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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多方面利益调整，必须审慎稳妥推进——

“三块地”改革试点为何再延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近日，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闻广受关注。专家认为，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凸显，改革势在必行；试点期限延长，有利于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加强统筹

协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有利于法律修改的制度创新成果

截至去年末已有1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大——

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最近，一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
闻颇为吸引眼球：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决定，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继续延期至 2019 年年底。这三项制
度改革，通常称之为“三块地”改革。今
年为何继续延期？改革对农村乃至城市
土地供应有何影响？未来改革着力点在
哪里？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和
专家。

有关专家表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
基础性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多
方面利益调整，必须审慎稳妥推进。试
点期限延长，有利于解放思想、大胆探
索，加强统筹协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
广、有利于法律修改的制度创新成果。

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实行城乡各异土地管理
制度，城市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农村实
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适用的法律分
别为《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和《农村土地承包法》。

这一制度，在推进经济发展上曾发
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副作用近年来也久
受诟病。其一，城乡土地存在巨大价差，
利益分配存在失衡。除公益用地外，城
市建设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
度，市场化程度很高。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要进入这一市场，必须先由地方政府
征收为国有，由此产生巨大价差，卖地收
入也因此在地方财政中占有相当大比
重。但在利益分配时，被征地农民利益有
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其二，城乡建设用
地市场分而治之，难以有效协调。农村宅
基地难以进入市场，造成空置、浪费严
重。城市用地紧张，也造成房价高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表示，现
行土地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凸显，改革势在
必行。

为此，2014 年 12 月份，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
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意见》。2015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
律规定的决定》。授权期限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2017年底，人大常委会决定试点延
期至 2018 年年底。此次人大常委会有
关会议，又决定继续延期至 2019 年年
底，且同时审议了《土地管理法》《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

利于农民增收

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
村，有一条独具川西风格的旅游商业街，
名为“第五季香境”，这里原是村集体办

的复合肥厂、预制厂和村委会老办公
楼 。 2015 年 9 月 份 ， 这 块 面 积 为
13.447 亩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挂牌
拍卖，以每亩 52.5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
四川迈高旅游公司。这是全国第一个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依托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

在试点的33个地区，类似的举措推
动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自然
资源部部长陆昊表示，赋予集体建设用
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权能，将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纳入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公
开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在土地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了城乡土地平
等入市、公平竞争。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集体建设用地
直接入市可能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
征地范围得以缩小。由于现行法律规定
土地征收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
各项建设需要用地的，都必须依法申请
使用国有土地。这样一来，当发展需要
用地、存量土地又有限的时候，征地范围
很难仅局限在公益范围，导致征地边界
不清、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在敞开集体
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个口子后，征地改
革围绕“程序规范、补偿合理、保障多元”
的目标，探索公益性用地目录，建立征地
负面清单，缩小征地范围，逐步缩减土地
征收规模。

作为试点的成果之一，此次提交审
议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修正案草案中，删去了现行土地管理法
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
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
地的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
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
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
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
使用。

同时，宅基地改革健全了宅基地权
益保障方式，在保障村民户有所居权利
的同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利
用。农房抵押、有偿退出、流转等制度设
计，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33 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
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已入市地块 1 万余宗，面积 9

万余亩，总价款约257亿元，收取调节金
28.6亿元，办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
押贷款 228 宗、38.6 亿元；腾退出零星、
闲置的宅基地约14万户、8.4万亩，办理
农房抵押贷款5.8万宗、111亿元。

推进制度创新

国务院关于“三块地”改革试点情况
的总结报告提出，33 个试点县（市、区）
改革推进还不够平衡，一些试点地区试
点项目数量不够多；一些试点地区村级
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宅基地确权登记颁
证等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从点上来
看，三项改革试点样本分布不够均衡，土
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相对不足。

刘守英表示，从各地试点情况来看，
这些改革具有全局意义，不仅在发达地
区，在欠发达地区同样有需求，需要不断
加强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以问题为导
向，推进制度供给。

综合来看，未来在征地制度改革上，
将继续缩小征地范围，逐步缩减土地征
收规模，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完善对被征
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在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上，将继续细化
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及管
理措施。在宅基地改革上，将继续健全
宅基地权益保障方式。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平表
示，农村问题必须系统考虑，改革措施如
果不系统化，很难对农村发展有实质性
推动。为此，未来的“三块地”改革须在
综合协调上下功夫，使政策产生叠加和
协调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并不是给“小产权房”开口子。
按照政策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在试点区域只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不得入市，
且入市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
得的条件。也就是说，此举更多的是为
工商业提供生产经营用地，并不允许用
这些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城里人到农村
买房置业是不允许的。

此外，改革将按中央“不能把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
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
民利益损害了”的要求，审慎稳妥推进，
是急不得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全
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
2018年12月份，全国共有15个省份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这 15 个省份包括北
京、辽宁、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
河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西
藏、新疆。

与企业工资指导线不同，最低工资
标准被视为一项硬性指标，是在劳动者
正常劳动情况下，用人单位必须依法支
付给劳动者的报酬。所谓正常劳动，是
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
在国家和省规定的年休假、产假、计划生
育手术假、探亲假、婚丧假等假期内休
假，以及在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
动，视为提供正常劳动。截至 2018 年
12 月份，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
浙江这 6 个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
2000 元。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420元，为全国最高。

记者注意到，2018 年四季度以来，
多地迎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期。比如，

时隔三年后，安徽省在 2018 年 11 月份开
始执行最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相较于
2015年的标准，安徽此次月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幅度为 30 元，最高档暂排全国第 8
位，中部省份第1位。河南省也于2018年
10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河南省
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720 元调整为 19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将从16元调整为19元；海南于2018年
12月份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40元。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对低收入人
群来说受益最大。其中，最明显的红利就
是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失业保险待遇
等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将随之上
调，这将有助于解决因物价上涨等因素带
来的民生问题，并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
经济效益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
海、安徽等地还在最低工资标准中剔除了
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
增加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

记者注意到，步入2019年，重庆率先
迎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从2019年1月1

日起，重庆市两档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比
原标准每月1500元和每月1400元提高
了300元。根据人社部此前发布的《关
于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地应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
业实际情况，稳妥把握调整节奏，将最低
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
两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目前，河北
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日期是 2016 年 7
月份，已超过两年；陕西、青海、云南执行
的最低工资标准日期为2017年5月份，
甘肃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日期为 2017
年6月份，上述地区有望在2019年迎来
新一轮调整。

业内人士表示，受人工成本上涨较
快等因素影响，现阶段合理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既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
平稳中有升，又不能给企业带来过大压
力。各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保障人
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赡养人口基本生活，
促进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与GDP增长和
从业人员收入增长同步，做到企业和劳
动者双方利益兼顾。

CPI不高不低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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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一个
与每个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
数据——CPI，也就是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2018年全年，我国CPI同比
上涨了 2.1%，涨幅比上一年扩
大了0.5个百分点。不过，还是
妥妥地完成了 2018 年初 《政府
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涨幅 3%
左右”预期目标。其中，12 月
份当月，CPI同比上涨1.9%，涨

幅比上个月收窄0.3个百分点，这是CPI同比涨幅连
续两个月收窄。

经济数据来源于生活，但并不等同于每个人的直
观感受。CPI看似高大上，但其实直接反映物价涨跌
对居民生活中吃、穿、住、用、行、医等各方面的影
响程度。在构成CPI的商品和服务类别里，既包含了
水果、蔬菜、水产品、猪肉、鸡蛋等食品价格，也包
含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等非食品价格。
由此可见，CPI这一指数看似虽小，其实事关民生各
个领域。

一般来说，如果 CPI 上升，意味着物价水平上
涨，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老百姓花同样的钱所能
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减少。反之，如果CPI下降，
则意味着物价下跌，货币增值，购买力上升，老百姓
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就更多了。因此，
CPI也被用来作为判断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主要
依据。

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表示不理解了：CPI越高，
意味着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越重，那如果把CPI调控得
低低的，最好是物价水平一点儿也不上涨，或者是持
续下跌，不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了吗？其实，物价
水平太高，会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直接影响到老
百姓的钱袋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物价长期低
迷，容易造成农民没钱赚、企业效益差、就业机会减
少、居民收入降低、市场消费萎靡，整个国民经济体
系将陷入互相牵制的非良性循环之中。

因此，国家一直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合理
区间，保持物价水平总体
平稳，这既能避免老百姓

“买不起”商品和服务，
也能避免让商品和服务

“流不动”。毫不夸张地
说，CPI 涨幅“高低不
就”最合适。
（出镜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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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重罚！抢夺方向盘人人喊打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
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
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依法从严惩治妨害
安全驾驶犯罪提供了有力法律依据和明确规范指引。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蔡曦蕾认为，此次《意见》
中的规定更为严格，充分彰显了强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
价值导向，实为响应社会呼声之举，有望显著改善公共交通
安全问题。根据《意见》，对于乘客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
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
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处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
刑；具有“持械袭击驾驶人员”等几类特定情形的，予以从重
处罚。乘客针对其他人员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妨害交通运
营秩序、影响行车安全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适用寻衅滋事
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同时，《意见》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处置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交
通秩序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鉴于实践中少数驾驶人员
与乘客发生纷争后不能理性应对，而是违规操作或者擅离
职守与乘客发生冲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意见》规定对实
施此类行为的驾驶人员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处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娄秋琴注意到，《意见》不仅
重申和明确了乘客及驾驶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各
种妨害行为性质，而且明确了对正在妨害安全驾驶的违法
犯罪行为予以制止造成损害以及为避免公共交通工具倾覆
或者人员伤亡而采取措施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
卫或者紧急避险，不仅不追究责任还应给予褒扬，以弘扬社
会正气，预防、减少妨害安全驾驶不法行为发生。

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城市公交安全是公共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不仅是为了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
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是在
加强和体现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提升公众的安
全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有效治理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认为，《意
见》的出台只是其中重要一环。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
驾驶违法犯罪的同时，也要督促相关运营企业为公共交通
工具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制定出台驾驶人员突发情
况处置操作规范、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共同推进妨害
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的治理，营造安全有序、公
正和谐的社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