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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固 和 完 善 农 村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要刘振伟谈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
要要
农民日报记者 李飞 周鹏飞

2.土地承包权
土地承包权是承包地流转后从
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置出来的袁农
户拥有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的基础遥 实践中袁取得承包权有
两个条件院 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渊成员属性冤曰与发包方签订
了承包合同袁获得了承包地渊财产属
性冤遥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权
的权利主体都是土地承包方遥 承包
方的权利院 一是承包期限内使用承
包地袁 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
品的权利曰 二是承包期内出租 渊转
包冤尧互换尧转让尧入股尧交回承包地
获得收益的权利曰 三是承包地被征
收尧征用尧占用获得补偿的权利曰四
是承包期内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
可以依法继承袁林地承包人死亡袁其
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承承包
等遥 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尧转让须在
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袁 互换是为了
方便耕作袁 转让是放弃土地承包经
营权袁 发包方需要与新承包方重新
确定承包关系渊十七条尧二十七条尧
三十条尧三十二条尧三十三条尧三十
四条尧三十六条冤遥
在承包地未流转的情况下袁承
包方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袁 既承包
又经营渊2017 年约占全国承包农户
的 70%袁承包土地的 65%冤遥 在承包
地流转的情况下袁 承包方拥有土地
承包权袁只承包不经营袁经营权流转
给了第三方 渊目前约占全国承包农
户的 30%袁承包土地的 35%冤遥 流转
是土地承包权设立的前提遥 如果承
包方与第三方的土地流转合同到
期袁承包方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遥
土地承包权权能中的收益权和受限
定的处分权 渊可以收回土地经营权
但不能买卖承包地冤是现实存在的袁
不是虚置的权利遥
3.土地经营权

承包方采用出租渊转包冤尧入股
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第三方使用
后袁土地经营权转移遥 保障土地经营
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袁 规范流
转行为袁 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
制度的一个重点袁 也是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与时俱进遥
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院 一是按
照合同使用流转的承包地袁 自主开
展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 渊三十七
条冤曰二是因改善生产条件尧提高生
产能力获得相应补偿 渊四十三条冤曰
三是经承包方同意并向发包方备
案袁 可以用土地经营权设定融资担
保渊四十七条冤曰四是经承包方同意
并向发包方备案袁 可以再流转土地
经营权等渊四十六条冤遥 土地经营权
人承担的义务院支付土地流转对价袁
不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和连续
两年以上弃耕抛荒袁 不破坏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和土地生态环境等 渊四
十条尧四十二条冤遥
在起草中袁对野三权冶分置的法
律表达有四个方面的争论院
一是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是什
么钥 第一种观点认为袁土地经营权是
用益物权袁 是承包户将承包地流转
给第三方后袁第三方主体享有使用尧
收益尧有限处分的一种用益物权袁这
种权利能够交易尧 具有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遥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土地经
营权是依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债权遥
土地承包方与受让方通过合同约定
权利义务袁其对抗性尧转让性尧存续
期限等符合债权特征遥 第三种观点
认为袁物权以长期存续为原则袁建立
在租赁合同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袁
期限长可视为物权袁 期限短则可视
为债权袁不能绝对化遥 第四种观点认
为袁 土地经营权是实行物权保护的
债权遥 鉴于对土地经营权性质见仁
见智袁这次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袁以
解决实践需要为出发点袁 只原则界

定了土地经营权权利袁 淡化了土地
经营权性质遥 但是袁对原始取得的土
地经营权和继受取得的土地经营
权袁在权能上还是做了些区分遥
二是取得土地经营权要不要登
记钥 土地经营权的取得袁自流转合同
成立时生效遥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
一种合意袁登记不是生效要件遥 登记
主要针对物权变动袁物权法定袁不由
当事人随意设定袁物权变动时袁需要
将物权变动的事实公示袁 目的是防
止第三人遭受损害袁保障交易安全遥
取得土地经营权是否登记袁 这次修
改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而不是登记
设立主义遥 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
五年以上的袁 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
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遥 未经登记袁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渊四十一条冤遥
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要
不要保留钥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袁有观
点提出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袁
用土地承包权取而代之遥 这次修改袁
没有采纳这种观点遥 2016 年 4 月 25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
会上指出袁野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
记制度袁 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的保证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袁真
正让农民吃上耶定心丸爷冶遥 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的民法总则规定袁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成员袁 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袁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袁为农
村承包经营户冶遥 为此袁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概念继续保留遥
四是野两权冶分离与野三权冶分置
是什么关系钥 土地集体所有权与承
包经营权是承包地处于未流转状态
的一组权利袁是野两权冶分离遥 土地集
体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尧 土地经营
权是承包地处于流转状态的一组权
利袁是野三权冶分置遥 两组权利关系并
行不悖遥
渊二冤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要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要要

寻人启事
黄美华袁
女 袁 身 高
150袁 约 50
岁袁被发现时
衣着黑色裤
子袁白色中长
T 恤袁粉红色
拖鞋袁在廉江
市中山路流浪遥 希知情者请与
本 站 联 系 袁 联 系 电 话 院0759 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中共廉江市委 廉江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 日

廉非 袁
女袁身高 158袁
约 65 岁 袁 被
发现时身穿
红色条纹上
衣袁 蓝色拖
鞋袁 黑色裤
子袁在吉水镇街头流浪遥 希知
情者请与本站联系袁 联系电
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寻人启事
石玉袁男袁身高 173袁约 30 岁袁被发现时在石岭镇
至东升路口流浪袁疑似精神障碍遥 希知情者请与本站
联系袁联系电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农业户口的袁 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
草地交回发包方遥 承包方不交回的袁
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
地冶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
出袁野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
权尧 宅基地使用权尧 集体收益分配
权袁 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上述权益冶遥 修正案按照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作了衔接遥
2018 年袁 进城务工农民约有
2.8 亿人袁 其中 1.1 亿在乡内务工袁
亦工亦农曰1.7 亿在乡外务工袁 离土
离乡遥 近些年每年进城落户大约
1500 万-1600 万人遥 由于历史形成
的城乡二元结构袁 城乡居民在经济
权利实现上差别较大袁 农民形式上
落户城市袁 但要完全融入城市将是
长期的历史过程遥 进城务工落户农
民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尧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袁
是基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
有的财产性权利袁 在农民落户就业
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袁 不能剥夺其
享有的上述权利遥
对此袁 在制度设计上把握了三
个原则院第一袁承包期内袁农民进城
落户袁 无论是部分成员或者举家迁
入袁 都不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为前置
条件袁稳定是主基调遥 第二袁承包期
内袁农民全家在城镇落户后袁引导支
持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承包地或流
转土地经营权遥 第三袁把是否交回承
包地的选择权交给进城落户农民和
其原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袁 不代替
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选择遥 从地方
的试验看袁只要补偿到位袁自愿转让
土地承包权是可以做到的袁 少数人
交回承包地也是有的袁 补偿水平成
为能否顺利转让或是否交回承包地
的关键渊二十七条冤遥
渊未完待续冤

倡议书

突破口袁以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尧获得感为目标袁
深入推进平安廉江建设袁使我市的社会综合治理
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遥 让广大市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更加安全袁享受更加便利的服务袁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平安袁是最美丽的颜色尧最温馨的符号袁又是
最温暖的祝福尧最殷切的期盼遥 野爱廉江袁见行动曰
创平安袁齐参与冶浴 市民参与平安建设袁是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
要体现遥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接到关于安全感尧对
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和平安建设的问卷调查或电
话访问袁请耐心倾听袁客观评价我市社会治安状
况和对公安尧法院尧检察院尧司法行政等部门工作
的满意度袁请尽量选择使用野满意尧安全尧明显提
升冶等答案遥 您的支持与肯定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
力遥 我们相信袁有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
持袁 我市平安创建工作必定取得更好的成效袁我
们的家园明天一定会更加平安尧幸福尧美好遥
顺祝全体市民平安幸福浴

寻人启事

征收尧征用尧占用土地的补偿袁国家尧
集体投入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界
定及管理使用等袁 都会遇到缺乏依
据问题遥 另外袁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同
建设用地使用权尧 水域滩涂使用权
等法定为用益物权并被社会接受袁
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为无期
限物权袁 会引起概念混乱及法律间
的冲突遥 这次修改袁采纳了第一种观
点的思路渊二十一条第一款冤遥
渊三冤明确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再延长三十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袁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三十年袁 修正案及时将这个重大决
策转化为法律规范遥 这样规定袁既体
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主基调袁又
有利于处理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与保
护农民财产权的关系袁 有利于处理
土地承包制度稳定与完善的关系袁
有利于处理土地流转尧 适度规模经
营与化解人地突出矛盾的关系遥 耕
地承包再延长三十年袁 综合考量了
土地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尧 发展
现代农业尧 城乡人口结构大变动的
宏观背景和保障农民享有平等的土
地权利等多种因素袁符合农村实际袁
与建国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契合
的遥 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代表团审
议时说袁野确定 30 年时间袁是同我们
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点相契合的遥
到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时袁 我们再研
究新的土地政策冶遥 草地尧林地二轮
承包期届满后袁 按照相关规定继续
延长渊二十一条第二款冤遥
渊四冤明确了维护进城落户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原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袁野承包
期内袁 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
的袁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袁保留其
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
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遥 承包期内袁
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袁 转为非

党政领导 全民参与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爱我廉江 共建平安
全力打造最平安县市
廉江市全体市民院
大家好浴
平安袁 是廉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保障袁
是提升全市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最大体
现遥 近年来袁我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袁深入开
展平安廉江尧法治廉江建设等一系列平安创建活
动遥 坚持从严治警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
工作效能袁打击野盗抢骗冶成绩显著袁警情大幅下
降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得到巩固和加强遥 特别
是去年以来袁我市朝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聚焦发力袁围绕市委提出野把廉江打造成为最
平安尧最稳定的县市冶的目标,铁腕扫黑尧强势除
恶尧重典治乱袁不断提升廉江的城市美誉度尧社会
和谐度尧群众满意度遥 2018 年袁我市群众的安全
感大幅提升袁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和平安创建知
晓率在全省排名靠前袁同时还获得粤西第一个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袁是全市
上下共同努力尧不懈奋斗的结果袁凝聚了广大市
民的智慧和汗水袁值得每一个市民为之自豪和珍
惜遥
今年袁我市将以更大的资源投入袁更有效的
工作措施袁更高质量的创建标准袁继续深入开展
野平安廉江冶创建工作遥 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着力点袁以强力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

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决策袁确
保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于法有
据袁 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要考虑
的又一重要问题遥
2008 年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院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
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袁 现有土地
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冶遥
2015 年袁中共中央叶关于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曳 提出袁野抓紧修改农村土地
承包方面的法律袁 明确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
实现形式冶遥 土地承包关系从野长期
稳定冶到野长久不变冶袁目的是给土地
承包经营权人稳定的经营预期袁巩
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遥
起草中袁 对于长久不变的涵义
有三种理解院 第一种认为是保持土
地集体所有尧 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
经营制度长久不变遥 第二种认为是
二轮土地承包或经过确权后的地
块尧面积固化到户袁不再设立期限袁
长久不变遥 还有观点认为袁问题的实
质是土地公平而有效率的承包使
用袁 社会矛盾少袁 长久不变不是固
化遥
从大量调查研究看袁 赞同第一
种认识的占绝大多数遥 认为袁土地承
包不设期限会强化农民土地野私有冶
观念袁 存在改变农地用途尧 弃耕撂
荒尧在承包地上建房尧买卖土地渊实
质上是买卖土地承包权冤 及土地兼
并之忧袁增加管理难度袁因土地问题
产生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问题将难
以避免袁 并且影响适度规模经营和
集约化经营遥 土地承包不设期限也
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袁 会阻塞解决
相关问题的途径遥 土地承包不设期
限还会在操作层面带来新问题袁如
土地流转的期限袁融资担保的期限袁

寻人启事
廉景袁
女 袁 身 高
160袁 齐 耳 中
发 袁 约 52
岁袁 被发现
时身穿粉红
色毛衣袁粉
色 碎 花 长
裤袁在廉江美景南路流浪遥 希
知情者请与本站联系袁联系电
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遗失
声明

尊敬的各位市民院
你们好浴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遥 这次专项斗争目
标任务是院有黑扫黑袁无黑除恶袁无恶治乱遥 原则是
坚持野三个结合冶院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尧综
合治理尧依法治理尧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袁把打击黑恶
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尧基层野拍蝇冶结合起来袁把扫黑
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遥 2018 年袁在全
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袁我市的扫黑除恶工作成效显
著袁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得到巩固袁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尧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攻坚年袁 市委尧市
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尧省委和湛江市委的决策部
署袁铁腕扫黑尧强势除恶尧重典治乱尧除恶务尽袁以更
硬的手腕尧更强的举措尧更实的作风袁把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推向纵深发展遥 通过深挖彻查野保护伞冶尧侦
破涉黑涉恶大案要案尧严厉整治行业渊领域冤乱象袁
誓保廉江平安稳定袁 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公平公
正尧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遥
为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的实效袁坚决
打赢这场人民战争袁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袁
使黑恶分子无所遁形袁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参与显得尤为重要遥 因此袁我们诚意发出倡议袁广大
市民凡是掌握涉黑涉恶情形线索的袁请积极向我们
举报遥 特别是以下十类重点涉黑涉恶类型院1.威胁政
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尧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
渗透的黑恶势力曰2.把持基层政权尧操纵破坏基层换

中共廉江市委员会 廉江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 日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廉青平 袁
女袁身高 160袁
约 50 岁 袁 被
发现时在青
平镇青平小
学对面流浪袁
疑似精神障
碍遥 希知情者
请与本站联
系袁联系电话院0759-6617899 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届选举尧垄断农村资源尧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曰
3.利用家族尧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尧称霸一方尧欺压残
害百姓的野村霸冶等黑恶势力曰4.在征地尧租地尧拆迁尧
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曰5.在
建筑工程尧交通运输尧矿产资源尧渔业捕捞等行业尧
领域袁强揽工程尧恶意竞标尧非法占地尧滥开滥采的
黑恶势力曰6.在商贸集市尧批发市场尧车站码头尧旅游
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尧强买强卖尧收保护费的市霸尧
行霸等黑恶势力曰7.操纵尧经营野黄赌毒冶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黑恶势力曰8.非法高利放贷尧暴力讨债的黑恶
势力曰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野地下执法队冶的黑恶势
力曰10.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
恶势力遥
我们决心袁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袁
形成党政领导袁全民参与袁对野黑恶分子冶人人喊打袁
野黑恶犯罪冶人人举报的强大攻势袁坚决打赢这场扫
黑除恶人民战争遥
市民可通过拨打电话尧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信
件等形式进行线索举报袁 我们将严格做好保密工
作袁维护举报人权益遥
举 报 联 系 方 式 院 电 话 院6161127袁 邮 箱 院
ljshcebgs@163.com
地址院廉江市罗州街道五一路 1 号廉江市扫黑
除恶办公室遥

廉小美袁
女袁 身高 70袁
约 15 岁 袁 被
发现时身穿
白色花纹上
衣袁黑色间白
纹裤袁粉红色
拖鞋袁在石角
镇东一桥附
近流浪遥 希知情者请与本站联
系袁联系电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黄华春遗失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曳袁
编号院Z09-80101306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营仔镇墟仔墟 64 号张炳群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
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吉水镇老米巷 28 号林国梓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7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寻人启事
庞爱花袁
女袁身高 150袁
约 53 岁 袁 被
发现时身穿
红色花纹上
衣袁深蓝色中
长裤袁在石角
镇三合市场
流浪遥 希知情者请与本站联系袁
联系电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5-10

廉江市石城镇铜罗埇村二队 48 号黄斌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8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车田坝村 55 号钟其森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
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营仔镇田
村 4 号 102 房陈丽萍遗失廉江市公安
局 2018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