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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征收中的主要程序问题研究
胡戎恩
（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0433）
要： 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地对程序正义性的依赖
性。集体土地征收应当顺应参与式行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强调程序参与和程序平等原则，保障被征地
摘

人提前、全面和深度介入土地征收，强化其征收话语权，保障其土地财产权。从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认定公共利益、设计补偿安置方案、分配土地补偿款项、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
当拓宽被征地人畅通、平等的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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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念、价值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实体正义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程序正义的价值愈见彰显。
程序正义既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也具有其自身独立价值，其普遍形态可以概括为： “按照某种标准
［1］

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和认知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这一趋
势也影响到行政法理论和实践日渐呈现出参与式行政的特点 ，行政相对人通过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和发
表意见建议，与行政主体进行沟通、交涉、博弈、协商、合作等互动，从而影响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决定 。集
体土地征收制度和实践中的参与式行政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制度和实践的发展促使征地方越来越注重
听取被征地人的意见，通过谈判协商实施征地行为。这有利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和减少征地纠纷 ，符合
法治思维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
但与此同时，集体土地征收中还缺乏有效保障参与式行政的硬性制度安排 ，在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方
案、认定公共利益、设计补偿安置方案、分配土地补偿款项、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关键环节，
缺乏保障被征地人有效参与的制度机制 ，被征地人很难直接、充分地参与到土地征收的全过程并施加实
质性影响。被征地人和政府、村集体之间无法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和博弈能力 ，使政府、村集体具有绝
对的强势足以削弱农民的主体地位 。征地程序中的瑕疵和违法是引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诱发社会
矛盾和腐败行为的重要因素。征地制度改革不仅要对征收补偿标准等实体问题高度关注 ，还要对程序
的完善和优化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拟对此作初步研究。
一、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程序
土地利用规划对区域内未来的土地用途作出了详细安排 ，是作出土地征收决定的重要依据 ，决定了
土地征收的范围和用途。可以说，规划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规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因此，编制土
地利用规划本身即是一次重大利益分配 ，土地规划科学性和民主性直接涉及社会公平正义 。200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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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规划实行双轨制，城市规划适用《城市规划法 》，村镇规划适用《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200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乡规划法》，打破了城乡规划二元分割模式，统一了城乡规划整
体工作。这一转变使土地利用规划进入城乡统筹规划的新时代 ，但在保障人大审议和公众参与方面还
有待加强。
( 一) 城乡规划应当加强人大审议权限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 16 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 ，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人
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大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
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这一政府完全主导的规划编制程序尽管也包含民主审议 ，但民主审议的力
度和影响十分有限。人大或其常委会仅是审议而不表决 ，其意见也仅仅是供本级政府研究处理 ，不具有
法律效力。根据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和
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有权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
情况的报告。笔者认为，城乡规划作为影响本行政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计划事项 ，应当通过
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审议和表决 ，未经表决通过的城乡规划不应具备法律效力 ； 人大或其常委会关于
修改城乡规划的决定或建议具备法律效力 ，本级人民政府应当遵照执行。
( 二) 城乡规划应当扩大公众参与
城乡规划作为对一定时期内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会直接影响
到相关群众的土地财产权益和生产生活安排 ，因而规划编制不仅是规划师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工作 ，
更要注重反映民意。加大规划编制中的社会公众参与力度 ，形成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规划编制模式，
有助于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可接受性和可实施性。《城乡规划法 》多处提及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
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总体上规定较为原则，缺乏硬性规定和细化安排，导致目前我国城乡
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公开征求意见 、听证会的应用并不广泛。建议对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期限、方式、内
容，对听证会的发起主体、参与范围、听证模式、听证效力等进行明确，促进城乡规划工作的公开透明，让
公众充分表达意见和愿望，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真正形成公民参与型的城乡规划 。
二、集体土地征收决定应当符合正当程序要求
集体土地征收决定要回应和明确为什么征 、能不能征、什么时候征、征多少地、征哪些地、补偿安置
的初步安排等，这是影响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环节 ，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保障被征地人能够
充分、平等地参与和影响征收决定的作出 。
( 一) 人大和政府应当共同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土地作为公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之一 ，只有在为满足公共利益或者公益目的时方可被征收 ，这是世
界各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基本要件之一 ，是为土地征收设置的一个限制条款①。 然而，从实体上清晰界定
公共利益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世界性难题 ，因此界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程序变得尤为重要。 从世界
多国的情况看，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可以分为两类 ： 一是由立法机关界定； 二是由行政机关界定。同时，
［2］

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征收决定进行审查

。这几种模式各有优劣，立法机关作为界定主

体可以体现决策民主、平衡利益冲突，但其问题在于决策效率过低，确有必要的征地决定往往拖延甚至
①

1789 年法国《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规定：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

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 “所有权受宪法的保障，其内容及其限度由法律定之。
征用惟有为公共福利，且依法律方得为之。”1949 年德国《基本法》第 14 条规定： “1． 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它们的内容和限度将由
法律决定。2． 财产权伴随着社会责任，它的使用应服务于公共福利。3． 仅出于公共福利才可征用。只可依照或遵循对补偿之种类和程
度作出规定的法律进行征用。这种补偿应在公平地考虑公共利益和受影响之人士的利益的基础上确定。”1946 年日本国宪法第 29 条则
规定： “财产权不得侵犯； 财产权的内容应符合公共福利，以法律规定之。”荷兰王国 1814 年宪法第 13 条第一款规定： “盖因公益所需而
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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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 由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界定主体的效果恰恰相反 ，司法审查则可以纠偏征地决定、减少社会震荡。
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应当具有三个特征 ： 一是中立性，能够超越各部门、各利益集团、各组织的利
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具有公信力 ； 二是权威性，判断的结果能够使其他主体信服并自觉遵守 ； 三是广
泛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公众并保障公众权益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作为征地方不宜成为公共利益界定
主体，避免其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 而由各级人大行使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可以使人大监
督关口前移，抑制政府征地冲动，提高征地行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减少征地领域纠纷。 但是，同时，公
共利益界定权问题还要面对本国实际国情 ，解决本国实际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决策高
效性的实际需要，应当在效率和稳定之间实现平衡 。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人大和政府应当共同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 第一，对于一定数量内①
的征地行为，由政府直接认定公共利益、作出征地决定，如公民不服可向本级人大常委会申诉 ，由人大常
委会提出维持或者撤销的审查决定 。第二，超过一定数量的，政府应当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提交公共利益
评估报告，经后者审查通过的，方可进入征地程序； 经审查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应当暂停或者停止实施征
地行为。
( 二) 严格执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即使征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也并不意味着就应作出征地决定 ，还要考虑到决策的社会稳定
风险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2012 年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意
见》，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 ②。 土地征收作为涉及面广、利益冲突
复杂、社会稳定风险较大的重大行政决策 ，在作出征地决定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但实践对此重视程度
不够，思想认识不足，使得评估工作往往流于形式。 主要表现在： （ 1） 先入为主评估。 先决策、后评估，
风险评估只是满足相关规定的一道工作流程 ，评估结果基本都是低风险或者无风险。（ 2） 以点带面评
估。评估工作没有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没有做到应评尽评，评估范围过于局限，不注重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将从个别评估对象得出的结论视为普遍结论。（ 3） 笼统定性评估，评估内容不细化，量化内容
过少，评估的方法不够科学严谨。如此，风险评估结果往往难以客观真实，制约了这一制度防范和化解
社会稳定风险的功能，一些经过风险评估的征地行为却引发了大量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 。
笔者建议，应当细化和严格执行风险评估机制 ，并将其作为土地征收的必经程序，对征地是否会引
发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先期预测和研判 ，为先期介入和化解矛盾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防止风险评估走过
场，应当发挥政法委的专业功能，评估报告还应当提交本级政法委审查。 对于群众普遍反映强烈、会引
起激烈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风险等级为高风险的，应当作出不实施征收的决定； 对于部分群众反映
强烈、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属于中风险的，应当作出暂缓实施征收的决定，待条件成熟、相关工作完
善后再实施征收； 对于群众普遍认可、征地程序合法、补偿安置到位，属于低风险的，可以作出征收决定。
三、征收补偿程序应当提高被征地人的议价能力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是被征地人关注的核心问题 。目前，农民对于土地定价和确定补偿标准的
参与和影响程度十分有限，定价机制单方性特征较为明显。应当本着提高客观性、加大参与性、强化公
平性、提升公开性的原则，细化和改进征地补偿程序，提高被征地人的议价能力。
( 一) 建立集体土地价值第三方评估机制
目前，集体土地上附着物（ 包括房屋） 补偿标准采用的是与原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相同的由政府定
①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土地空间和用地需求量的不同，对于由政府还是人大来认定公共利益的土地规模，应当交由各省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规定。
②

目前，绝大部分省份和一些县市都出台了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文件，但由于其中很大部分文件被标密或者宣传力度不

够，
导致这一机制的社会知晓程度不高，仅作为政府内部决策科学化的一种保障机制，被征地人无法将其作为参与和监督征地行为的有
效方式，其内部性和封闭性导致其科学性难以保证，大量的征地行为即便经过了风险评估，然而还引起了集体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也就
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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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做法，既由政府征地也由政府定价。这种机制缺乏客观中立的评价标准，缺乏被征地方的参与，补
偿标准可能远远低于土地实际价值 ，造成的征地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借鉴当前城市房屋拆迁
补偿中的经验，农村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中也应当引入第三方中介评估机制 ，尽可能使土地补偿价
格与市场价格相一致。由第三方进行调查、认定、处理和评估土地及其附着物，这一机制如果构建和执
行得好，既可以防止一些被征地人漫天要价 ，也能抑制征地方大量压低土地补偿标准 。这一第三方评估
机制实施人员构成可以土地评估公司人员为主 ，国土、监察、法制等部门人员和村民代表等额参与 ，确保
［3］
评估的专业性、中立性和公信力 。
( 二) 加强征收补偿协商和议价机制

只有被征地方充分参与确定征收补偿的过程 ，才能提高他们履行补偿协议的自觉性和配合征地的
积极性，也才能有利于减少征地纠纷，促进法治民主和社会和谐。在补偿方式、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
等事项上，由政府和农户选派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在充分协商议价的基础上共同确定征收赔偿方案 ，不能
［4］

由政府简单地对土地征收补偿的土地价格 、补偿标准等作一家之言 。 此外，对于经过评估确定的征
收补偿标准不服的，也应当允许被征地方与征地方充分协商 ，在评估价格基础上做出一定限度的提升浮
动，照顾到被征地农民个别的合理诉求 。
( 三) 完善征地补偿分配方式
土地补偿费是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最主要的部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 26 条规定“土地补偿
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而实践中由村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分配方式和比例的情况较多 。 根
据 200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各省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
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 。各省份对于土地补偿费在农户和集
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配比例有所不同 ，但大体规定农户至少应获得 70% 到 80% 的固定比例。 然而，在
［5］
“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 ”
鲜明对
比的状况下，一些地方拿出多少进行分配基本上是由村集体 、更确切地讲是村委会说了算，基本是等同
甚至低于最低标准进行补偿，农民基本没有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 。 分配款项也是先补给村
集体后由其再分配，极有可能出现克扣问题。
笔者认为，必须正视农民集体经济在很大一部分地区已经相对虚设 、集体经济组织比较涣散甚至虚
无、集体土地产权相对不明晰的真实现状 ，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必须主要考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
益物权，考虑到农民自身是维系和增加土地价值的主要主体 。要细化和完善村民民主议事机制 ，关于土
地补偿款在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分配比例 ，应当由被征地农民和村委会集体协商决定。 被征地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应当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和分配情况 ，准确、及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公开，接受监督。对于被征地农民应得的补偿款项 ，应当越过村集体这一层级，直接补偿给被征地
农民。
四、征地纠纷的处理渠道应当拓宽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争议处理渠道比较有限 ，对有关征地决定、征地补偿安置、土地补偿费分配
等争议，被看成是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领域的内部事项 。司法手段化解纠纷的渠道不畅，行政复议的功
能设置亦较有限，大部分争议解决的终局手段为行政裁决，但其中立性和公信度均难以获得当事人认
可。
( 一) 完善对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制度
应当进一步拓宽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有条件地将程序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对一些难以
逆转的程序违法的行为，当前的复议实践往往无法处理，也纵容了大量程序违法现象的继续存在 。笔者
建议，复议机关应当对集体土地征收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和分类 ，根据其性质、程序、是否可以逆
转等因素，分别作出撤销、责令重做、补救、处罚等决定，加大对征地程序的监督。此外，《政府信息公开
76

胡戎恩: 集体土地征收中的主要程序问题研究

条例》实际上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有所突破 ，将侵犯知情权的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尽管
征地程序中公开透明和监督监管风险环节尤为重要 ，但行政复议实践对是否受理征地中侵犯知情权问
题的申请弹性很大。笔者建议，土地征收各个阶段中侵犯被征地农民知情权 、参与权的违法程序，如征
地方未及时履行告知、公告、协商、听证义务的，均应当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视情况作出相应裁决。
( 二) 拓展司法手段化解征地纠纷的途径
通过司法机关或独立的第三方对土地征收补偿纠纷进行审理或仲裁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普遍做
法，也是确保土地征收程序公平性的理性选择 。针对目前集体土地征收中的纠纷特点 ，主要应当注意从
以下三方面赋予和加强司法审查权 。第一，对作出征收决定的程序进行司法审查。 对判定何为公共利
益、征地决定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当前显然无能为力。但应允许法院对征地方是否履行了作出征收决
定的前置法定程序进行司法审查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通过司法建议或司法裁定 ，视情况建议征地方重新
作出决定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第二，对补偿和安置标准争议进行审查。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的
规定，补偿标准争议最终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显然不符
合程序正义，更不用说实质正义了。应当赋予被征收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规定被征收方对此前置裁
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合法 、到位，与土地市场
价值相比是否明显不合理等进行司法审查 。第三，对土地补偿费在村集体和村民之间的分配纠纷进行
司法审查。2005 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 1 条第 3 款
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这一
做法显然与“无救济即无权利”的理论常识和在土地征收中产生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相悖而行 ，建议立法
对此予以修正，赋予法院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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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rocedural Issues in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HU Rongen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China’s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the open and dynamic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has strengthened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the procedural justice．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shoul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administration，further emphasis procedural participation
and equality，and make sure that those whose land expropriated may participate comprehensively，deeply in
advance，and let them fully exercise their rights of discourse and land property as well． The participatory
channel should be widened from certain aspects，including the scheme of land use planning，public interest identification，compensation and settlement，payment allocation，dispute settlement and judicial relief mechanism．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procedural justice； participatory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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