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经济学
第12卷第3期,2014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No.12,3,2014

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改革困境
及实现路径论析

李 杰 段龙龙

  收稿日期:2014-06-28
  作者简介:李杰(1965-),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

学。段龙龙(1988-),男,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面临的挑战及应

对策略研究”(
 

10YJA710021)和西南交通大学公管文渊基金重点项目“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与突

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26日,http://

gaokao.
 

xdf.
 

cn/201311/9806358_13.
 

html.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当前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二元性所决定的

城乡土地制度二元性、征地制度导致城乡级差地租空间分割、城乡集体建设用

地产权权能存在差异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改革面临诸多

制度困境和现实问题,必须通过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统一归国家所有的改革推

进,以及建立科学可行的转换机制才能实现改革目标。这包括:分类构建农村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转换机制;实施溢价倍

数返还、产权共有、土地溢价捕获等改革措施;最大程度保障地权使用者和地权

所有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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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权双轨制带来的城乡土地二元分治,不仅导致

现实中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规范,也使得土地要素市场陷入长期市场失

灵、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失效的双重困局。随着城镇化转型对土地资源空间集

约利用的要求增加,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分治、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成为缓解土地增值收益矛盾和解决因城镇建设用地粗放利用而导致人地矛

盾加剧的必然选择。因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

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

等入市、同权同价,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①这意味着新一轮土地制

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因改革难度大,
必须从易到难逐步推行,但改革设计应具有战略性和统筹性,为此,本文试图

从整体上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实现路径,以避免改革中积累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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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问题,确保改革的公平性和改革进程的相对稳定性。

一、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政策内涵

  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改革探索已经展开,但却难以真正实现,根
本原因在于同权同价的转换机制没有形成,要确保城乡建设用地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同权同价,必须在准确把握其政策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状设计相

应的转换机制。
  所谓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强调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镇国有建

设用地享有相同的产权权能,在符合政府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充分体现产权

的本质属性———可交易性,在土地产权交易中获取平等的市场定价机制。要

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政策改革目标,必须逐步推进三个方位的改革,
即:改变城乡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使用权出让主体的二元性,将城乡土地所有权

统一归国家所有;逐步取消城乡建设用地规制的二元性,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

用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体系;缩小政府征地范围,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保障农村

建设用地的可交易性。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保障不足的现实导致实践中土地

收益分配格局欠科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针对不同产权权能主体的公允

定价评估和差异化分配机制,也未与城镇土地同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产权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制度的改革过渡。为此,要实现城乡建设

用地同权同价,其前提条件是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统一,根本改变当前现存的

城乡土地所有权的二元性,实现城乡土地终极所有权主体统一。实践表明,仅
明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触动终极所有权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实现

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改革目标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土

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纠葛。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考虑历史与现实的

逐步对接、分步过渡,逐步实现转换。

二、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权同价的现实困境

  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转换面临复杂的现实制约,主要源于城乡二元的

土地产权制度,以及农村建设用地产权权能的不完整和农村建设用地分类产

权权能行使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

的二元分治;二是征地制度导致城乡级差地租空间分割;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分类规制导致产权权能存在差异。
  (一)城乡建设用地地权二元制是改革困境的根源所在

  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可交易属性存在极大差异的直接原因,在于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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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产权权能及土地规制的二元性,本质因素在于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的二

元性。我国《宪法》及《土地管理法》均规定: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村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相应的城乡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也分别属于

国家和集体;城乡土地所有权的二元性决定地权权能及地权管制、规划的二元

性。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对城镇土地的可交易性予以保障,但却

明令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

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宅基地房屋不得出租转让给非农村

居民。”可见,城乡建设用地地权分割、权能不等以及可交易性差异的根源在于

制度的二元分治,根源于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改革的推进,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可交易性逐步为政策法规确认,但农村建设用地的可交易属性却没有

同步进行改革,导致城乡土地二元性特征随着改革的推进进程而进一步发展

和强化,由所有权二元性进而向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及规划治理二元性发

展,导致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的困难和矛盾不断叠加,
城乡差距进而拉大,人的城镇化发展滞后特征越来越突出,土地利益矛盾冲突

及公平性问题凸显。打破现行的城乡建设用地二元性已刻不容缓,但考虑到

现实制度的制约和不同利益主体对既得利益的刚性保护,只能采取渐进方式

逐步推进改革。
  (二)征地制度导致城乡级差地租空间分割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推进,城镇建设用地使

用权从无偿、无限期分配使用向有偿、有限期使用进而向市场交易获得转变,
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却至今基本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制传统。面对城

镇化加速发展而带来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现实,征地制度便作为调节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体制安排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实施了。地方政府

将土地管制和土地经营集于一身,这一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具有

强大的土地资源控制权和土地增值收益索取权,使得政府成为公共利益代言

下的国有土地供应市场双边垄断主体,过大的土地配置裁量权容易诱发地方

政府强势的经营土地行为,在缺乏科学统一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前提下产生

“权力圈地”冲动,捕获城乡二元地权体制下产生的制度租金;由于现实的征地

制度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使得行政权力可能凌驾于产权权利之上,造成产权

权能主体利益受损,极易引发并加剧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同时,集体建设用

地所有权及使用权主体即使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也无法绕过征地

制度而获得规范的地权流转收益。
  由此可见,因城乡建设用地体制二元性而实施的征地制度,导致城乡级差

地租空间分割并非主要来自于土地生产力差异或土地区位条件差异,而是由

政府征地制度所引发的强制性空间分割后果。这样一来,征地制度安排就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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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了城乡一体连续性的级差地租分布,造成土地价格具有城市内部形成和农

村集体内部形成两套逻辑(见图1),成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构的最

大障碍。

图1 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地价形成体系①

  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地租分割导致地租差价极大。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数

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一线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带的集体建设用地平

均流转价格仅为同区位国有建设用地平均出让价格的28%②;从房地产价格

来看,同期集体建设用地上所建小产权房的市价仅为同等区位同等质量商品

房价格的25%③。如此巨大的差价应当制定严格规范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法

规及科学的分配实施办法,但现实实践中却明显缺失,因而矛盾纠纷不断。为

此,必须改革当前的征地制度,仅提高农村土地补偿标准,减少城乡土地“剪刀

差”,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建设用地二元性的现状,也不可能通过法治构建

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更不可能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真正意义上的同地同

权同价。
 

  (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也因类而异

  不仅城乡建设用地权能二元,即使是集体建设用地,也因类别不同而体现

出权能上的差异性。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根据用途划分为三类:集体公益

事业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体公益事业性建设用地包

括:以村两委、集体经济组织办公用地,村办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用地为主的

集体办公事业用地;以墓地、军事国防用地为主的特殊性用地和以农业生产设

施、农村桥梁道路为主的集体公共设施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集体

经济组织经营工商业用地和乡镇企业仓储物流用地。宅基地为农村集体成

员———农民的居住用地。如图2所示。
  我国《土地管理法》对三类农村建设用地权能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对于集

①
②
③

虚线表示市场失灵、地租杠杆失效。
林雪芬:“集体土地入市难题:同地同价求解”,《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13日。
叶檀:“小产权房合法化

 

商品房价格会不会崩溃”,2013年10月30日,http://cd.
 

qq.
 

com/
a/20131030/00686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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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类型划分

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取得,应依法审批。依法审批后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拨

付,用地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经拨付径自取得公益用地使用权,
该类土地不具交易性。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产权交易性

质,《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

用于非农业建设,宅基地房屋不得出租转让给非农村居民,农村村民一户只能

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
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上述政策规制对不同

类别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行使及市场可交易性程度进行了不同规定,如
表1所示。

表1 农村三类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及市场交易程度规制

集体建设
用地类型

所有权归属 二级权能归属 产权可交易程度 收益权保障程度

公益事业性
建设用地

集体 全部属于集体
免费划拨,不存在产权交易
市场

不存在:外部性强烈,私
人不进入

经营性
建设用地

集体
使用权、经营权归
投资者

较高:政策上已经放开
高:与国有建设用地同
权同价

宅基地 集体 使用权归农户

极低:限于使用权在集体成
员内部流转;限于合法继承
下的多处宅基地使用权转
让

低:严禁宅基地入市,现
状表现为违法隐性流转

  注:相应政策规制根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而来。

  从发达国家及东亚后起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各国各地均实行土地总

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这是必要的,但不应表现为无统一规划管理下的权能

差异。否则,这不但弱化了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的收益保障权能,也引发建

设用地市场配置形式多元情境下的效率差异。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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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全国实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规模约为2.5亿亩,其中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为5
 

000万亩,占总建设用地比重的20%,农民宅基地为1.9亿

亩,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规模的76%①,宅基地必然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

点。正因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今年中央1号文件才提出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其目的是为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改革进行探

索总结。但从研究设计的层面来讲,必须进行整体设计,以免形成新的多元地

权权能体制,有失社会公平。

三、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实现路径思考

  受法规及现实困境制约,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权同价必须构建科学的转

换机制,包括:统一城乡土地所有权;分类改革,逐步转换;综合利用产权共有、
增值捕获和溢价倍数返还等策略,以此提高转换效率。
  (一)土地所有权归国有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制度前提

  无论是农地综合整治还是增减挂钩实践,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

建设用地“同价”。“同价”难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未能“同权”,尤其是没有实现

城乡建设用地的所有权统一。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归国有具有三方面优势:一
是从所有权上破除了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分治持续发展的改革困境,有利于实

现农地非农增值收益的社会共享,有利于保障不同产权主体的权能公平;二是

有利于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统筹规划,实现建设用地空间充分生态集约利用,最
大程度实现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可有效实现城乡土地市场统一、价
格体系一体,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因城乡二元地权制度捕获极差地租空间分割

带来的制度租金冲动,从而逐步淡出地方土地财政,回归政府管理属性。
  城乡建设用地所有权统一归国有(即全民所有),才能消除构建城乡统一

建设用地市场的制度障碍。考虑到制度的衔接过渡及强化集体经济带动“三
农”发展的现实需要,农村建设用地所有权改革应构建相应的转换机制:在国

家统一规划管制前提下,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入市交易所得收益应在改

革后的所有权主体(国家)、原所有权主体(集体)、使用权主体之间进行规范合

理的分配;分配原则遵循农地非农开发的增值收益主要归公(社会)的原则,原
土地使用权主体获得农业建设用地原用途的市场价格收益;厘清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地权交易中的角色不是产权主体、收益权主体角色,而是

管制、规划主体,剥离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
 

  (二)分类逐步改革是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价同权的转换步骤

① BWCHINESE中文网:“土地改革中一大群人或迎来一夜暴富机会”,2013年11月28日,ht-
tp://business.

 

sohu.
 

com/20131128/n390929372.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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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不可能一蹴而就,应采用先易后难的时序分

类改革、逐步推进,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原则基础上,实
现同权同价转换。
  1.集体公益事业性建设用地转换思路

  当前农村三类建设用地中,集体公益事业性用地转换矛盾最小,原因在

于:一是比重低。2011年统计显示,全国仅有1
 

000万亩,约占集体建设用地

总量的4%①。二是该类土地均为无偿划拨,主要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外部性

较强,不能产生较高经济收益,改革相对容易。
  这类建设用地可直接转换为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城乡土地统一规划。考

虑到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现状,因而在用途规划分类

上,应当规定优先重点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转换机制建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涉及主体相对少,所有权转换阻力较之宅基地

明显小。改革关键在于同权基础上的同价及增值收益分配问题。
  自成都和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入市探索以来②,其他试点地区也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

相应探索。2013年国土资源部分别批准了两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③。从各地区的试点效果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

了一定提升,收益权能得到相应保障,但主要局限于“同价”的探索,“同权”实
践探索极为有限,因而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同价”,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同权

同价的改革目标。有调查数据显示:多数试点地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或转让年平均价格低于城市国有用地中市价最低的工业用地出让平均价

格④,造成这一现实后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实现“同权”,集体作为农村经

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难以摆脱国家管制与产权主体之间的矛盾,城乡

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价格间必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制度租金。解决这一现

实难题唯有将农村建设用地终极所有权向国家归并,由国家本着增值收益主

要归公原则确定国家、集体、使用权主体三者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格局。
  具体转换机制建构如下:

①

②

③

④

BWCHINESE中文网:“土地改革中一大群人或迎来一夜暴富机会”,2013年11月28日,ht-
tp://business.

 

sohu.
 

com/20131128/n390929372.
 

shtml.
成都和重庆作为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早已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一级市场上出让,二

级市场上租赁、抵押、转让、入股,分别通过土地产权交易所和地票制度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配置集体建
设用地(含整理后的宅基地),出让平均价为600万~800万/公顷,地价基本已与同等性质国有建设用
地相同,因此更适合本文的研究范畴。

如无锡集体经营性用地流转采取集体租赁,租赁价格为5.4万/公顷/年,租赁时间为3~5
年,并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广州番禺采取整体出租,出租价格为15万/公顷/年,租期10年,租金按
月支付,逐年递增。

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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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经合法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租赁合同的,合同到期

后自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下一轮土地使用权交易按照国有建设用地标准执

行;因所有权转变带来的土地溢价归公,由国家与集体分成,分成原则依照溢

价倍数返还①执行。即:国家按照同期国有化改造后建设用地出让价格与同

区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价格计算收益倍数,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总收益中拿出按照改造前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租赁合同租金

金额乘以收益倍数的方法计算收益返还集体。国家和集体所获收益要严格规

范监管支付,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及全民利益共享。
  (2)目前尚未流转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由国家

从空间整体规划土地利用;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所获收益,国家按照制度转换补

偿标准,与集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改革逐步完成后,城乡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管制及分类完全并

轨,统一的城乡经营性建设用地管制、市场及价格体系形成。
  3.宅基地同权同价转换措施

  宅基地比例大、闲置浪费突出且广泛涉及农民权益,成为农村建设用地改

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消除城乡二元地权结构的最大症结。随着城镇化发展

中人地矛盾突出,土地价格飞涨,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违法隐性流转日益增多,
宅基地入市改革成为现实必然。调查显示:一户多宅、少批多建、违法出售、触
法联建成为宅基地隐性流转的四种主要形式(朱明芬,2012)。其中,最为突出

的当属一户多宅和小产权房现象,这也是宅基地改革首先面临的现实难题。
为此,宅基地改革转换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宅基地改革转换内容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清理现存宅基地使用权的

合法性。对于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予以确权颁证,不合法的退出上交集体,纳
入集体建设用地统筹改革。其中,尤其对于一户多宅现象,应综合《土地管理

法》对一户一宅的规定和实际合法继承权等因素综合分析②,以甄别是否合

法;其次,对合法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实行
 

“两转化”改革(燕雨林,2013),即:
宅基地转换为国有建设用地,转换后的使用权仍属原宅基地使用者,农民自建

住房转换为农民、集体、国家三者所有的共有产权商品房。再次,确定原房屋

所有者(农民)、集体、国家三者的产权份额。农民自住房性质变为商品房后的

市场评估价格为转换后的房屋总价格,农民所占房屋产权比例为原自住房屋

市场价格的折合,集体与国家的产权比重由国家充分调研后统一确定。农民

①

②

若一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租金当年总价格为15万/公顷,租期5年,5年合同到期时
同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总租金增长为60万/公顷,租期5年,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后的当期使
用权出让总价为150万/公顷,则因所有权变更导致的土地溢价倍数为150/60=2.5倍,国家应从出让
金150万中拿出37.5万(15×2.5=37.5万)返还集体使用。

当前的《土地管理法》及其附属条例中规定:只有宅基地继承可作为当前一户多宅的唯一合法
方式,其余多宅均为宅基地违法圈占,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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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宅基地可得到的补偿为原自住房屋的市场价格,如农民以后出售或出租

房屋的收益,由农民、集体、国家分别按产权份额进行分配。
  (2)对现有的小产权房应划定时间界限分类处置。我国小产权房总量庞

大,据有关数据显示,已达50亿~60亿平方米,相当于城镇住宅数量的

34%①,其中至少有15%~20%的小产权房处于空置状态②,因而小产权房改

革势在必行。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中法律法规改革相对滞后及小产权房

出现的复杂原因,可考虑确定以2007年底为界区别处置。理由在于:其一,该
年为小产权房膨胀高峰(马先标,2013)③,主要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其二,考虑

到国土资源部等部委针对小产权房的第一份正式政策性规制文件于2007年

出台④,且三令五申。2007年12月,国务院会议强调:“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任何涉及土地管理制度的试验和探索都不能违反国家的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严禁非法占用(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不

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
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2007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放《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07〕71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

于2008年3月底前,将贯彻执行本通知的情况,向国务院专题报告。”但此后

小产权房依然存在,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2007年底为时间界限相对

合理,期限之前可予以一定认可,之后按违法行为处置。
 

  具体执行办法如下:
  ①2007年底及以前的小产权房,凡符合建筑安全标准,可在缴纳罚金之

后变为合法的自建住房,之后进行宅基地房屋改革,改革方案与(1)相同;如达

不到安全标准或不符合城镇规划,必须拆除的,在缴纳罚金之后按(1)标准进

行相应补偿。
  ②2007年底之后的小产权房,一律按违法建筑严肃处理。若符合建筑质

量标准,则没收归国家,若不符合建筑质量标准则应全面拆除。没收的小产权

房可用于补充城镇保障房供给缺口,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进城务工人员和新

就业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需求。这样,小产权房困境和城镇保障房供给困境

均能得到极大缓解,也有助于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

①

②
③

④

郭松海:“合情合法合理处理好‘小产权房’问题”,搜狐焦点网,2012年3月4日,http://dl.
 

focus.
 

cn/news/2012-03-04/1817527.
 

html.
夏恩博:“农村闲置宅基地增多,退出机制不完善”,

 

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0月31日。
中国经济网:专家谈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小产权房应分类对待,2013年10月7日,http://cs.

 

loupan.
 

com/html/news/201310/1007003.
 

html.
国家关于小产权房规制的首次正式政策由2007年12月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提出,随后于

2007年12月30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明确
要求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任何涉及土地管理制度的试验和探索,都
不能违反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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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乡建设用地同价同权转换激励结构:产权共有与溢价捕获

  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变革必然牵连既得利益格局调整,在重组利益分配

改革进程中无法回避利益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纠葛,因此要保障城乡建设用

地同权同价顺利转换,应借鉴台湾等先行地区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构建产

权共有和溢价捕获的激励结构机制。
  产权共有政策适宜在宅基地改革中推行,主要面向农民宅基地上合法的

自建住房和2007年底之前已缴纳罚金且符合安全标准及规划的小产权房,具
体产权份额划分依据上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①。
  为鼓励宅基地尽快进行国有化转换,政府可在公开、自愿基础上建立宅基

地国有化改造共有产权改革试点;在建立国有建设用地商品房共有产权机制

之后同时实施溢价返还策略。通过计算改造前集体宅基地上房屋和国有建设

用地上商品房之间的溢价,按共有产权中的原房屋所有者所持比例提取溢价

额进行返还②;返还方式可采取货币支付或产权让渡两种方式;通过典型示范

效应带动宅基地房屋所有者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自愿报改,实现政府

溢价捕获过程,最终实现建设用地同权同价改革目标。如图3所示:

图3 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转换机制设计框架

①

②

若共有产权房屋使用者想变为房屋所有权者,则必须以市场价格向集体和政府回购相应产
权,再颁发商品房权证。

例如:一农民自建住房改造前市场价值为10万元,改造后市场价值为100万元,溢价应为90
万元,改造为商品房之后原所有者拥有房屋产权的比例应为10%,实行溢价返还政策后,由溢价和产
权比例计算的返还额为9万元,支付可采取货币与产权让渡两种方式。若采取后者,则相当于政府再
次让渡共有产权中政府持有的9%,如此原房屋所有者持有比重增加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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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
 

property
 

and
 

es-
tablish

 

transitional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constructing
 

the
 

transforma-
tional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onal
 

public
 

construction
 

land,
 

commercial
 

con-
struction

 

land,
 

and
 

homestead;
 

implementing
 

reform
 

measures
 

of
 

shared
 

ownership,
 

multiple
 

premium
 

payment
 

and
 

the
 

land
 

premium
 

capture;
 

pro-
tecting

 

the
 

rights
 

of
 

users
 

and
 

owners.
  Key

 

words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Same
 

Right
 

with
 

Same
 

Price Reform
 

Dilemma Implementation
 

Path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