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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农村土地制

度的巨大链条上，妇女既享有宝贵的制度资源，也受限于政策的性别中立立场; 妇女的土地权益既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框架

之下得以体现，也为家户所遮蔽。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充分认识妇女土地权益对于经济发展、基层民

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促使法律政策倡导下的资源分配做出有利于性别平等的转变，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过程中的男女平

等，是重新构建农村妇女经济角色、治理角色、文化角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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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reforms began in the countryside，where rural reforms started with reforms in the peasants' relationships to land． In

the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ural reforms，rural women's positions in the rural land systems have been affected both positively by women's

rights related policy and negatively by gender neutral land systems policy．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re overshadowed by the head of

household system although they can be established in the household lan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current ev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s，it is critical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land righ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ssroots democratiz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Moreover，the promotion of legal provisions for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shall help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Especially rural women's equality achieved with respect to not only their identity but also their contractual positions

shall be the inevitable pathway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economic roles，and their roles in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一、引言

性别平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已在国际社

会形成共识。然而，世界范围内妇女的经济劣势地位

仍未得到有效改善，表现为妇女劳动报酬低、拥有资产

少、承担大量无酬劳动和家庭照料等工作。妇女经济

赋权的劣势处境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1］。
由此，经济赋权依然是妇女赋权的关键［2］，妇女经济

赋权是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前提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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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妇女经济赋权衡量指标及相关学术研究中

较多关注城镇就业女性，对农村妇女经济发展缺少

体系化的评价指标，这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

和机会有限及农业劳动以家户为单位难以衡量不无

关系。相较城镇妇女而言，农村妇女发展与乡村社

会变迁以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为基础，而这一

切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妇女既受惠于农村土地制

度资源，也受限于相关政策的性别中立立场; 妇女的

土地权益既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框架之下得以体

现，也为家户所遮蔽。究其原因，在于承包经营权以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且家庭承包的主

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在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

背景及“从夫居”“娶进嫁出”的婚俗习惯下，农村妇

女的经济权利、资源获得、责任义务和经济作用的社

会评价往往因居住地变化引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的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

在身份的变与土地的不变、人的流动与土地的不动

之间，妇女土地权利处于易受损状态。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农业

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战

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提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及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总部署。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个五年规

划，提出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并确定了 3 项约束性

指标、19 项预期性指标以及 82 项重大工程、计划和

任务，以确保乡村振兴有序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农村

发展建设 在 新 时 期 的 新 方 略，产 业 振 兴、人 才 振

兴、文化振 兴、生 态 振 兴 和 组 织 振 兴 关 注 人 与 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辩证关系。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妇女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

系如何? 妇女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

量如何体现? 制度如何保障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妇女依法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作为乡

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推动者、建设者，农村妇

女的主体性如何发挥? 这些问题不仅是农村妇女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问题，而且是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

案所要回答的重要命题。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及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以

发展生产力、赋权于民为基本遵循。然而，城镇居民

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始终存在较大差距，财产性

收入差距尤甚。2015 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比为 12． 1 ∶ 1［4］(P29)。在未来仍有数亿人生活在

农村的基本判断下，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迫切需要调整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

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三权分置”为标志的新

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其指向就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

产权利，通过制度设计促使农民享有和发挥市场经济

主体身份，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获得财富增殖能力

和相应收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见图 1) 。
对于农村妇女而言，作为重要财产权的土地权

利属于经济、社会权利范畴，国家对此承担尊重、保

护和实现的义务。尊重的义务要求国家不干涉该权

利的行使; 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防止此种权利受到

第三人侵犯; 实现的义务要求国家为充分实现此种

权利采取适当的立法、司法、行政、预算等措施。只

有这三种义务全面充分履行，妇女的土地权利才能

实现［5］(P103)。然而，在家户与个体、权利和实现的碰

撞中，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 ( 权利起点) 、
土地资源使用和支配 ( 实现过程) 到权益受损后司

法救济的获得( 权利结果) 都存在性别差距，农村妇

女参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破除。
( 一) 家户本位以及过高的门槛: 成员权的认定

主体、认定方式对妇女的“制度性排斥”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确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机制，是党

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家庭经营是人类农业生产领域

延续最久并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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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设计的政策目标及基本逻辑

包经营制度实践证明的，对解放生产力最优的一种

组织形式，“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

地完 成 的。个 体 家 庭 开 始 成 为 社 会 的 经 济 单

位”［6］(P170)。家户是政府落实对家庭管理的单位，相应

的政府部门统计和社会福利都依赖于户籍来实现。
因而，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经济单位。包裹在家

庭之下的妇女土地权益以及村庄治理中的知情、参与

和决策，都存在保障不足和被系统性排斥的风险。
身份是农民获得相应土地权利的起点，是否获得、使

用和处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权和征地补偿费分配权等土地权利是建立在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家庭成员身份基础之上的，而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家庭成员身份也是相互交织，且

往往以某一时间节点户籍认定的家庭成员身份为主要依

据，因此，相较于男性而言，因婚嫁流动的女性在面临家

庭形态发生改变时，土地权益问题往往随之而来。
司法领域主流观点认为成员权包括自益权和共

益权，既具有身份性质，也体现财产特征［7］(P244)。然而，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取得和丧失并没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遵循。20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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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2005〕6 号) 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

配已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

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

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对于成员认定的主体，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事关

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属于《立法法》第四十二条

第( 一) 项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重大事项进行规定”①。
在法律缺位的条件下，“有法依法、无法依规、无规依

民”的身份认定机制往往不利于妇女权益的实现。
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的确认由村级组织完成，基本做法是县( 市)

委、政府依据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该省《关于稳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制定所在地区的

身份确认指导性意见，再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

议表决通过身份认定及劳龄登记办法，在“尊重历

史、兼顾现实”的原则下，依据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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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与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关系进行认定。然而，无

论是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还是与集体经济组织

利益关系，婚嫁妇女都处于不利地位，存在成员身份

认定不畅、农嫁女劳龄认定跨区域接续难以及认定

主体不一、身份认定结果或将引发争议等问题。
2018 年 5 月至 7 月，黑龙江省妇联在该省 106 个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度改革试点村共计发放电子问

卷 155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29 份，以期掌握黑龙江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中妇女的身份认定状况

及对自身土地权益的认知和维护情况; 8 月在黑龙江

省农产品流通女经纪人协会成员中发放电子调查问

卷。调查数据显示，男性人户分离比例为7． 3%，女性

人户分离比例为 13． 3%，包含了“现住本村，户口在外

地; 现住本村，户口待定; 户口在本村，居住在外地; 人

不在本村，户口也不在本村”等几种状况。经过新一

轮土地确权后，名下土地在原居住村的女性比例为

20． 3%。一方面，人户分离造成了农村妇女在目前生

活的集体经济组织身份认定困难，尤其在经济状况较

好的村，往往对农嫁女、离异女、招赘男设置较高的身

份认定门槛。例如，某村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与

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

且将土地承包权交还给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人

员”可以认定为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该村农嫁女

为例，假设其按照认定要求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

织，并将原居住村的承包地交回，而现居住村执行土

地静态管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势必造成

“两头空”的状况。又如，某村要求“已经将承包土地

交回户口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并按照现户口所在

地集体经济组织规定，缴纳了集体积累，经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同意的人口及其衍生

的农业人口”才能确定其身份，这多重门槛包括交出土

地、缴纳积累以及经得同意，难免有刻意拒绝之嫌，至少

与其标榜的“宜宽不宜严”的认定原则大相径庭。另一

方面，如果在原居住村认定了身份，但事实上又很难真

正参与到集体经济组织重大事项的知情、讨论和表决

过程，那么各项权利的实现还是存在现实障碍。
在司法理解和司法实践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司法部门支持以户籍为最基本

的认定标准，认为农嫁女( 入赘男)“既然其已脱离原集

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就表明其与原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集体生产、生活状态，不

宜认定其仍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则会

导致富村人口畸形膨胀，加大人口与资源的“负压差”;
同时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农

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是维持嫁农人员原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第三十条的规定不能成为确定‘农嫁

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7］(PP248－250)。

此外，在劳龄认定方面，尽管试点村男女劳龄认定

标准一致，但由于女性因婚姻流动而存在事实上在两

个或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的现实情形，往往女

性劳龄在所属集体经济组织中只体现其为集体劳动的

某一段经历，相对于同龄男性，存在劳龄短且跨区域无

法接续的问题，在折股量化时难免因劳龄短导致个人

股所占份额低，在未来集体收益分配时利益受损。
( 二) 权的归属与利的实现: 法律文本落地难，

制度支撑乏力

有权才有利，权能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妇女的土

地权利。尽管维护和保障妇女土地权益是政府承诺

和主流价值主张，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 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 为核心的

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通过户际之间的强竞争性，激励农户增加投

入、促进生产，而非性别平等。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以家庭成员是

利益共同体为基本逻辑前提。户内成员共同共有而

非按份共有土地权益，对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分
配机制是否存在性别不公和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

通过随后各项法律法规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和倡

导来实现。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法律法规与

当下司法实践中形态多样的纠纷之间存在法律滞

后、衔接不畅、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平衡的矛盾，

妇女权利和实利之间仍有较大可完善的制度空间。
1． 法律法规政策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妇女有平等的农村土地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征地补

偿费分配权以及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尤其在 2018
年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新

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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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明确了妇女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关系。《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婚时，对夫或者妻在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

护。平等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征地补偿费分

配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以下简称

《妇女权益保障法》) 和《民法典·物权编》中有明确规

定。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五十一和五十二条、《民法典·物权编》第二

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

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遭受侵害

时，有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除法律法规外，国家颁布的有关政策和指导性文

件中对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也有具体规定。2001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

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强调了男女平等、基本保障、
不得歧视离异妇女和司法救济四个原则。2009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

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法发〔2009〕37 号) 第七条

指出“要依法充分保护农村集体成员特别是妇女、儿
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2014 年，农业部、
全国妇联《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过程中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会谈纪要》中达成三点共

识: 确保权证和登记簿上有妇女名字; 鼓励妇联参加

各级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要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充分考虑婚

嫁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强调“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

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保障好农村妇女的

土地承包权益”。以上法律法规及政策意见在由文本

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

过程中，往往因衔接不畅、缺乏刚性约束而大打折扣。
2． 法律法规实际执行中的艰难处境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黑龙江省的数据

显示，农业户口妇女自己名下没有土地的比例为

11． 6%，其中因结婚、再婚失去土地的妇女约为 1 /4
( 24． 3% ) ，是男性的 10． 6 倍。在 2018 年黑龙江省

妇联“土地确权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村妇女合

法权益维护状况”调查( 以下简称“黑龙江妇女土地

权益调查”) 的 1429 位受访者中，13． 7%的受访者表

示“本人名下没有土地”，其中女性占 86． 7%，因结

婚 /再婚 /离婚 /丧偶导致名下无地的受访女性比例

为 21． 6%。无地女性获得相应补偿或收益的比例

为 62． 5%，低于男性 4． 2 个百分点②。
现实生活中，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农嫁

女作为原家庭成员，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娘家，客

观上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名下土地的占

有和使用，在分割实际收益时，无论是农嫁女自身还

是娘家其他家庭成员都存在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家

庭利益共同体的认知，从而难以主张自己的土地收

益; 如果在嫁入后以夫家家庭成员身份获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则存在婚姻变动户籍调整时土地承包经

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分割难的状况。
第一个难点是进行实物分割 还 是 价 款 分 割。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夫妻共同享有承包经营

权，在离婚时应当进行分割，如果离婚时未进行分

割，离婚后一方主张确认其承包经营权的，审判机关

应予支持［8］(P17) ，即主张实物分割。《民法典·物权

编》第八章第三百零三条和第二百零四条中规定，共

有财产分割原则为当共同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分割

时，可以请求分割，分割时可以采用实物分割或对折

价、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等方式。在现实生活中，

对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地块进行分割的情况往往因易

导致土地碎片化而较难获得发包方同意，也因土地

承包经营权需经由自耕或转包等方式产生相应收益

才为可供分割的价款，故而在两项法律的理解与适

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从而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
第二个难点是对法律政策条文以果为因的错误

理解。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例，“承包期内，妇女

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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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承包地”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效果往往是嫁入村以

此为由拒绝分配承包地，在人多地少、土地压力较大

或者经济积累较多的富裕村庄尤为如此。此外，农嫁

女作为“新增人口”，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

政策要求下，一般在嫁入村很难实际取得承包地，但

这并不妨碍其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应享有

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分配权等

集体权益，但在面临分配时，村民自治过程往往以农

嫁女没有承包经营权为由，拒绝为其分配收益。
妇女寻求司法救济时同样障碍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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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2005〕6 号) 第一条第二款指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解决”。关于农嫁女面临“两头空”的处境是否属于

法院受理范围，只能按照各地法院的不同理解来执行。
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同

样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一户一宅制。女性的宅基地

使用权包裹于家户之中，有名无实，主要体现在: 缺乏

主体地位、难以获得征用补偿以及在离婚财产分割中

难以主张权益。因宅基地使用权通常分男不分女，使

用权证上往往登记男性名字，女性的作用仅为宅基地

确定面积时的影响因子［9］(P120) ，且与房屋产权证不同，

使用权证没有权属证明，难以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实

际分割，故而在以往农村离婚案件中，法院往往因缺

乏判决依据，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女方分割

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有研究表明，离婚妇女分得宅基

地的比例不足 3%［10］(P90) ，在当前宅基地无法流转的现

实之下，农村离异妇女往往面临“房无一间，地无一

垄，钱无一分”的生存困境。另外，随着宅基地“三权

分置”改革的持续推进，妇女的宅基地权益问题不再

仅仅是“住有所居”的问题，更是作为财产权利的保障

问题。随着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撤镇建街的城市化

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宅基地被征用，拆迁补偿

款也随之水涨船高。相对于土地产出而言，补偿款可

谓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因为女性宅基地使用权的

有名无实，农嫁女往往既拿不到娘家的拆迁补偿款，

婆家的征地补偿也没有分得，妇女合法权益受损，经

济附属地位无形之中被强化，使得妇女在家庭关系、

村庄公共治理中持续居于边缘弱势地位。
( 三)“不清楚”: 游走在村庄治理边缘的农村妇

女公共事务参与不足

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股权设置、
规范管理全过程的知情和参与是未来管好集体资

产、实现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也是实现妇女

赋权、激发权能的必要途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如果缺少社会性别视角

的审视和性别友好的暂行特别措施，是很难创造、提
供有利于妇女激发权能的空间和条件的。

黑龙 江 妇 女 土 地 权 益 调 查 发 现，1 /6 以 上

( 17． 5% ) 的受访妇女表示自己的“名字已经 /即将登

记在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的承包方代表栏”，而男性此

项比例为 54． 6%。值得关注的是，有近 1 /3( 31． 6% )

的受访妇女表示对此“不清楚”，42． 7%的受访妇女不

清楚“目前所在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到哪个阶

段”，28． 8%的受访妇女不清楚“你们村的出嫁女，她

在娘家的承包地如何处理”，36． 8% 的受访妇女不清

楚“你 们 村 的 离 婚 妇 女，她 的 承 包 地 如 何 处 理”，

55． 3%的受访妇女不清楚“你们村出嫁女离婚后又回

到娘家，她的承包地如何处理”，29． 5%的受访妇女不清

楚“你们村丈夫去世且没有再婚的妇女，她及其子女的

承包地如何处理”，且上述各项的比例均高于男性。

在村庄治理中，当前村“两委”中女性比例低、
农村女党员比例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低的状况

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女性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的

机会、过程、结果仍不平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涉

及农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各项土地权益以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民主”程序，按照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这些村庄中的权利边

缘个体往往被“缺席审判”，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权

益就此无偿成为其他村民的利益。而且，因侵权行

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导致农嫁女、离异

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处置过程十

分艰难，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被侵

害的利益群体缺少制度性的保护与救济。当村规民

约侵害到妇女土地权益时，面对求助的妇女，相关部

门也常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如果通过司法途

径，法院又常以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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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为由拒绝; 如果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又以村

委会与村民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村委会不能成

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为由拒绝。妇女告状无门，只能

再转而寻求乡镇领导和信访部门，而基层政府对村

委会的土地自治权利又缺乏有效的行政约束，导致受

损群体维权的主要方式变成逐级甚至越级上访，在经

过层层转批后最终仍不免回到村庄场域内协商解决。
三、思考与展望

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的振兴，更是农民的振兴。
尽管当前实际驻留于农村的妇女数量大于男性，但这

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以及妇女参

与公共治理的机会、意愿和能力的增长。农村妇女实

现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的过程存在结构性障碍，需要

在土地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强化妇女的实体性和

程序性权利，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战略中通盘考虑，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充分考

量妇女主体性的发挥。没有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撑，没

有妇女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决策权的保障，难以撼动村

社场域以男性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难以从根本上改

变妇女在村庄自治过程中的依附地位和缺席状态。
( 一) 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

面应完善政策衔接，及早立法

近年来有关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性表述较

多，但缺少有效衔接。如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

第二十三条规定: “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村‘两

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

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

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2016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 中发〔2016〕37 号) 第十二项规定: “有需要且条件

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

事务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2019 年《中国共产党农村

工作条例》第三章第十九条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

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班子

成员交叉任职。”对于剥离还是合一，仍缺少法律的

明确表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党组织、村
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明晰，由不同主体认定成员身

份的状况普遍存在。为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早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

入国家立法规划，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吸纳妇联组织的

意见和建议，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定主体、组织

架构、成员身份( 尤其是农嫁女、入赘婿、离异女等群

体) 认定标准、权利责任关系等做出明确规定，避免村

民自治背景下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现象的发生。
( 二) 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共

有属性，维护妇女意志和主张

经 2018 年第二次修正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对农户内家庭

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及相应权证

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的

规定，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承包农户内具有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的共同共有关系。现有

土地承包关系不以户内人口增加、家庭结构变化而

改变，妇女在户内的合法权益在面临分家析产、离婚

分割时需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程序。当前，《妇女权益

保障法》修改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均已相对成熟，

建议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在“财产权益”章及

“婚姻家庭权益”章关切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

用权等妇女合法土地权益，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
《民法典·物权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衔接。
同时在土地确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过程中鼓

励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方代表人栏体现夫妻

双方名字，鼓励土地流转合同是夫妻共同签名生效，

以制度维护家户中被遮蔽的妇女的意志和主张。
( 三) 司法救济方面，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

调解和仲裁工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并倡导性别配额

建议在修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时，在第十三条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中“农民

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不得少于组成人员

的二分之一”，以及在全体组成人员选举产生的主任、
副主任的规定中有关于性别配额的相关倡导，如女性

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同时，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

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情形外，在经

得双方同意后，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在村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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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赋权过程不应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被动灌输和

给予的，而应是由内而外产生的，同时可以通过政策引

导、行政手段创造条件。在村开庭的过程也是普法的

过程，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妇女通过实

际案例更好地了解土地政策、明晰个人合法权益。
( 四) 将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约束性指标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保障妇女对村庄重大

事项的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权利

性别平等、男女共建共享美丽乡村是促进乡风

文明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当前村级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仍然较低，妇

女缺少对公共事务和村庄重大决策的知情、参与、决
策和监督的机会，妇女权益易遭受侵害。建议将农

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各项指标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 2022－2026 年)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倡

导性别平等，持续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村妇女政治

参与，继续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推进比例配额的

暂行特别办法，鼓励妇女更广泛地参与村议事会，发

挥村级妇联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

度，为妇女合法权益发声，为村庄女性权益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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