，社
会经济结构发生变迁后，应该重新审视和对待这些过去看似合理的法政策因素 。
硬将社会保障职能强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乃是其不能承受之重 。土地作为农村社会保障手段
实为权宜之计、无奈之举，并不可能也不必要予以正当化和长期化 。 在我国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城
乡分割状况已经被突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新形势下，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农民的生存问题，
而是如何致富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产生的时代烙印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关注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问题 。法政策之良好愿望面对农业国际化 、产业化、
规模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传统农业形态的冲击 、破坏和重塑，可谓心有余而力
不足，一味坚守法政策选择，并不能改变中国小农经济全面破产的命运 ，反而导致立法规定之混乱及对
法理之违背。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倾斜保护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均应在现
行法的框架之内进行，无视现行法律规定来达致某些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 ，并非可取，实际上也难以持
［15］
续进行 。
笔者也深感中国农民之善良、淳朴、勤劳与艰辛，但试图用立法规定之方式来替农民规避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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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政策因素有其自身的阶段属性 ，即其仅在一段时间内体现其合理性 ，应当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调
整，而不是固守不变，否则可能变成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 。新的制度诉求对农村土地制度提出了新的需
［16］

，在此背景下就应当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真正的物权 ，赋予其独立财产权之本质属性，允许和
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抵押和入股等利用形式，实现更加灵活和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才

求

能适应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要敢于让农民走入市场，从市场竞争中成长和获利，而不是躲在法
政策庇护之温室内从而永远柔弱和不堪一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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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Nature of Pooling of Ｒights as Shares with
the Ｒ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Wen Shiyang1

Zhang Yongb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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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oling of rights as shares has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and it’s worth discussing the circulation legal nature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ooling of rights of cooperative or company．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creditor’s
right circulation theory，such as avoiding losing the farmland，maximizing the farmers’income，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legislation，and so on，can hardly be established． The real right circulation theory can mold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into real independent usufructs． Establishing the utilization modes of real righ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and achieving more flexible and sufficient circulation are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industrialization，scale expans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pooling of rights as shares； cooperative； legal nature；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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