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期卷第 2 期
第243

2022 年 3 月

吕萍等：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审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农业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21
Vol. 43 No.
2
Mar.，2022

引用格式 ：
吕萍 , 林馨 . 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审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 2022, 43(2): 221-230.
Lü P, Lin X. Study on the rural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housing right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2): 221-230.
DOI: 10.13872/j.1000-0275.2022.0013

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审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吕萍，林馨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住房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在强调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群体身份逐渐复杂化、农民对住房权益的需求也呈
现多样化。从农民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制度规定，是确定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需要研究的迫切问题。
本文基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结合相对剥夺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以 2015 年以来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
为例，分析当前宅基地和住房制度产生的问题，解析农民住房权益残缺的理论影响，探讨上一轮改革在农民住房
权益保护层面的经验和瓶颈，提出深化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建议。研究表明，现有的宅基地和住
房制度存在资源分配不均、制度结构封闭、忽视农民财产权益等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多元的农民住房权益诉求，
成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桎梏。上一轮改革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尚未充分实现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
房权益，农村住房和住宅用地市场关系还有待理顺，城乡居民住房权益差距仍然较大。因此，未来农村宅基地和
住房制度改革应因地制宜保障农村集体成员的基本居住权益，适当兼顾部分非集体成员的居住权益，有次序地实
现农民住房财产权益，从而实现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的近期目标和助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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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ural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housing rights
Lü Ping, LIN 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ural residents’ structure and housing demand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in the context
of emphas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examine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from farmer’s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Combined with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and the hierarchical theory of need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pilot areas
of the Chinese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as examples to examine the issues and theoretical impact of the current
system, discusses the experience and bottleneck of the previous round of reform,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the rural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reform.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rural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has several flaws, including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 clos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ignorance
of farmers’ housing rights. It fails to meet farmers’ increasingly diverse housing rights, thus becoming a stumbling
block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previous round of reform.
However, housing rights for non-collective members of rur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land markets still needs to be clarified,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ing rights remains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the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reform should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residential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member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idential
rights of some non-collective members, and adequately realize farmers’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In this way, the shortterm goal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homestea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long-term goal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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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提升城镇化质
量、促进乡村振兴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为
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提出新的命题。伴随着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城乡人口、土地和资
本等要素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农村宅基地和住房领
域不断涌现新的变化。如返乡创业人口的出现使得
农村居民成分多元化，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推动农民
住房需求多样化，农业人口流出导致村庄宅基地空
废化等 [1-2]。现有的宅基地制度无法应对日益增长和
变化的农民住房权益诉求，难以适应城乡要素自由
流动和城乡经济循环目标。为此，2015 年以来，中
央先后选取 33 个试点地区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首
批试点 15 个地区）
，但试点成果并未在 2019 年修
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得到充分体现。2020 年 6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深化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将维护农民权益作为不容
触碰的一条底线，强调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实现
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权益。由于宅基地是满足
农民住房需求的重要载体，农民住房权益是与宅基
地制度改革最密切的权益。在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
革推行之际，围绕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对农村宅基地
和住房制度的历史弊病、改革成效和未来方向进行
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保障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
有效推进，而且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民安居乐业和城
乡融合发展目标。
一般认为农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
满足本组织内成员的居住生活需要和家庭副业需要
而分配给农户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及附属设施用
地 [3-4]，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具有福利性质的农村
住宅用地 [5]。从研究视角来看，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研究覆盖法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
科视角，讨论的重点包括产权界定与分割 [6-7]、退
出与流转 [8-9]、制度变迁与改革 [10-11] 等方面。其中，
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赋予宅基地财产功能。既
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派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宅基地
具有强烈的居住保障属性，宅基地财产功能显化不
应作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如刘锐和贺雪峰 [12]
指出，由于农村宅基地财产属性长期偏弱，交易效
率不应作为宅基地利用目标，应发挥宅基地保障居
住和服务农业的功能。另一派观点认为在承认宅基
地居住保障属性的同时，应重视实现宅基地的财产
功能。宅基地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资产 [13]，农民最
看重宅基地和房屋的财产属性 [14]，应当充分激活宅
基地的财产属性，发挥其财产功能。
两种观点均是从宅基地自身功能的角度进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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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存在各自的偏颇和局限性。居住保障派的观点
难以解决当前广大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发展动力
不足等问题 ；财产显化派的观点往往一刀切，忽视
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土地财产属性天然不彰的客观条
件 [15]。此外，两种观点通常仅考虑宅基地的法律使
用主体（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忽略
了农民成分和农民权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的现实。随
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推进，农村住房权
益主体逐渐扩大，农民住房权益诉求不断升级，对
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为此，有必
要从农民住房权益的视角对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进行重新审视，回避学界对宅基地功能说的争议，
回归农民主体本位，直面不同地区农民多样化的改
革诉求，提高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效益。
综上所述，农民住房权益视角下的宅基地和住
房制度改革，需要重构多样化的农村住房及住宅用
地供应体系，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日益
增长的改善型居住需求和住房投资与融资需求。因
此，本文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出发，结合相对剥夺
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从农民住房权益平等性、权
益主体结构和权益层次三个方面分析当前农村宅基
地和住房制度产生的问题，并解析农民住房权益残
缺的理论影响。以 2015 年以来全国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地区为例，全面探讨上一轮制度改革在农民
住房权益保护层面的经验和瓶颈，尝试提出深化农
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建议，以
期为深化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提供方案设计。

1 农民住房权益视角下宅基地和住房制度产
生的问题与影响
住房权益是指人们与住房相关的权利和利
益 ，包括居住权益和财产权益。随着城乡之间人
口流动不断加快，农村住房权益主体逐渐多样化、
农民住房权益层次不断升级，现有的农村宅基地和
住房制度供给无法适应农民住房需求，产生系列权
益矛盾和影响。
1.1 住房权益不平等，农民住房相对剥夺感凸显
[16]

在现行的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框架下，农民住房
权益不平等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集体内部和城乡
居民之间住房权益不平等两个方面。
1）农民集体内部住房居住权益不平等。由于
农民建房管理制度长期不规范和管理松散等原因，
现实中一户多宅、一宅多户和增量停批现象并存。
一方面，一户多宅问题普遍，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
突出。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住房发展研究中心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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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现，江西余江区改革前农户共 7.3 万户，一户
多宅的有 2.9 万户，占比高达 39.7% ；广西北流市
选定的三个首批改革示范村的宅基地闲置、空置率
高达 85%。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宅基地闲置、
空置问题更加严重。如住户户口外迁，或者住户村
里已经没有继承人，形成“人减地不减”
“人走地
不动”的格局。另一方面，早期的粗放利用导致新
增宅基地需求难以保障，一宅多户、增量停批现象
日益严重。2008 年原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83 个县级行政区域中停止审批宅基地的有 36 个，
占 43.4% [17]。当前，由于土地资源紧张、宅基地指
标严格管控或者农村资产固化等因素，多年没有集
体土地用于宅基地分配的现象更加普遍，形成“增
人不增地”的实际分配格局。这种状况导致经济发
展较快、人均耕地少的一些地区产生严重的宅基地
供需矛盾 [18]。如广西北流市，农村人口增长和家庭
分户产生的住房需求大，但无法通过宅基地申请途
径解决住房问题，只能倒逼农户自己找地解决，造
成农房建在林地上、甚至水田中的违规情况。
2）城乡居民之间住房财产权益不平等。农村
宅基地虽可无偿无限期使用，但农民实际享有的宅
基地和住房权能与城市居民差距明显，体现为收益
权和处置权的不完整。
《民法典》仅规定了宅基地
使用权人的占有和使用权能，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则同时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另外，在房

地一体的制度原则下，限制宅基地流转范围、禁止
宅基地抵押等规定使得宅基地和住房处置困难。相
比之下，城市居民的住房处置权能完整，城乡居民
住房财产权益不平等现象明显。
农民住房权益不平等导致农民住房相对剥夺
感突出。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在判断自己的利益
获得状况进而评价公平与否时，并不完全依照既得
利益的绝对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比较结
果 [19]。当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认为自身利益
被其他群体剥夺时即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20]。大多数
研究以收入作为相对剥夺维度 [21]，但也有研究指出，
住宅质量、住宅面积和土地等社会资源、权益的相
对匮乏也会引起相对剥夺感 [22]。如图 1 所示，在农
民集体内部，一户多宅、一宅多户和增量停批等现
象并存，导致占有宅基地和农房数量较少的农民相
对占有宅基地和农房较多的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
随着示范和模仿效应显现，一户多宅、违规占用等
现象将屡禁不止，引发农村社会矛盾。同时，城乡
居民住房权益的差异，也会造成农民相对于市民产
生相对剥夺感 [23]。尤其在城镇化带来城市周边土地、
住房红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宅基地和农房流转、抵
押受限，使得农民无法与市民一样享受不动产增值收
益。一方面引发农民的消极情绪和权利诉求，造成
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住房权能
的差异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一户多宅、一宅多户、
增量停批并存
农民群体内部
居住权益不平等

消极情绪
住房权益
不平等

导致

弱势农民产生
相对剥夺感

阻碍

引发

农城
村乡
稳融
定合

权利诉求

城乡居民之间
财产权益不平等
城乡居民住房处置、
收益权能差异

导致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Fig. 1

图 1 住房权益不平等与相对剥夺感产生
Housing rights inequality and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1.2 住房权益主体结构变化，封闭制度阻碍转移人

1.2.1 封闭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取得制度阻碍返乡

口市民化与村民化

人口村民化 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自由

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城乡间、乡乡间人口流动使得农村住房权益
主体发生变化。当前农村封闭的宅基地和住房制度
结构难以适应住房权益主体的变化结构，同时阻碍
了返乡人口村民化和进城人口市民化，不利于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

流动，生活在农村的住房权益主体也在发生着较大
变化。除了有户籍在当地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也有户籍在其他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户籍不在农
村的返乡创业人员或继承使用人员，后三种统称为
农村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9 年 11 月农业农村
部新闻发布会宣布全国返乡创业人员累计 85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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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农村总人口的 1.5%，且呈现逐年增长态势。随着
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和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外来
务工和返乡创业人员将越来越多，并成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在当前封闭的宅基地和住房取得制度框
架下，外来务工人员仅可以通过租赁农房的方式满
足居住需求 ；返乡创业人员除租赁外还允许依规和
当地农民合作利用宅基地改建自住房 ；继承使用人
员通常允许其居住现有住房但不得改建或重建。上
述方式尽管能解决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居住
需求，但均属于不稳定的居住方式，无法解决居民
的改善性居住需求。另外，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
法使用宅基地建房的渠道始终没有打通，难以使其
产生长久居留的归属感，无法实现对返乡创业人员
的有效激励 [24]，严重阻碍了返乡人口村民化，加剧
乡村衰败困局。
1.2.2 封闭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流转制度阻碍进城
人口市民化 现实中更频繁的人口流动方向是从农
村流向城市，当前的制度规定也束缚了农村转移人
口市民化进程。首先，受限制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
流转制度加大了农民身份转变的难度。一方面，对
宅基地受让对象的成员限制，导致农民最重要的资
产（宅基地和住房）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显化真实价
值，使得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缺乏资金支持 [25]。另
一方面，当前制度规定流转或退出后无法再申请宅
基地，这不仅加大了农民退出和盘活宅基地与住房
的机会成本 [26]，也加深了农民和土地的依附关系，
直接阻碍了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因此，农村人口离
开乡村后，空闲的住房和土地问题突出，尤其是常
年空闲的住房和土地，不仅影响农村景观，也会带
来土地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其次，现行制度忽略了农村人口进城后的住房
保障权益。农民进城后，经济活动非农化，为城市
缴纳税收，其农民身份事实上发生转变，应纳入到
城市社会保障范畴之中 [27]。但现实中进城务工农民
在工作地如何享受市民待遇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尤其是缺乏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权益。这进
一步巩固了农民将宅基地视为抵御城市风险的兜底
保障观念，阻碍闲置宅基地盘活和利用，不利于乡
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1.3 住房财产权益残缺，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升级的
住房需求
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农民无偿无限期使用，事
实上也可以继承使用 ；宅基地上房屋为农民个人所
有，可以继承。按照现行制度规定理解，宅基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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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份属性、保障属性和福利属性。即只有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能够申请宅基地，宅基地是保障“户
有所居”和农民基本居住权利的住宅用地，是无偿
获得和无偿使用的住宅用地。长期以来，宅基地因
其身份、保障和福利属性，仅作为“保底型”的住
宅用地使用。农民住房主要用于满足农民的居住需
求，避免农民流离失所而危及社会稳定 [28]。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农民的自我发展意识提
高，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农民对于宅基地和住房的
需求层次已经升级，从基本居住需求向住房改善、
投资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按照 Maslow [29] 的观
点，人们的需求存在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
我实现五个层次，当某一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人们
会追逐更高层级的需求。城市住房领域的几项研究
也表明，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住房能够
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例如，公共住房能满足
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30]，合租式共享
住房、高品质住房社区能够满足居民的社交需求和
尊重需求 [31]。另外，住房作为重要的投资品，能够
直接带来住房财富 [32]，满足人们的尊重和自我实现
需求。
在农村地区，随着乡村经济结构转变和农民
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的住房需求也发生了转变。其
一，农民对住房品质的要求随农民收入提高而不断
提升。高收入农民的住房需求从基本生理保障向社
交、尊重等需求层次转变，农村依赖单一宅基地自
建房的住房供给模式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多样的住房
需求。其二，随着农民置产经营活动的增加，农民
更加渴望获得抵押、流转等财产性权益，实现宅基
地和农房的资产增值功能和融资功能，满足其住房
投资需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宅基地和农
房财产性价值早已凸显，在高昂的城市居住成本驱
动下，外来人口、新市民成为城郊宅基地和住房的
重要需求主体 [33]。但由于现行制度在宅基地和农
房处置层面的诸多限制，如流转范围限于村集体内
部、宅基地抵押限制等，宅基地和农房“有市无价”
，
只能沦为“沉睡资产”或进行隐形流转，束缚农民
财产性收入获取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

2 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权益实现
的创新与经验
为化解农村发展的制度顽疾，理顺和解决制度
与农村发展、农民需求多样性的矛盾，2015 年中央
选取浙江义乌市、江西余江区等 15 个县（市、区）
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历“单项批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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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期限延长”等过程 ，迄今为止，试点地区
在保障农民住房权益等方面产生许多创新与经验。
2.1 差异化保障农民居住权益，降低农民集体内部
相对剥夺感
住房相对剥夺感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是需
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宅基地制度创新改革，
化解农民集体内部的宅基地与住房矛盾，是建立乡
村文明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农民集体内部住房
权益的平等不仅体现在住房的基本保障方面，也体
现在事实上形成的“一户多宅”问题的处理上。根
据宅基地资源禀赋程度不同，各地区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等原则，差异化保障农民的居住权益，
降低农民集体内部相对剥夺感。江西余江区、四川
泸县等人地关系宽松的传统农区严格落实“一户一
宅”；陕西高陵市、新疆伊宁市等地在城镇规划区
范围内外分别实行“一户一房”
（集中建设农民公
寓和住宅小区）和“一户一宅”；浙江义乌市等地
则进一步进行了有偿调剂、有偿选位等市场化探索，
通过市场调节缓解了宅基地供求矛盾。
对于“一户多宅”情况的处理，一些地区鼓励
农民退还宅基地给集体，通过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
退出，再由集体统一收储和配置，用于集体经济发
展，如江西余江区、宁夏平罗县等地。另一些地区
允许农民自己在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处置（转让、
出租、抵押等）宅基地，如浙江义乌市等地。
“一
户一宅”或“一户一房”的制度安排和“一户多宅”
情况的差异化处理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居住权益，有
助于宅基地资源在农民内部公平与合理配置，降低
农民内部因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相对剥夺感。
2.2 丰富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能，降低城乡居民相
对剥夺感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城乡居民住房权
益的差异，也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因素。宅基
地制度改革对于缓解城乡矛盾、稳定城乡发展同样
意义重大。城乡居民住房权益的最大差别体现在住
房的处置和流转上。各地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
了多种处理方式。
1）丰富并实现宅基地和住房抵押权能。15 个
试点地区均出台相应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暂行办法》
，允许农民将住房所有权和所占宅
基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截至
2019 年，浙江义乌市、湖南浏阳市、福建晋江市、
云南大理市等二、三产业较发达的地区累计发放贷
款规模较大，均超过 10 亿元，有力地解决了农村
房屋、土地等资产变现难问题，为当地产业发展提

供坚实的资金支持。江西余江区、宁夏平罗县等农
业主导地区的资金需求相对较小，抵押规模一般不
超过 1 亿元，但也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和农民
财产收入部分提高，进一步激发农村新活力。
2）丰富并实现宅基地和住房流转权能。浙江
义乌市、福建晋江市等 9 个地区将宅基地流转范围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扩大到县域范围（表 1）
，允
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转让、出租和置换等
方式在全县（市、区）范围内向符合一户一宅条件
的农民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安徽金寨县等 3 地允许
宅基地使用权在乡镇范围内流转，扩大宅基地和住
房的市场范畴，有助于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在乡镇范
畴内进行再配置。流转范围的扩大对于实现农民宅
基地和农房财产收益，缩小与城市居民住房权益不
平等的格局，降低农民与市民间的相对剥夺感具有
重要意义。
表 1 试点地区宅基地流转范围规定
Table 1 Scope of homestead transfer in pilot areas
流转范围

试点地区

江西省余江区、天津市蓟州区、西藏自治
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区曲水县
安徽省金寨县、云南省大理市、宁夏回族
乡镇范围内的农民
自治区平罗县
浙江省义乌市、福建省晋江市、陕西省高
陵区、湖北省宜城市、湖南省浏阳市、四
县域范围内的农民
川省泸县、青海省湟源县、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宁市、江苏省武进区

2.3 完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市场，显化农民住房财
产权益
宅基地和住房收益是农民财产收益的重要来
源。试点地区通过宅基地制度创新，明晰了产权关
系、搭建了有形市场，使农民宅基地和住房财产权
益得到部分显化和实现，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住房
需求。具体的探索方式有 ：
1）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农村宅基地
和住房流转行为。宁夏平罗县、云南大理市、湖
北宜城市等多个试点地区均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统筹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等农村资源要
素至平台进行交易管理。交易平台的建立既节省了
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又规范了市场交易程序，是
完善农村住房市场、显化农村宅基地和住房财产价
值的重要基础。
2）确定农村宅基地和农房价格，确保交易公
正合理。试点地区主要通过招拍挂和协商两种方式
确定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交易价格。为保证交易有价
可依，保障农民权益，浙江义乌市率先建立了农村
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 ；宁夏平罗县等地区建立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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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权流转交易价格评估机制，确保农村宅基地和
住房交易价格合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价格体系建
立能够有效规避交易价格陷阱，更好地保障交易双
方权益，维护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市场有序运转。
3）建立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推动闲置宅基地
和农房价值变现。针对边远山区宅基地和农房闲置
浪费突出、严重供过于求的现实情况，浙江义乌市、
四川泸县等多个试点地区将闲置宅基地退出与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相
结合，拓宽宅基地和农房的使用边界。在义乌市的
试点中，农户自愿将宅基地退出并复垦为耕地等农
用地，验收合格后形成建设用地指标（即集地券）
，
通过权益交易平台在全市范围内交易配置。镇（或
街道）扣除土地整治等成本后将“集地券”成交价
款支付给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市政府按 4 万元 / 亩
（60 万元 /hm2）的标准奖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
过此过程，原本废弃、闲置的低效宅基地复垦为农
田，原本紧缺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得到补充和拓展，
农民获得宅基地和农房财产收益，村级壮大集体经
济收入，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

3 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权益实现
的瓶颈与不足
3.1 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取得依然存在身份限制，无
法适应农村居民群体多样化趋势
在本轮改革试点过程中，对于农村宅基地和住
房取得，绝大多数地区仍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导向。一些地区针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和
使用宅基地进行了有偿使用探索，如江苏武进区、
浙江义乌市、江西余江区等地规定，非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或通过其他方式事实占有和
使用宅基地的，按建筑占地面积列入有偿使用范围。
不足之处在于，上述规定只是对过往继承、私下交
易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没有涉及新增非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居住保障，返乡创业、外来务工人员
等农村居民有偿使用宅基地建房的渠道仍未打通。
尽管当前农村外来人员能够通过租赁等方式保障居
住权益，但保障的权益层次较低。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对自有住房更加偏好，住宅拥有者比租赁者具
有更高的居住满意度 [35]。相对于租赁住房，农村自
有住房不仅是居住保障的场所，也是身份融入和安
居立业的象征。贵州省湄潭县龙凤村针对当地外来
务工人员密集、住房需求旺盛的现实，尝试探索外
来务工人员有偿使用宅基地建房的模式，成为吸引
外来人口长期居留、提高本地人口财产收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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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遗憾的是，这一模式尚未在县域范围内推广。
随着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虹吸效应
显现，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住权益保障问题
将更加突出，有待在今后的制度改革中继续探索和
完善。
3.2 农村住房和住宅用地市场关系没有理顺，难以
顺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趋势
现阶段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最大的瓶颈
在于农村住房与住宅用地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单
一的、封闭的宅基地供给制度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农
村住房与住宅用地需求。由于宅基地的福利性质和
身份性质，单一的宅基地供给既无法满足非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住房及用地需求，也无法满足未来农
村日益增加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尽管在改革过程中，
绝大多数试点地区尝试通过拓宽宅基地流转范围放
松宅基地的福利和身份属性，但仍然存在转让主体
限制和法律困境。例如江西余江区、西藏曲水县、
天津蓟州区等地依旧将宅基地流转范围限定在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 ；浙江义乌市、福建晋江市等地虽打
通了出租、入股和合作经营等流转方式的城乡边界，
但转让权依旧限定在县域范围内的农民之间 [36]。随
着城乡人口双向流动频率加快，改变单一的宅基地
供给制度，构建包含宅基地、商品住宅用地、农村
保障性住宅用地在内的新型农村住宅用地制度，将
打破宅基地和农房取得与流转困境，促进地随人走、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形成。这一制度建立对于
转移人口市民化和返乡人口村民化有重要意义，应
在后续的改革中作为重点突破。
3.3 城乡居民住房和用地权益差距依然较大，难以
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需要
尽管各试点地区通过扩大流转范围、赋予抵押
权能等方式丰富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使用权能，城
乡居民的住房和用地权益差距依然较大，城乡住宅
用地市场仍未统一，具体表现在 ：
1）土地取得和使用方式差异。目前，城市居
民住宅用地的取得方式为有偿有限期取得，使用主
体、数量和面积均不受限制，并且使用主体能够获
得一定年限内完整的土地使用权能。农村居民住宅
用地（即宅基地）的取得方式为无偿无限期取得，
前提是使用主体具备宅基地使用资格且满足“一户
一宅”的规定，宅基地的使用面积视各地区土地资
源禀赋差异有不同的规定。尽管在宅基地制度改革
中一些地区尝试实行宅基地有偿取得，如以宁夏平
罗县、新疆伊宁市为代表的成本价模式和以浙江义
乌市为代表的择位竞价模式，大多数试点地区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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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了原有的宅基地无偿取得方式。城乡住宅用地
取得方式的差异是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面临的突
出矛盾。农村宅基地的福利性取得方式限制了宅基
地和住房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通，难以满足城乡土
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需要。
2）城乡居民住房权能差异依然存在。一方面，
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流转范围的限制使得城乡居民住
房收益和处置权能依然不完全对等。另一方面，限
制宅基地和住房流转范围还会产生抵押困境。中国
人民大学住房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江西余江
区等多个试点地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偏好城市
住房抵押贷款，参与宅基地和农房抵押贷款的意愿
低，主要顾虑是农民无法还款时抵押物处置困难。
从结果来看，江西余江区、青海湟源县、宁夏平罗
县等地宅基地抵押贷款规模均不足 500 万元，即便
是产业较为发达的云南大理市和天津蓟州区，其抵
押贷款规模也远低于浙江义乌市、湖南浏阳市等流
转范围更为宽松的地区。此外，优质担保主体的缺
乏、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权属的混乱、监督机制的缺
失也加剧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抵押困境 [37]。农村住
房作为农民最重要的个人财产，是农民最合适的融
资工具。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
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必
须完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抵押机制，增强农村造血
能力，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资金需要。

4 农民住房权益视角下深化宅基地和住房制
度改革的目标与建议
4.1 改革目标
农民住房权益视角下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
革必须着眼于住房权益主体、住房权益层次的变化。
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落脚于保障农民居住权益，提高
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益。居住功能是住房的首要功
能，相应地，居住权益是农民的首要住房权益。在
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各地区需要紧密关注住房
权益主体的变化。一方面要解决农民内部宅基地和
住房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确保户
有所居，降低农民住房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还要
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返乡创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
新乡人的居住权益实现路径，通过多样化的农村住
房和住宅用地供给方式化解农村实际存在的住房供
需矛盾。
长期来看，农村住房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还应着
眼于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和发展权益诉求，实现助
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农村宅基地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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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农民的生活场所，还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核
心资产，是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要素。
当前制度体系下农民宅基地和住房处置权等财产权
益的残缺是束缚农民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能力的重
要阻碍，也是制约进城人口市民化和返乡人口村民
化的重要障碍。因此改革的长期目标是要突破城乡
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益，
助力城乡人员双向流动，支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4.2 改革原则
为保障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有效实
现，改革应坚持因地制宜、房地统筹和逐步推进的
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我国腹地广阔，不同地区
改革的基础条件不一，人地矛盾、产业发展差距较
大，在改革过程中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一方
面，要因地制宜保障农民住房居住权益，根据人地
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多样化的住房和住宅用地
供给。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显化农民住房财产权
益，结合当地产业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采取就地
置业经营、指标异地流转等多种方式激活农民住房
财产权益。
2）房地统筹原则。农村宅基地是用于满足农
民住房需求的集体建设用地，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应
当配合宅基地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在农民住房需求
逐渐多样化、需求层次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仅着眼
于调整现有的宅基地制度无法满足农民多样化的住
房和用地需求。应统筹考虑多样化的农村住房供给
和相应的住宅用地供给方式，满足不同类型农民的
住房和用地诉求。
3）逐步推进原则。一方面，农村宅基地和住
房是农民生计保障的场所，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必须审慎推进。另一方面，地区发展存在阶段性，
改革过程必须适应地区发展阶段，逐步推进。尤其
是农民住房财产权益的保障，必须考虑地区的发展
条件逐步实现，比如逐步放开宅基地和住房流转范
围，逐步完善宅基地和住房市场等。
4.3 改革建议
4.3.1 最大化保障农村集体成员的基本居住权益 保
障农村集体成员的住房居住权益始终要放在宅基地
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首位，并且要因地制宜确定具体
的居住保障方式。人地关系宽松、土地供求矛盾小
的地区可以严格落实“一户一宅”
，提高农民居住
条件。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的地区，在征得农民同意
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统规统建”
“集中统建”
“多户
联建”等多种方式实现“一户一房”
，满足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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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的居住权益。
各地区还应考虑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进行
合理安排。一是完善宅基地和农房供应计划，基于
农村人口规模、结构等特征，在农村土地利用年度
计划中合理安排宅基地供应规模，严格保障户籍集
体成员当期和未来的居住权益。二是根据人口增长
态势，将宅基地退出节余的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
满足未来农村户籍人口的宅基地分配需求，或调整
为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4.3.2 适当兼顾部分非集体成员的居住权益 非集体
成员住房的供求矛盾主要集中于产业较为发达的农
村地区。一方面返乡创业群体的壮大，为乡村产业
发展注入动力 ；另一方面产业的集聚效应又进一步
吸引外来务工人口流入。因此，此类地区除满足农
村集体成员的居住需求外，还应考虑非集体成员的
住房需求。
首先应建立农村保障性住房、基本住房和商品
住房的供应体系，适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为
农村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供相应的供给保障。
其次应完善包括宅基地制度在内的农村住宅用地制
度。以无偿或者有偿方式为农村集体成员提供住房
建设用地，即现有的宅基地，满足农民的住房基本
需求 ；同时，以有偿方式为部分集体成员和非集体
成员提供住房用地，以解决集体成员的改善型住房
需求和非集体成员的自有型住房需求。最后要逐渐
构建城乡一体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实现城乡土地和
住房同权，为最终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障碍提供制度
保障。
4.3.3 有次序地实现农民住房财产权益 农民住房财
产权益对于增加农民财产收益，减轻农民相对剥夺
感，提升农民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同经济和
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应有侧重、有次序地实现农民
住房财产权益。
经济和产业发达地区对于农村宅基地和住房资
本化的需求较大，可以通过产权转让、入股、土地
整治和就地置业经营等方式多渠道体现财产权益。
关键是积极盘活闲置宅基地为产业发展提供用地空
间，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经济发展和产业发
展形势暂时较差的地区应更注重平台搭建和市场孵
化。一是建立正规交易平台并逐步拓宽流转范围，
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促进产业发
展。二是推进闲置宅基地复垦退出，允许部分闲置
宅基地异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积累
产业发展资金。三是以产业发展带动要素市场流转，
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行宅基地流转和抵押，增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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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收入，逐步实现农民住房财产权益。

5 研究结论
农村住房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农民家
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住房建设要考虑农村
宅基地保障农民“户有所居”的特殊约定，也要兼
顾农民住房需求的多样性变化。长期存在的城乡差
异和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农村住房存在较多问题，
也使得农民住房权益受到侵害，难以适应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全面、
整体和系统地认识农民住房权益状况，关注农村宅
基地和住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仅能够回应农民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新诉求，而且对于明确进
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和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通过全面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现行的宅基
地和住房制度无法适应日益多样的农民群体结构和
日益升级的农民权益诉求，产生系列问题与影响。
尤其是住房权益不平等引致的农民住房相对剥夺感
突出，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背景下非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居住权益盲区逐渐形成，农民住房财产权益残缺
严重束缚了农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能力。同时，
可以看到，上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在解决住房占有
不均、丰富宅基地和住房使用权能、完善住房市场
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仍然面临着改革瓶颈。
宅基地和住房取得的身份限制依然严重，房地市场
关系没有理顺，城乡居民住房权益差距依然较大。
深化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要重
构多样化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供应体系，适应农村
居民群体和权益诉求的多样性。通过构建农村保障
房、基本住房（宅基地自建房）
、商品住房于一体
的农村住房和住宅用地供应体系，因地制宜满足农
村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日益增长的改善型居住需
求和住房投资与融资需求，以宅基地和住房为抓手
吸引农村人才回流，助力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创
新宅基地制度改革，还要有次序地保障农民财产权
益的实现。在农村产业需求旺盛的地区，抵押、流
转等农民宅基地和住房财产权益限制不但阻碍转移
人口市民化实现，也难以提供支撑农村产业发展的
资金保障。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背景下，这些问
题的解决也将有力地吸引人才回流，提高农民获得
感和农村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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