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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农民农地承包权有偿退出机制探讨*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的政策讨论

王常伟 顾海英

摘 要: 为了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及推进城镇化，我国已开始探索农地承包权的

有偿退出，但当前的农地退出主要指向离乡进城农民。本文在微观调查以及相关经验分

析的基础上认为，老年农民也应成为农地承包权退出的目标群体，并进而提出了“以承包

权补充养老”的政策构想。调查表明，老年农民不但存在一定的退地意愿，并倾向以农地

换保障，实施“以承包权补充养老”，不但可以降低退地的社会风险，还可以适当照顾老年

农民生活。本文还进一步对该政策构想的具体推进及相应配套改革措施做了分析，特别

是建议成立农地银行及明晰户内农地承包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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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农地改革的深入，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已提上议程。2015年出台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指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充分尊重农民意

愿的基础上，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稳妥开展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引导有稳定非农就业收入、长

期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中可以看出，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政策

的指向主要为“有稳定非农就业收入、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户”，该部分农户已不存在对农地

的依赖，通过退出农地承包经营权，不但可促进农地的适度集中，也因应了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为

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条件。而从另一层面来看，另一个可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目标退出群体也应

纳入政策考量之内，即老年农民。在我国，一方面农业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老年农民的

子女通过升学就业等途径，已在城镇地区安家落户，农地面临谁来继承的问题，另一方面，部分老

年农民之所以高龄务农，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计压力，在我国对老年农民保障力度相对不足的条

件下，以农业生产维持生计成为老年农民无奈选择。因此，正视我国农业经营老龄化趋势以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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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民养老保障需求，进一步激活农地权能，探索“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可以作为我国承包经营权

退出的一个重要路径。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符合条件的老年农民以退出农地承包经营权为

前提要件，换取一定的养老保障津贴。之所以强调“补充养老”，主要是基于我国农地细碎化配置

的现实考虑，平均来看，我国老年农户的承包耕地面积有限，完全依靠“以地养老”或还不现实，在

国家逐步提高农民基础养老补贴的条件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目前仅能作为老年农户养老的补充，

或是农户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尽管如此，面向老年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退出政策，对于促进农地

适度集中以及提高老年农民福利，仍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农户退地意愿调查以及国外经验借鉴

的基础上，提出“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探索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新路径，既正视了农地的保障

功能，也正视了农地的财产功能，既可促进农地的适度集中经营，又可照顾老年农民生活，不失为

一举两得之策。

一、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提出的背景

（一）农地经营的细碎化，对承包农地的退出提出了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于人口的承包农地均分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有效促进了农业

生产率的提高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农地经营的细碎化。随着农业劳动生产条件的改

变、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以及非农就业收入的提高，农地细碎对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增长的

约束越来越明显。当前，我国2.2亿农户户均农地经营规模不到0.6公顷②，95%的农户经营面积小

于1公顷，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数据中，我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最小③。经营规模的细碎在一定

程度上扭曲了农地与劳动力的配置，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目前，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已基本高于国际市场水平，面对贸易自由化的趋向，农业的现代化已成为

我国“新四化”的短板。为了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增加从农收入，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已

成为必然要求，政策在促进农地流转的同时，开始探索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议题。而从国外的

经验来看，农地的退出一是面向离农进城者，二是面向老年农民。因此，我国也应重视引导老年农

民退出农地承包权，以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二）农业经营的老龄化，对专业农民提出了需求

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承包权，不但可以释出更多农地，而且还可以因应农业的老龄化。农

业老龄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对体力的要求越来

越低，但现代农业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技术与经营，有研究表明，老年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

一定的弱势，或将会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④。当前，我国农业老龄化的现象已非常突出，其中重要

的原因便是由于工农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年轻农民不愿从事农业，而农业收入之所以较非

农收入低，农地经营规模有限是重要的约束条件⑤。通过激励老年农民退出承包经营权，一方面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老年农民从农比例，另一方面，可以将退出的农地向年轻农民、专业农民配

置，特别是结合相应农业政策，支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三）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薄弱，对以地养老提出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对于农民的保障更为薄弱。2012年，我国实现了农村养老

保险普惠制度，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农村老年农民，每月可领取55
元养老金，尽管金额不高，但对农民来说效用却很高。另外，尽管我国目前也已推出农村社会养老

①Lin J Y.,“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 , 1992, pp.34-51.
②韩俊：《农业改革须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经济日报》2014年8月7日。

③FAO,”The State of Food and Apiculture 2014”, Innovation in Family Farming, Rome, 2014.
④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⑤叶春辉、许庆、徐志刚：《农地细碎化的缘由与效应——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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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农民可在年满60周岁后依据缴费额领取养老金，在现有生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农民主

动投保的思想意识与积极性还不高，国家也没有财力大幅提高普惠制的农村保障，因此，绝大多数

老年农民不得不依靠农业生产获取相应收入。从农民个体来看，拥有的农地承包权并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权能，经营权的流转租金收入并不能完全体现农地的财产权能，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农地

变现的功能较弱。在此条件下，以农地承包权换取相应养老补助，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老年农

民的养老需求，又可以促进农地的再配置。

二、老年农民对农地承包权有偿退出的主体需求

为了了解我国老年农民承包农地退出的意愿，考察制约老年农民承包农地退出的因素，特别

是考察老年农民承包农地退出的补偿诉求，进而了解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的需求，课题组联合上海

农业委员会，于2015年12月对上海、江苏以及浙江农户进行了调查，共计获取有效样本1208份，其

中上海样本占81.9%。调查样本中，35岁以下样本占14.40%，35岁到44岁的样本占25.17%，45岁
到60岁的占41.56%，而大于60岁的老年农户样本占总样本量的18.87%。

从样本农户承包农地退出意愿来看，34.85%的被调查农户明确表明愿意退出农地承包权，

41.64%则表示不愿退出，可见总体上样本农户存在一定的承包农地退出意愿。从不同年龄承包农

地的退出意愿来看，相对年轻农民，尽管60岁以上老年农民承包农地的退出意愿稍低，老年农民中

51.75%的表示不愿意退出农地承包权，但也应该看到，仍有31.14%的老年农民明确表示愿意退出

承包农地，甚至高于35-45岁组农民，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条件下，老年农民中仍有部分愿意退出

农地承包权。农户之所以不愿退出农地承包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是对农地存在较强的依赖，

农地经营还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推论。在样本的职业状况中，60岁以上

老年农民务农的比例高达60.96%，半农半工的为18.86%，与之相对应，35岁以下样本中在家务农

以及半农半工的仅为 2.30%和 11.49%，从这一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农地还是老年农民的重要收入

来源，这必然会影响其退地意愿。

表1 农民年龄、职业状态与退地意愿（%）

年龄

35岁以下

35-45岁
45-60岁
60岁以上

退地意愿

愿意

37.36
29.93
38.65
31.14

不意愿

35.63
39.80
40.24
51.75

不好说

27.01
30.26
21.12
17.11

职业

在家务农

2.30
9.21
25.90
60.96

半农半工

11.49
29.61
36.06
18.86

非农就业

62.64
43.09
23.71
13.60

其他

23.56
18.09
14.34
6.58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意在充分发挥农地的保障功能，解决老年农户退地后的生存风险。为了了

解老年农户对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的潜在需求，调查中对样本农户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补偿诉求进行

了考察，补偿选择共给出了五种选项，分别为：“一次性的经济补偿（每亩流转价格×承包总面积×剩
余承包期年数）”、“在上一选项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定的钱款额度”、“一定的补偿（少于第一选项），

以及全家人获得镇保”、“一定的补偿（少于第一选项），以及解决家人就业”和“一定的补偿（少于第

一选项），以及全家人获得镇保，以及解决家人就业”，其中第一和第二选项为纯经济补偿，在此归

为一类。调查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选择纯经济补偿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35岁以

下的样本中，59.88%的选择了纯经济补偿，35-45岁的农户中，48.14%的样本选择了纯经济补偿，

45-60岁的样本中，44.74%的选择了纯经济补偿，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农户中，仅有30.36%的选择

了纯经济补偿，大部分则选择了在经济补偿的基础上给予一定保障。这表明老年农户更期望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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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权换取相应长期生活保障。

表2 不同年龄农民承包农地退出的补偿要求（%）

35岁以下

35-45岁
45-60岁
60岁以上

经济补偿

59.88
48.14
44.74
30.36

经济补偿+社保

9.58
11.19
13.36
12.95

经济补偿+就业

1.80
3.05
2.83
0.89

经济补偿+社保+就业

28.74
37.63
39.07
55.80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由于老年农户对农地存在较强依赖，相对中青年农民，老年农民承包经营

权的退出意愿相对较低，但在不考虑其他条件下，仍有31.14%的老年农民明确表明愿意退出农地

承包经营权。而从农地退出的补偿诉求来看，相对于年轻农民，老年农民更倾向选择保障性补

偿。综合来看，只要解决农民退地后的生存压力，老年农民将存在一定的退地意愿，以承包权补充

养老顺应了老年农民退地的补偿诉求，存在一定的需求基础。

三、激励老农有偿退出农地的相关经验

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不但可以减缓农业的老龄化，还为农地向专业农民配置提供了条件，

对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粮食安全都有着积极影响，存在较强的外部性，因此

很多国家(地区)都对老年农民的农地退出给予一定的激励，相关做法可以为我国实施以承包权补充养老

提供一定的经验。

（一）欧盟老年农民提前退休计划

欧盟国家农民一般具有较好的保障体系，纳入保障体系的农民年满60或65岁，便领取相应年

金。但是，为了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很多欧盟国家均将申领年金资格与离农要求相挂钩，如德

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芬兰、波兰等欧盟国家，在农民老年年金的给付要件中，加入强制性的老

农退休离农条款。因此，老年农民为申领老年年金社会保障，需要将其农地或农场移转给青年农

民接手经营，或是转交给有助于扩大农场经营规模其他农民来经营①。除此之外，欧盟还基于共同

农业政策，实施老年农民提前退休计划，通过激励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营，促进农地向年轻农民转

移②。由于欧盟各国已普遍实施老年年金制度，故65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并非提前退休计划的施政

对象，老年农民提前退休计划主要面向55岁至64岁的农民。

早在欧共体时期，即已颁布实施第72/160/EEC号指令，指示各会员国必须针对55岁至64岁之

间，以实际务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在改善农业结构的前提下，以年金给付补助的方式激励中老年

农民离农，并重新配置释出的农地来扩大农场规模与促进农场经营现代化。之后的欧盟理事会第

1257/1999号规章与第 1698/2005号规章，将老年农民提前退休的补助机制，列为乡村发展政策的

重要施政工具③。当前，欧盟共有1200万全职农民，年龄在65岁以上的占31%，35岁以下占9%，老

龄化趋势明显，2013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在继续推进老年农民提前退休计划的同时，加大

了对新获取农地青年农民的支持，以让年轻人能够顺利进入农业。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主要以奖励

或补助的方式推进农民提前退休计划，一方面促进老年农民释出农地，另一方面则将农地交给符

合条件的受让者。以1698/2005号规章为例，对补助的对象、农场转让者资格、农场受让者资格及

①王俊豪：《欧盟青年农民培育措施与辅导模式》，台湾农村经济学会，2015。
②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698/2005- On Support For Rural Development By The European Agricul⁃
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 (Eafrd),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5.9.
③王俊豪：《欧盟农民提前退休政策简介》，台湾农村经济学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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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政策等都作为较为详细的规定（见表3）。

表3 欧盟农民提前退休计划（2005）

补助对象

农场转让者

补助资格

农场受让者的

补助资格

补助年限与

补助额度

包括农场经营者与农场工作者（含雇农与帮农家属）两类对象

离农要求：农场转让者必须停止所有商业性的农场经营活动。

年龄限制：农民必须年满55岁，但未达法定退休年龄；或是申请时年龄不得低于法定退

休年龄10岁者。

务农年限：申请者至少须具备10年以上的务农年限。

青年农民：农场受让者为新创业的农民时，农场继承者必须为 40岁以下第一次创业的

农场主；具备适当的职业技术与竞争力；提交农场经营活动发展的商业计划。

扩大原有农场的规模：接管的农民年龄必须低于50岁；或法人团体在接收农场后，必须

能扩大原有农场的规模。

青年农民创业：55000欧元。

每位农场转让者每年补助18000欧元，但补助总额不超过180000欧元

资料来源：Council Regulation (EC) No.1698/2005.

从老年农民提早退休补助措施的实施成效来看，2007至2010年间，欧盟各国政府共支付19.2
亿欧元公共经费预算以推动中老年农民提早退休补助计划，总计有19782件提早退休补助申请案

通过审核，计划受益人数为19199位中老年农民。这一计划已有效地释出29万公顷的农地资源，

大幅提高了青年农民创业取得农地的机会①。

（二）韩国老农提前退休及农地年金计划

韩国农业环境与中国类似，也面临着农地经营细碎、老龄化加剧等现象，为了促进老年农民释

出农地，并支持专业稻农的发展，韩国基于农地银行实施了老农提前退休计划以及老农津贴计

划。韩国于1995年开始实施培育专业稻农政策，1997年开始推动老农提前退休计划，2011年开始

推动农地年金计划。由于韩国政府于2005年成立了农地银行系统，目前老农提前退休计划以及老

农津贴计划均由农地银行具体操作。

老农提前退休直接给付计划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对拟移转农地老农进行补助，激励其转移农

地，从而为专业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提供条件。根据规定，65至70岁的老年农民，并且有连续10年
的务农经历（如果农民生病或因为意外不能经营农场，8年经验即可），可以申请参加该计划。老农

提前退休直接给付计划对农地的转移对象也作了明确限定，农地需出售给年龄60岁以下的专业农

民，或45岁以下至少有3年务农经验的一般农民，另外，农地也可出售或出租给农地银行。老农提

前退休计划的直接给付金额为每年3000美元/公顷，上限为2公顷。领取年限由6年（70岁农民）至

10年（66岁或更年轻的农民），给付金可以月领。

农地年金计划是韩国促进老年农民释出农地，同时给予老年农民相应养老补偿的又一计划。

夫妻均超过65岁，有5年以上务农经历，并且农地少于3公顷的农民，可参加该计划。农地价值由

农地价格以及农地面积决定，年金可以限期（5年、10年、15年）或是终身两种方式领取。年金给付

根据农地价值和农民年龄确定。另外，已参加农地年金计划的农地，当年轻子女想继承时，亦可进

行赎回。

从韩国两种以农地补充养老计划的实施效果来看，截止到2014年，韩国共有101624人参与老

农提前退休直接给付计划，政府投入经费4.95亿美元；共有3963位老农透过农地质押，每月领取年

①王俊豪：《欧盟青年农民培育措施与辅导模式》，台湾农村经济学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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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均每位老年农民领取金额850美元/月，政府投入经费7400万美元。①通过参加两项计划，老

年农民籍由农地获得了生活保障，同时释出农地，促进了农地向专业农民与年轻农民集中。

（三）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经验

日本。在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营方面，日本也实施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为了保障老年农

民的生活，日本实施农民年金制度，而年金又可分为农民老年年金（Farmers old-age pension）和特

别附加年金（Special additional pension），对于农民老年年金，农民65岁以后便可终身领取，领取金

额根据自身缴存额与投资利润而定，而农民参加特别附加年金制度则能得到政府对自付款的补

贴，但要领取特别附加年金必须退出农地经营②。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日本鼓励老年农民退出农

地经营，将农地交给继承者或是转移给专业农民。

我国台湾地区。从农民养老政策来看，我国台湾地区自1995年开始实施老农津贴制度，作为

一项老年农民养老普惠制度，政策开始实施时规定，凡交纳6个月以上农保农民年满65岁老农便

可领取津贴，2014年对申领条件进行了调整，规定只有交纳满 15年以上农保的农民，才有资格领

取老农津贴。相对来说，我国台湾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障与欧盟、日本等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仍然

存在提高养老保障的诉求。而从农地政策来看，台湾为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近年着力推进“小

地主、大佃农”政策，并且，给予特别补助激励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营，引导农地转移至18至55岁
有心从农的专业农民手中。“小地主、大佃农”目前补助政策规定：符合农保年资满5年且年满65岁
之农民，将农地出租给大专业农者，每个月每公顷可领取2000元新台币，最高上限3公顷，即每年

7.2万元新台币。

从以上对各国(地区)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欧美等国工农收入差距不大，

农业的养老体系也相对比较完善，老年农民对以农地补充养老的需求有限，在此条件下，美国主要

采用税收制度促进农地的释放，欧盟一些国家则将农地退出与老农年金相挂钩，尽管如此，欧盟共

同农业政策还是采取了以经济手段激励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营的政策，带有以农地补充养老的性

质，虽然其目标群体为55岁至64岁的农民。与欧美国家相比，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地

经营相对细碎，一方面政策层面对于促进农地的集中经营更为迫切，另一方面农民从农收入有限，

养老保障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无论从政府视角来看还是从农民个体视角来看，都有存在以农

地补充养老的需求。另外，从境外经验中还可以看出，在给付相应补贴，促进老年农民退出农地经

营的同时，都将支持年轻农民、专业农民作为相关联的政策，引导老年农民退出的农地向年轻农

民、专业农民转移。

四、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的初步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从我国农业与农民的客观状况来看，还是从我国老年农民的主观诉求来

看，都存在对“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的政策需求，而且，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经验，也大多已采取以经

济补助或保障激励老年农地退出农地经营。相对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农业经营更为细碎，推进农

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需求更为迫切，我国老年农民的保障更为薄弱，提高老年农民的养老水平，也更

为必要。尽管我国目前大力推进农地流转，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适度集中无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

必然趋向，另外，农地的流转也并不能体现农地的既有财产权能，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流

转租金还比较有限。因此，推进“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应纳入政策的考量。相对国外发达国家，由

于我国农民农地经营规模有限，完全以承包经营权养老或许并不现实，但在财政支持的条件下，以

退出承包经营权为条件，对退地老年农民进行一定的补助，对于补充养老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经验，结合我国现实，为了推进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可行的措施如下：

①金星宰：《韩国农地银行活化土地》，《农政与农情》2014年第1期。

②Kimura T, Hirasawa A：《日本农民年金制度》,黄有才、吴昶清译，http://www.fftc.org.tw,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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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操作机构

由于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属政府政策性农地操作，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因此需相应实体机

构具体负责。因农地归属农村集体所有，我国现有农地承包权退出试点皆以农村集体为主要操作

主体，负责农地承包权的收回以及重新外租，但由于农村集体一般没有相应的财力对退地农户进

行常态化支付，农地承包权退出往往是以存在承租主体为前提，承包农地退出受到较大的制约，因

此，这种农地退出模式难以机制化运作，在没有政府相应补贴情况下，其租金也难以满足以承包权

补充养老的期望水平。另外，由于农地政策的外部性较强，商业化或是民间操作主体也难以承担

老农退地与重新配置的任务。早在1970年，日本便设立市场化运营的农地保有合理化制度，但事

实表明，依靠市场均衡价格的农地权属交易激励性不足，因此，日本于2014年成立政府性的农地中

间机构，即农地银行。韩国政府也于2005年成立政府性的农地银行系统，具体操作老年农民提前

退休计划与老农农地抵押津贴计划。鉴于此，我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等地经验，成立政府性公益机

构，可在每一县级行政机构设立农地银行，归属农业部门管理，承担老年农民农地承包权退出与重

新配置的具体操作事宜，落实相应政策。

（二）确定以承包权补充养老补助额度

随着农地承包权属的强化以及农民就业选择机会的增多，承包农地已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

料，还具有重要的财产属性。然而，我国户均农地不足一公顷，即便在充分产权条件下农地的财产

价值也比较有限，完全以承包权市场价值显示支撑农民以地养老并不现实，政府应结合对老年农

民的公益性养老保障，进行相应的政策激励。尽管我国目前农地流转市场已相对成熟，但一方面，

农地流转价格有限，一般地区一亩一年也就在三五百元左右，难以支撑老年农民生存需要；另一方

面，我国目前的农地流转租金地区差异较大，一般来说，山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租金较低，

东部或城效地区农地租金相对较高，这进一步拉大了农户间收入的不平等，越是条件差、贫穷的地

区，农地财产化实现越困难，农地流转收益越低，从这个意义来说，推进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加

大政府对退地老农的养老补助，不但有利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照顾老年农民生活，还可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因级差地租而导致的地区间不平等。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需政府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而具体到对退地老农的养老补助额度，既要

考虑我国的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农地的既有价值以及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需求。具体来说，制定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补助标准应考虑的因素有：从农户视角来看，需考虑农户年龄、农户拥有承包农

地等级及面积等；从市场角度来看，需考虑农地的流转价格，农地潜在价值等；从政府视角来看，需

考虑我国农村居民最低保障水平、征地补偿等。当前，我国各地农地流转价格差异较大，以上海为

例，流转价格有些已突破千元，而从征地补偿来看，上海对于一般农地的补偿每亩在3万元左右，而

韩国的农地交易价格在4万元左右。从农村居民最低保障水平来看，2015年底，全国农村低保月

人均标准达到255元，而上海则更高。综合以上因素，在确定退地补助时，应适度高于农地流转价

格，体现一定的激励性与公益性。对于以承包权养老的补助，国家可以设定基础补助线，根据激

励、适度的原则，养老补贴可以采取“基础补贴+浮动补贴”的形式，退出承包经营权的老年农民，无

论承包农地多少，均可按人领取基础补贴，而浮动补贴则根据农户承包农地面积确定。如基础补

贴设定为每人50元/月，浮动补贴为80-120元/月，若一户老农夫妻有5亩承包地，则每月可以领取

500-700元，每年达6000-8400元，并可终身领取，对于保证老年农民的生存权，补充其生活将有一

定的帮助。从财政支出层面来看，假设退地老农平均领取20年，则每亩总给付2.4-3.6万元，财政

压力并不大。各地可根据财力状况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

（三）制订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受益条件

由于以承包权补充养老不仅意在促进老年农民释出农地，而且还将之作为农民保障体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存在一定的公益性，因此需制订相应限制条件，以确定受益人。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最

主要的受益人为老年农民，参考欧盟、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老农退地补助激励政策，对老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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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年龄、从农年限以及农户拥有耕地或财富状况。从年龄条件来看，

尽管一般来说非农产业退休年龄为60岁，但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很多地区将农民年金给付条件

限定在65岁，如韩国规定，农户夫妻均超过65岁，才有资格参加农地年金计划，因此，我国也可将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年龄门槛限定在65岁；而从农业经营年限来看，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参加

相应激励计划的农民从农年限一般也有规定，如欧盟以及韩国老农提前退休计划规定，申请者至

少须具备10年以上的务农年限，韩国农地年金计划的从农年限为5年，日本参加特别附加年金的

农民须在39岁前加入农民年金制度，并且为地方市政府认证的农民，而我国台湾地区老年农户领

取补贴也要求农保年资满5年。以上各地之所以对从农年限或是农民身份做出具体限制，原因是

由于在农地交易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防止新进入者的投机性行为，而对于我国来说，农地承包经营

权的获取受到限制，基本不存在投机性从农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我国目前可

不对农民具体从民年限做具体限制。而从农户拥有耕地或财富状况的限定来看，由于老农退地激

励计划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是一种对小农生活补充照料，很多国家在老年农地补充年金领取规定

中都存在一定的排富条款，如韩国参加老年农地年金者拥有农地面积须在3公顷以下，日本参加特

别附加年金的农民每年农业收入须少于90万日元，而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农户农地经营面积相对

碎化，绝大多数农民农地拥有量有限，为了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目前阶段我国可不考虑排

富条款。综合来看，凡年龄满足规定的老年农民，皆可纳入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之中。

另外，在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的政策中，除老年农民外，农地的承接者亦是该政策的受益人。当

前我国农地流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存在小农复制的现象，为了发挥以承包权退出机制促进农地

适度规模集中的政策期望，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经验，还应对农地的承接主体做出一

定的导向性规定。从相关经验来看，政策一般导向已退出农地流向年轻农民或是专业农民，如韩

国不但对农地承租人的年龄存在一定的要求，而且对现有农地经营面积也存在一定的限制。根据

我国的现实情况，可优先支持年龄在45岁以下，有志于发展成为家庭农场的农户。除此之外，为了

促进年轻或专业农民顺利承接农地，在农地租金以及贷款方面也应予以一定的配套支持。

（四）明确以承包权补充养老程序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的推进，除明确具体操作机构、补助额度以及相应条件外，还应制定相

应操作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应明确两个原则：一是应充分尊重老年农户意愿，毕竟以承包权

补充养老并非完全养老，考虑到从农收益、农地承继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老年农户仍然会选择保

留农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推进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过程中，应充分尊敬农户意愿，使真正可摆

脱农地依赖、子女已进城就业老年农户参与该计划；二是应保证农地农用，农地政策应以不影响粮

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因此，应保障农地退出与农地承接相衔接，在确定承租人时确保农

地农用。从具体操作流程来看，对于愿意退出农地承包权的老年农民，可向当地农地银行申请，由

农地银行联合村集体对农地面积进行确认、对农地等级进行评估，确认可获补助金额，在此基础

上，经农户所有承包权人同意，办理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手续，农地经营权归入农地银行，农地银

行为农户开立补充养老账户，每月进行补充养老金发放。而对于已纳入农地银行的农地，农地银

行可通过一定的整理与整治，联合村集体，从申请者中遴选出合适的承租人，将农地再租赁。

五、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政策的配套改革

（一）明确农地承包经营权属户主所有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地承包权主要按人口平均配置，在后续的延包过程中，很多地方农地配

置都按人口进行了动态调整，总体来看，1997年之前，我国户属承包农地处于“大稳定、小调整的”

状态。在此之后，为了保障农地经营的稳定性，中央对农地的“小调整”进行严格限制，如 1997年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确立了我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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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①，以户为单位的承包农地数量逐步固化。基于这一农地配置脉络，农地承包权属于户内共享

制，这一制度在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颁证中予以确认。从生产层面来看，由于户是农业生产的基本

单位，这一制度安排并不违背生产效率原则，但一旦将农地权属扩展到财产权以及处置权，承包经

营权的户内共享制度安排或会对处置决策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权利对等原则，老年农户承包经

营权的退出，只能退出自身享有的份额部分，这不但会带来政策推进的成本，由于原本农户承包农

地面积就十分有限，仅个人所属承包农地份额的退出，不但补偿非常有限，难以支撑老年农民生存

保障需求，也必将影响政策期望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初衷。基于此，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所

延伸的财产权能、处置权能的良好实现，以及降低后续农地承包经营权再配置的难度，建议改革承

包经营权的户内共享制度，进一步明晰户内承包经营权归属，实现承包经营权向老年户主（夫妻）

让度，子女则可以通过继承等方式获取农地承包权，从而支撑老年农民以承包经营权补偿养老政

策的实施。

（二）明晰权利人关系

由于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并且承包农地是农村社区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因此，在推进以承

包权补充养老政策时，应理顺农地银行、农村集体、承包权人以及农地承租主体的关系。首先，从

权利关系来看，农村集体作为农地所有权人，老年农民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按理应退还给农地发包

方即村集体，而村集体为了获得已发包的承包经营权，须向老年农民支付一定的补偿，在此过程

中，通过引入农地银行代为支付相应补偿，农地银行以出资方身份从农村集体手中获得农地相应

权利（永佃权或是部分产权），由于所有权人即农村集体向农地银行让度的部分权利，也应从农地

银行农地再出租收益中，获取一次性或长期补偿，农地承租者则通过向农地银行租赁农地而获得

相对固定的经营权。其次，从政策推进过程中的收益分配来看，承包权退出的老年农民通过退出

承包权获取了补充养老，农地银行通过给付养老补助获取了农地的永佃权（或部分产权），并通过

政策操作促进了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通过出让永佃权（或部分产权）获取了一定的发展

公益金，承租人则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了农地，在权属再配置的过程中，明晰各主体收益分配。除此

之外，主体关系还体现在政策操作中的作业关系层面，其中，最主要的要处理好农地银行在业务操

作中与村集体的关系。农村集体不仅是农地所有权人，也是农村社会的自治组织，农地银行在处

理以农补充养老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的作用。如在农地的评估、整理以及农地的再租赁

过程中，应有村集体的参与，退出农地承租人的遴选听取农村集体的意见等。

（三）成立农地改革基金

农业属相对弱势的产业，从各国经验来看普遍对农业发展采取了较大的支持政策。另外，农

民养老属社会保障事业，政府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为了激励老年农民退出农地承包权，保障老年

农民退地后生活，政府应在财政上对以承包权补充养老予以支持。各地可依托农地银行，成立相

应农地基金，用以退地老年农民补充养老支付，同时支持专业农民、年轻农民获取经营农地。日本

仅2014年对农地银行的预算就达5亿6千多万美元，而韩国则累计投入100多亿美元用于农地银

行操作。农地基金可以由中央补贴一部分、地方拨付一部分、租金收入供给一部分构成。相对农

地承包权的一次性补偿退出，由于以承包权补充养老按时间发放，并且补助金额相对我国年增几

百的退休金来说，额度并不高，加之退出的农地可以通过再出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地改革基金

需求，因此，我国财政应该可以接受。

（四）制订风险应对机制

以承包权补充养老，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经济补助提高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但由于

退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失去了农地这一心理与收入层面的保障，政府还应出台相应措施，进

一步降低老年农户退地的风险。首先，不断提高农民基础养老保障水平。以承包权补充养老仅能

① 冀县卿、黄季焜：《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演变:国家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对比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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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年农民养老的补充，或者保证老年农民的基础生存权，而老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主

要依靠我国农民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只有农民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老年农民才能摆脱对农地的依

赖，才能更有条件退出承包经营权。其次，建立以承包权补充养老补贴的持续增长机制。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升，以农地补充养老的补贴也应逐步提高，以保障退地老农的基本生存需求。另外，由

于各地区农地价值差异较大，生产成本也不尽相同，补贴也应在国家基准的基础体现一定的差异

化。最后，对退地老农子女租赁农地采取一定的倾斜政策。如老年农民以户为单位退出农地，其

子女也将失去了农地承包经营权与继承权，尽管以承包权补充养老保障了老年农民的生存，但其

子女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在此条件下，应给予退出承包农地老农子女从农地银行租赁农地

经营一定的优先权，优先保障其农地租赁权，但其只能获得相应的农地经营权，并需要支付相应的

租金。

（责任编辑：晓 亮）

Land Contract Right Exit Mechanism for Old Peasant：：

A Discussion on the Policy of "Use of Contracting Right in Exchange for

Supplementary Pension"

Wang Changwei Gu Haiy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agriculture appropriate scale operation and promote urbanization,

China has begun to explore the farmland contract right exit, but the current policy points to major mi-

grant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microscopic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experience we provide that the

elderly farmer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nd thus proposed a "use of farmland in exchange for supple-

mentary pension" policy ideas. Survey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older farmers not only have willing-

ness exit contract right, and tendency to agricultural land- for- secur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use of

farmland in exchange for supplementary pension ", not only can reduce the social risk of contract right

exit, can also be take care of elderly peasant life. This article also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especially recomme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rmland Bank and clear the farm-

land contracting rights configuration within households.

Keywords: Contract Right Exit; Early Retirement; Supplementary Pension; Farmlan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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