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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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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妇女来讲，土地

是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

首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在探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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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土地分配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

行为习惯以及一些民间规范，特别是村规民约的影

响，加之我国部分法律和政策缺乏明确的性别意

识，导致农村妇女各类土地权益频受侵害。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从法学层面来讲，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指农村

女性居民基于集体土地之上所享有的各类权益，包

括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集体经济组织收益

分配以及集体土地的征收等方面的各项权益。据全

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承包责任田的分配

与调整、宅基地分配、集体土地的入股分红、集体

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最容易受

到侵害的几个方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

以及《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

知》和《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 试行) 》 ( 法释 〔1999〕15 号) 》的相

关规定，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包括: 土地承包

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

权; 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益权。可见，根据我国相

关法律规定，妇女应当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权益

及附着在土地之上的一切权利，但现实情况是，妇

女依法应享有的土地权益遭受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

的侵害。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状况可以表述为，

法律规定平等而现实情况不平等，已有规定的起点

公平而实施的过程不公平。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普遍

丧失

据统计，婚姻关系的变化是致使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受侵害的关键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 出嫁。

农村妇女出嫁后，原有的集体组织不再保留其成员

权，就不再享有与土地相关的权益，而嫁入的集体

组织也由于遵循现有土地政策保持土地承包现状而

不增加。如果农村姑娘嫁于城镇居民，则多数农村

姑娘往往人户分离，在嫁出地其相应的土地权益也

得不到认可，在嫁入地亦无法享有城镇居民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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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离婚、丧偶。农村的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其土

地权益十分容易被侵犯，她们往往因为婚姻状况发

生变化而被集体经济组织强行注销或迁移户口并收

回承包地。因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妇女土地权

益的损害均是由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造成的。此

外，宅基地使用权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资格

之上，虽然法律规定农村居民无论男女都平等地享

有宅基地使用权，但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对妇女宅

基地使用的性别歧视。许多地方除非女方 “招婿”

否则宅基地分男不分女，或者要求女性居民另外交

钱。因此，未婚女性依附于父亲所有的宅基地，已

婚女性依附于丈夫所有的宅基地，而在她们出嫁或

者离婚后，却无法主张自己的宅基地权益。

( 二) 土地征用补偿利益受损

各级政府虽然在征地补偿安置过程中明确要求

要执行男女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损害、剥夺农村

妇女应享受的土地权利。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由于各地、各村的执行标准不尽一致，仍然有种种

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各类事件发生。例如，有的村

以“地”为标准分配补偿款，有承包地就有分配

权，无承包地则没有分配权; 有的村以 “户口”

为准分配补偿款，有户口的就有分配权，无户口的

则没有分配权。而对于 “农嫁居”妇女和离婚妇

女规定不发或少发土地征用补偿金。外嫁妇女的土

地征用补偿权也时常因在娘家村和婆家村均得不到

认可而两头落空。

( 三) 其他村民待遇无法实现

虽我国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遵循 “妇女与男

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原则，但受传统男尊女卑观

念的影响，仍存在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而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村妇女，其参与集体经济

组织的就业、补贴、分配、收益等待遇也很难实

现。此外，农村妇女在参加村内民主选举、参与村

内事务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困难，这就使得农村妇女

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很难通过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

等渠道反映并得以及时解决。

三、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原因分析

( 一)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导致妇女个人权利掩盖在

家庭权利之下，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 “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牵

制。传统观念致使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忽视，造

成女子与男子的差别待遇。同时，婚后 “从夫居”

仍是现在农村主导的婚姻模式，普遍认为农村妇女

在结婚后应该从娘家村将户口迁出，而参与娘家村

的土地分配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已婚妇女尤其是

“嫁农女”如不迁出户口，往往会遭到本村大多数

村民的排挤。当妇女离婚或者丧偶后其土地权益往

往变得更为尴尬和被动。二是妇女权利意识不强。

农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的法律宣传教育和贯彻执行均不到位，许多妇女

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应当拥有土地权益，而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导致农村土地

纠纷增多，矛盾日益复杂。

( 二)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如前所述，我 国 法 律、法 规 特 别 是 《宪 法》

《婚姻法》《继承法》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均

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对于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

办法并未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其一，对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不明确。由于现有法律规定过于

笼统，导致现实生活中具体执行标准混乱不一，有

以出生地为标准的，有以居住地为标准的，有以户

籍地为标准的，有以履行义务地为标准的，也有以

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为标准的，统一标准的缺乏直

接导致各地在权益分配问题上无依而从。其二，相

对稳定的土地承包政策与现实需求不符。“三十年

不变”和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

策不仅与 “男女平等享有各项土地权益”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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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相冲突，也直接导致各村的新增人口很难再分

到土地。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许多妇女出嫁后其责任

田仍然留在娘家村的情况，而这种人地分离的状况

使得农村妇女的相关土地权益更难以实现。其三，

对于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和经营权利规定不明确。

在我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土地承包，这就造

成许多出嫁女留在娘家的权益也无法得以保障。其

四，现有土地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规定缺乏相应的

处罚依据，使得已有法律规定在许多农村地区形同

虚设无法落实。

( 三) 村规民约缺乏监督

所谓村规民约是村民针对本村各项事务所制定

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制度，所有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共同遵守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可

以说，村规民约是实现 “村民自治”的一项民主

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也确实保障了村

民的民主权益，推进了村民自治，取得了很显著的

成效。但问题的关键是，大多数农民仍未完全摆脱

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其文化素养和法律意识仍

有待提高，并且相应的引导、监督、问题查正和违

法处理等综合机制也不健全不完善，这就使得村民

自治缺乏坚固的文化基石和制度保障。所以，在具

体的执行和落实过程中，村规民约与我国现有法

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成为基层政府

部门治理农村的一个制度性障碍。甚至部分村级干

部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在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

题时，以尊重 “村民自治”为由，将村规民约置

于国家法律之上，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 四) 缺乏有效地救济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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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取得土

地承包权和征用土地补偿费分配数额方面的诉讼法

院依法不予受理。大部分妇女土地权益案件都是土

地承包权被剥夺和不发或少发土地征用补偿费的问

题，这就导致此类案件受理难，妇女关于土地权益

的利益诉求无法得以实现。而法院受理的一些农村

妇女村民资格确认的案件，因其判决不具有执行内

容，村委会仍拒绝给予这些妇女村民待遇。还有一

些案件法院虽已判决，但土地、拆迁补偿费已分配

完毕，村委会又没有独立的财产，导致判决难以执

行而落空。此外，行政调解是由政府介入，可以调

解是解决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是最为有效

的途径，但却往往因为调解缺乏强制力，进展困

难，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议

( 一) 消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爱护妇女、保护妇女

的良好环境氛围。加大对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

规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强对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

剔除农村 “男尊女卑”和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

念。逐步广泛的推进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

律法规的专门培训。特别是提高对乡镇领导干部法

律意识的培训教育，引导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正确把

握国家法律规定，杜绝村民自治与国家法律法规相

违背，使村民自治实现法治、民主、平等。此外，

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应发动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法律学

习和宣传活动，让农村妇女充分认识国家法律赋予

的各项合法权益，培养妇女的法律意识，提高妇女

的依法维权能力，使其能够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 二)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如前所述，现有法律法规过于笼统原则，当务

之急是要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细化。以解决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各项问题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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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着重解决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集体收益、

土地征收和征用补偿费分配等方面的各项权益纠纷

问题，重点解决因自身婚姻关系的变化而致使妇女

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各项问题。专门针对侵害农村妇

女土地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监督纠正、司法救

济途径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并在现有的制度框

架体系下配套出台一批地方性法规，从法规政策上

完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措施。

( 三) 规范村规民约

其一，事前备案制度。首先，加强对村规民约

备案前的指导检查，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其

次，尽力从源头上解决村规民约违法、违规，侵犯

村民合法权益的问题。在各项村规民约的初步制定

阶段，基层政府部门应当依照我国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草案所涉内容逐一严格审查，对违反国家各

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一律不予提交村民大会

进行表决。其二，执行监督制度。基层政府部门对

表决通过的村规民约在执行过程中要加强监督，对

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内容

一经发现必须及时予以责令纠正。其三，事后救济

制度。村民对政府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对政府的这一行政处

理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在完成对村规民约合法

性的审查的同时依法保障实现村民自治。通过以上

三种途径共同维护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此

外，还可以加强对优秀村规民约的宣传和推广，通

过积极的示范效应逐渐剔除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村

规民约。

( 四) 保障妇女参与权

知情 权、表 达 权、参 与 权、监 督 权 是 我 国

《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在当前农

村，妇女的这一系列权利很难得以实现。在我国由

于妇女的参政比例较低，尤其是农村妇女进入村民

委员会、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等此类基层权力机构的

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而本文所提及农村妇女的土地

权益的实现往往要通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大会

而得以实现，因此涉及各项土地利益分配的规则制

定和制度落实中，农村妇女由于参与权的缺失其知

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相应无法实现，使得农村妇

女的各项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这就造成

农村妇女的土地利益分配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

位，其合法土地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这就急

需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农村妇女在基层权力

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的代表比例，以实现农村妇

女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其能够

通过正规渠道有序保障自己的各项土地权益。

( 五) 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其一，强化地方政府部门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

障责任。由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能否得以保障和土

地权益纠纷能否得以解决直接决定的一方的安定与

和谐。所以，基层地方政府部门在面对农村妇女土

地权益问题方面，应当采取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

应当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和

态度去关心农村妇女真正的疾苦，彻底改变现有的

政府忽视、社会排斥、群众漠视的状况，加强经常

性指导，依法查处农村妇女土地合法权益引发的各

种矛盾，明确态度，及时调处和化解，维护好农村

妇女的土地权益。其二，重视农村土地权益纠纷的

司法解决路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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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而引发的各类案件，均按

照行政案件予以受理，积极进行调解，作出合理判

决，切实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及相关的经济利益

不受侵犯。保障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地

位和相同各项土地权益，并结合实际，通过法院判

决的形式支持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其三，设

立物质救助渠道。制订解决农村妇女因土地权益被

—131—



侵犯而致使其生活困难的临时救助办法，缓解其与

政府的对立情绪。强调各级乡镇政府对集体经济组

织工作的指导协调作用，特别是在村和村民小组制

订土地承包和相关利益分配方案时，引导和帮助集

体经济组织制订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并可以事先预

留适当份额以便对事后土地权益受侵犯的群体给予

相应的补偿。其四，开拓多元化权利救济渠道。诚

如英国法谚所言: “无救济即无权利。”可以通过

建立农村妇女维权中心、开通农村妇女维权热线的

方式，将农村妇女的困境切实反映给相关部门并为

其提供相应援助。此外，可以发挥非政府组织维权

组织的作用，利用这些组织的特殊地位和优势提供

援助。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对

于广大农村妇女而言更是其生存、发展之根本。保

障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权益不仅关系到

妇女地位的平等、各项权益的实现，同时也关系到

我国和谐社会、法治国家的构建。妇女作为被特定

保护的群体，其平等权的实现既应当享有一般主体

的权益又应当享有特殊主体的权益。妇女土地权益

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单依靠国家和政府，也不能仅

仅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不能让个人担负起全

部责任，只有国家和政府的重视、集体经济组织的

认可、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能使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借助于最初的 “起点公平”发展到 “过程公平”

从而进一步达到“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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