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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对六盘水市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实践的

调研，本文剖析了农村“三变”改革的背景、内涵和改革效应，从丰富和发展“两个飞跃”理论、推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施精准扶贫有效脱贫、促进欠发达地区

农业现代化发展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价值，并从资源资产确权登

记、股权量化与收益分配、产业平台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引进、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等方面揭示

了开展农村“三变”改革需要抓好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坚持问题导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政府

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益、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了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对当前深化农村

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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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效解决

了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分得充分、统得不够”
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

散，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

需要，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

“空壳村”大量存在，村集体对村民的服务能力严

重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大量素质相

对较高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农

村留守人员自主经营能力越来越弱，农业从业人员

老龄化、女性化问题日益加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面临巨大挑战。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和近年来政府、学界

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端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村“三

变”改革，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取得了明显成

效。“三变”改革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各方关注，尤

其是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2015 年 11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通过改革创新，要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
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

困群众增收。”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

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

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农村“三变”
改革的“贵州经验”为全国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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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

点，有效破解“三农”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近年

来，在总结农村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学术界围

绕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展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郭晓鸣等( 2013 ) 认为中

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主线是不断赋予农户

边界明晰、充分排他的尽可能完整的财产权利。黄

延信等( 2014) 分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

的，系统探讨了集体资产量化、成员资格界定、股权

设置、股权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刘可( 2014 ) 对推

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践中面

临的问题以及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

进行了研究。符刚等( 2016) 分析了推进农村资源

产权市场化的意义和作用、农村资源产权类型、农

村资源产权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以及推进农村资源

产权市场化的路径。姜岩( 2015 ) 探讨了现阶段农

村土地资本化改革的主要路径及制约因素，提出了

推动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资本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杨久栋等( 2015) 围绕农地产权制度的法律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朱正罡等( 2014 ) 、吴群( 2014 ) 、程
欣炜等( 2014 ) 、王德福( 2015 ) 围绕农村产权交易

运行模式、交易市场运行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在 农 村 产 权 与 农 民 增 收 关 系 方 面，张 军

( 2014) 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化、农民房产和宅基地增值收益是财产性收入

增长的主要来源。刘俊杰等( 2015 ) 从理论层面分

析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相关研究逐步明晰了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的主要脉络，即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

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为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

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与体制机制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改革等相配套，

显然相关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某些缺陷，尤其是针

对农村资源、资金、农民“三分散”等现实问题缺乏

改革路径的系统设计，实践指导意义明显不足。
始于 2011 年的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在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创造了一条系统化的改革新

路。围绕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学术界

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刘远坤( 2016 ) 认为，

农村“三变”改革的经验和亮点在于通过建立支持

保护、确权颁证、产权交易、融资担保、风险防控和

权益保障等六大机制给农民“还权赋能”，但农村

“三变”改革中也存在亏损把控、权益保障、资源破

坏等风险。孔祥智等( 2016 ) 研究表明，六盘水市

以“三变”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激活

了“沉睡的资产”，不仅找到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路径。罗凌等( 2016 ) 指出，农村“三变”改革从要

素集聚发力再造了双层经营“统”的功能，用化零

为整牵引创造了农民参与社会分工体系环境，以利

益联结创新重构和优化了乡村治理体系，从拓展空

间深化加快了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中央

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 2016 ) 认为，“三变”改

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资金、农民分散这一阻碍

农村发展的顽症，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探

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科学脱贫之路。总体上看，

就文献资料而言，除新闻媒体对六盘水市农村“三

变”改革报道较多外，有关“三变”改革的理论研究

成果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就六盘水市“三

变”改革的内涵阐释、关键问题等进行系统研究，

以期为“三变”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参考。

二、农村“三变”改革的背景与内涵阐释

( 一) 改革背景

农村资源性、经营性资产存量巨大，但长期以

来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不到 4%，资产的

财产性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陈雪源，2015 ) 。用好

用活这些资产和资源，既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需

要，也是 保 护 农 民 和 农 村 集 体 财 产 权 利 的 客 观

要求。
六盘水市地处贵州省西部、乌蒙山腹地，国土

面积 9965 平方公里，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生态环

境十分脆弱，石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3. 44%。
全市辖 4 个县级行政区，其中 3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1 个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按照 2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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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标准，2011 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 97. 52 万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38. 30%，脱贫攻坚与同步全

面小康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在家庭承包经营背景

下，由于“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六盘水市农村

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村集

体经济十分薄弱，“空壳村”大量存在，农村资源闲

置、资金分散、农民老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持续

增收难度不断加大，现代农业发展困难重重。
2011 年，针对农村生产要素分散、农业规模经

营受制、资源利用低效、农民增收渠道狭窄等现实

问题，沿着唤醒沉睡资源、聚集分散资金、拓宽增收

渠道这一脉络，六盘水市以“还权赋能”为核心，开

始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

村“三变”改革探索。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初步走

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的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新路。
( 二) 内涵阐释

六盘水市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是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的创新实践，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农村改革路径的系

统化设计，内涵十分丰富。
1. 资源变资产。农村资源十分丰富，包括耕

地、林地、水域、草地、“四荒地”等自然资源，房屋、
设备、建设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资源，自然风

光、区域气候等生态资源，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传

统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以及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小型

水利设施使用权等权利资源。除法律有明确规定

的以外，农村资源属村集体或村民个人所有。为了

使这些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资源“活”起来，六

盘水市通过核查清理、登记备案、评估认定，将资源

转变为资产，明确资产的产权边界和归属，作价入

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应股份在集体和村民之间

合理分配，使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拥有合作社、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法人经济实体的股权，按股

权比例获得收益，从而盘活农村分散闲置资源、壮

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 资金变股金。农村中的资金包括各级财政

投入到农村的各类资金，村集体和农户拥有的自有

资金，以及获得的信贷资金、社会资金等，这些资金

的用途和投放存在着点多面广、投入分散、作用发

挥不明显、效益外溢等突出问题，尤其是各级投入

农村的财政资金具有项目多、额度小、一次性等特

点，导致财政资金无规模、投入效益低、可持续性差

等问题。通过一定方式将这些资金整合起来，形成

合力，有利于放大资金使用效益。为此，六盘水市

坚持在不改变资金( 尤其是财政资金) 使用性质和

用途的前提下，将其量化为村集体和农民的股金，

按照集中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原

则，作价入股各类经营主体，形成村集体和农户的

股份，按股权比例分享收益，从而使分散的资金聚

集起来，提高资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益，实现农村

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形成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

机制。
3. 农民变股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全面推

行，农户家庭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但小规模、分

散化的农户家庭经营普遍存在着效益低、财产性收

入少且增长困难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的需要，迫切需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

包经营责任制的前提下对现行农业经营体制进行

改革创新。六盘水市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

上，通过将村集体和农民所拥有的资源股权化、资

金股金化，量化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民通过占有一定股份而成为股东，使

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资金在市场中流动起

来，提高农民在入股企业、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

比例，实现增收致富。

三、农村“三变”改革的效应与创新价值

( 一) 改革效应

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从“十二五”初期

的试点探索到 2014 年在全市全面推开，短短几年

间取得了社会广泛关注的改革效应。
1. 农村资源盘活效应。截止 2016 年底，六盘

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已覆盖全市 65 个乡镇、31 个

社区( 街道) 、881 个行政村、29 个省级农业园区。
通过改革，全市已有 121. 6 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68. 3 万平方米水域、5. 86 万平方米房屋入股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整合各级财政资金 6. 62 亿元，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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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农户和社会资本 52. 07 亿元参与入股，其

中村集体自有资金 1. 68 亿元、企业资金 32. 42 亿

元、合作社资金 10. 73 亿元、家庭农场资金 2. 63 亿

元、农户自有资金 4. 52 亿元。
2. 特色产业发展效应。六盘水市通过“三变”

改革，将资源、资产、资金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核桃、猕猴桃、刺梨、红樱桃等特色农业产业，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仅 2014—2015 年的

两年间，全市就发展经济林果 213 万亩，其中红心

猕猴桃发展到 17 万亩。目前全市特色产业种植面

积达到 458. 75 万亩，粮经比从“三变”改革前的 51
∶ 49 发展到目前的 36 ∶ 64，培育了一批种养、加

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品，促进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 集体经济壮大效应。“三变”改革前，六盘

水市农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严重制约了村集体对

村民的服务能力。通过实施“三变”改革，农村集

体将所拥有的资源资产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盘

活了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村集体通过股权收益新增

村集体经济收入 8856. 3 万元，全市“空壳村”由

“三变”改革前的 53. 8%下降到 2014 年的 15. 3%，

到 2015 年全市 413 个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部消

除、村集体积累平均达到 23. 8 万元。
4. 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资源、资产、资
金、技术等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企业分红，

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据统计，全市有 39. 05 万户

农户成为股东，入股受益农民 129. 03 万人，其中贫

困农户 11. 31 万户、33. 44 万人，入股受益农户年

人均增收 1200 元以上。在“三变”改革的带动下，

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6015 元增

长到 2016 年的 8267 元，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

上，共减少贫困人口 55. 87 万人。
5. 农村改革示范效应。农村“三变”改革在试

点成功的基础上，2014 年开始在六盘水市全面推

开，2016 年初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了《关于在全省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试点工作方案( 试行) 》，在全省开展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2016 年底全省有 21 个县 140
个乡镇 1256 个村开展“三变”改革试点，涉及农村

人口 304. 8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48. 2 万人。2017

年 2 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贵州“三

变”改革经验作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鼓励性政策向全国推广，“三变”改革的效应正在

逐步扩大。
( 二) 创新价值

农村“三变”改革的“贵州经验”，在当前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价值。
1.“三变”改革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两

个飞跃”理论。1990 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关于

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从长远

看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

一个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 第二个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但是，三

十多年来，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壮大集体经济

始终没有真正破题，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空壳

村”现象普遍存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分得充分、统
得不够”的问题十分突出。六盘水市农村“三变”
改革，抓住了“统”得不够这个农村改革症结，通过

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将农业企业、农村集体、合作

社、农民的利益联结起来，实现了家庭分散经营向

规模化经营的转变，激活了城乡资源、资产和人力

资本，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

探索，坚持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双层经营体制，

是建立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的创新实

践，是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后的又一大创新和

飞跃。
2.“三变”改革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举措。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

的主线，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运用市

场的手段、改革的办法，通过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促

进结构调整。长期以来，由于信息不对称、供需结

构错位、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透支利用，导致农业难

以增效、农民难以增收，甚至多年来全国出现了粮

食产量、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怪象。立足问题

导向和解决主要矛盾，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保护产能、降低成本、消化库存、补齐短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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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态等方面下功夫，优化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

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追求数量

目标向绿色生态发展、追求质量目标转变，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

大任务。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将市场机制

和资本运作模式引入农村，通过股权纽带把城乡资

源整合到产业平台上，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

入了强大动力，并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内成为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3.“三变”改革是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有效途径。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

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农村发展

的环境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资源、资金、农
民“三分散”问题突出，农业农村发展的动能严重

缺失。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破解农业农村

发展难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

发展成为新时期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六盘

水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要素资源的股

份化改造，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即在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的基础上，将农户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资源、资

产、资金、技术等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农民从

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资金在市场中流动起来，有

效激活了农民主动参与的热情，促进了农村经营体

制的转变，实现了分散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机

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资金、农民分散这一阻

碍农村发展的顽症，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三变”改革还改变了过去主要通过土地租

赁、转包等发展规模经营的传统方式，既让新型经

营主体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发展了适度规模经

营，又让农户通过以承包地入股成为企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的股东，由过去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促进农户、村集体与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

联心”，推进共建共享发展。
4.“三变”改革是实施精准扶贫有效脱贫的创

新实践。扶产业就是扶根本。但长期以来，由于贫

困人口存在着素质相对较低、社会地位弱势等自身

缺陷，加上产业扶贫机制不顺，形成对贫困人口的

“天然排斥”，从而使其成为社会各界争议和诟病

的对象。如何建立有效的产业扶贫机制、让贫困群

众真正分享产业扶贫成果，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
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

纽带，让贫困地区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处于低效运

行或沉寂状态的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活起来，

将以农户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单位转变为以资源

或资金入股的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生产资料的共

有性、生产主体的共建性、生产收益的共享性，找到

了农户个体积极性与规模化生产的结合点、社会主

义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先富带后富

的结合点，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产业扶贫无法真正

让贫困群体受益或贫困群体受益不多的难题，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创新。“三

变”改革还促进了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

一，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为贫困地区探索出

了一条切实可行、持续发展的科学脱贫之路。
5.“三变”改革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现实路径。21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城市和非农产业转

移，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愿务农已成为常态，农村传

统家庭经营主体年龄老化、素质较低、观念陈旧等

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

现代化进程。探索新形势下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已成为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六盘水市农村“三

变”改革，充分发挥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

越性，有效激活了城乡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

本，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组织化和市场化发展，促进

了农民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变。农村“三变”改革的创新实践，再造

了双层经营“统”的功能，促进了农村要素集聚，创

造了农民参与社会分工体系的环境，加快了现代山

地高效农业发展步伐，不仅找到了农民增收的新渠

道，而且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现实

路径。

四、农村“三变”改革的关键环节

农村“三变”改革是集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经

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城乡一体化、乡村治理体系等各个方面改革于

一体的综合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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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优化等

诸多方面，有序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应重点抓住

以下关键环节:

( 一) 资源资产确权登记

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质是通过股权纽带激活

农村要素资源，并把各种城乡资源要素整合到产业

平台上，实现“还权赋能”，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规模

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因此，如何对农村集体资

源资产进行界定和量化，是“三变”改革的基础性

工作。而农村资源类型多样，既包括自然资源、生

态资源、要素资源，也包括资产资源和权利资源，长

期以来普遍存在底数不清、产权不明、利用率低等

突出问题。实施要素资源的股权化改造，构建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

权体系，促进农村资产资源权属明晰化、配置机制

市场化、管理监督规范化，需要首先明确农村集体

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归属，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对农

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承包经营权。所有权、承包经营

权明晰后，还需对相关权利进行量化，即对界定的

资源资产所有权、承包经营权进行科学合理定价，

具体落实到相应的农村集体和农户家庭或个人，并

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发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权证，使

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明晰化，这是“三变”改革的基

础，也是发挥集体和农户两个层次积极性的前提条

件。在实践中，由于农村资源包括很多类型，不同

类型的资源资产产权界定的方法不一样，所依据的

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因此，具体实施资源资产的

确权登记，工作量大、难度系数高。
( 二) 股权量化和收益分配

确权登记是“还权赋能”的基础，股权量化是

“还权赋能”的关键，收益分配是“还权赋能”的制

度保障。在农村“三变”改革中，在对资源资产进

行确权登记后，应该说相应的产权关系和产权收益

就已基本明确，只要农村集体和农民拥有的相应资

源资产入股新型经营主体，就能按照相关规定获取

股权收益。但是，这里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是农村集体和农民通过确权所拥有的相应产权入

股新型经营主体时其股权如何科学合理量化? 在

新型经营主体中所占的股权份额如何合理确定?

二是除确权登记的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外，农户自己

所拥有的住房、资金等入股经营主体，同样涉及到

股权如何科学合理量化和参与收益分配的问题; 三

是国家和社会投入到农村的各类资金和资源集中

投入到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其股权如何在国家、
村集体、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尤其是在精准扶

贫背景下投入到贫困地区农村的各类扶贫资金和

资源，原则上是支持贫困农户发展或直接分配给贫

困农户的，通过入股新型经营主体集中经营既能确

保贫困农户的利益，也能提高扶贫资金资源的使用

效益，但其股权和收益如何进行量化分配? 所有这

些问题都需要各地在实践中结合自身实际，对入股

新型经营主体的相关资金资源的股权和收益在各

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
( 三) 产业平台建设

农村“三变”改革是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龙头，以产业为平台，以股权为

纽带，通过市场化途径把农村各种资源要素整合到

产业平台上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农村发展

内生动力。显然，作为“三变”改革载体的产业平

台建设，是实现“三变”改革目标尤其是农民增收

目标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三变”改革的成败。
产业平台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选准产业发展方向，

即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情和未来

市场发展需求，挖掘本区域的发展优势和特色，提

出基础实、潜力大、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好的产业作

为发展方向，找准适合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科学

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参与产业开发。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之所以

能够取得初步成效，就是抓住了产业平台建设这个

关键，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和优势，坚持“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思路，重点发展具有良

好基础、市场前景好、产业附加值高的猕猴桃、刺

梨、红樱桃、乡村旅游等特色生态产业，采取“公

司 + 农户”、“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集体经济 +
合作社 + 农户”、“集体经济 + 协会”、“合作社 + 农

户”等多种模式，促进产业平台发展壮大。
( 四)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进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环境条件已发生了重大

变化，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老龄

化、女性化和农村空心化问题十分突出，现代农业

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大力培育和引进新型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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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

“三变”改革在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经营制度

的前提下，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盘活“沉睡”
资源、聚集分散资金、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

济，但“三变”改革能否顺序实施并取得成效，产业

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至关重要，而产业发展的质量和

水平又取决于经营主体的综合素质。六盘水市的

实践经验表明，“三变”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大量

具有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经营特征，经

济实力强、效益好、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

加大区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二是加

大对区域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优强农业龙

头企业的引进力度。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上，

应坚持差异化发展原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完善

经营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将区域内有潜质的农业企

业培育成优强企业，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规范运行、发展壮大，同时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

力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使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

为农村“三变”改革最重要的承接载体，从而提高

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切实保障各利益相关者尤

其是参股农户的利益。
( 五) 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农村“三变”改革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民生

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的方方面

面，问题复杂多样，影响因素众多，改革实践中不可

避免地会面临来自自然、技术、经营、法律、道德等

多方面的风险。如何预防和化解风险的发生，有效

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造成的损失，降低改革风险和

成本，避免出现颠覆性的差错，切实保障国家、集

体、农民、经营者的利益，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

成效是“三变”改革成功的关键。六盘水市在“三

变”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了“土地公有制性质不

改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
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改革原则，高度重视风险防控

和农民利益保护问题，并重点围绕防范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采取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如完善政策法规、注重产业平

台和融资平台建设、拓展农业保险支持范围、建立

风险防控专项资金、规范运行管理机制、加强信用

体系建设、强化运行监督管理等，有效降低了“三

变”改革的风险。各地借鉴和推广“三变”改革经

验，必须紧密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紧紧抓住“三变”
改革的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最大

限度地防止自然、市场、社会、道德、法律等风险的

发生，为“三变”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环境

条件。

五、几点启示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

何啃下农村改革这块“硬骨头”，走出一条农业强、
农民富、农村美的发展新路，是各级党委政府面临

的重大课题。六盘水市以“三变”为核心的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深入推进农村改革、破解“三

农”发展难题提供了借鉴。
( 一) 坚持问题导向，引领农村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

题中得以深化。”农村改革涉及到农业农村发展的

方方面面，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必须抓住产权制度改

革这个中心，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矛盾，在问题

不断解决的过程中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六盘水市

“三变”改革正是基于农村资源、资金、农民“三分

散”不断加剧这一突出问题，产生了如何让“沉睡”

的资源活起来、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农民增收的渠

道多起来的制度需求，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型制度

创新。
( 二) 尊重农民意愿，推进农村改革

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体，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尊

重农民意愿，赋予农民群众充分的改革知情权、参

与权、选择权、决定权，提高他们对改革未来愿景的

意识，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强农民的改革

获得感。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始终坚持了农村基

本经济制度和经营制度，通过确权登记增加农民对

农村资源、资产的权属感和稳定感，通过要素资源

入股新型经营主体实现“联产联业”、“联股联心”、
共建共 享 发 展，使 农 民 群 众 从 旁 观 者 变 成 了 参

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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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发挥政府作用，助推农村改革

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

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农村改革要取得成功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对效率的

促进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在农村改革中的强大社

会动员能力及协调能力。六盘水市“三变”改革是

一项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是与政府的作用分不开的。围绕农村“三变”改革

中确权登记、资金整合、产权股权交易、风险防范等

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文件。同时，通

过组建联村党委，构建乡镇党委—联村党委—村党

组织三个层级的乡村治理领导体系，保障了“三

变”改革的顺利推进。
( 四) 兼顾公平效率，统筹农村改革

改革涉及各方利益调整，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

一是农村改革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是促进农业

农村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本要求。在深化农

村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要素资源利用

效率，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一个弱势群

体，各种改革措施必须有利于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六盘水市“三

变”改革，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找到了公平

与效率的结合点，既让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公

平地参与到改革实践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又有

效解决了单家独户经营效率低下、农民增收难的

问题。
( 五) 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农村改革

改革是有风险的，是一个不断试错、在错误中

学习的过程。农村改革更是如此。深化农村改革，

必须针对改革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建立完善风险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为预防和消除风险事件的发

生，降低风险事件发生造成的损失，六盘水市在注

重产业平台建设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引进的同时，

切实加强了政策、保障等机制建设，并在改革实践

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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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n the Ｒural Property Ｒights System
Ｒefor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Ｒeform Practice of the
Ｒural“Three Changes”in LiupanshuiCity，Guizhou Province

WANG Yongping，ZHOU Pidong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reform practice of the rural“Three Changes”from Ｒe-
sources into Assets，Capital into Shares and Farmers into Shareholders in Liupanshui City，this paper an-
alyzed the background，connotation and reform effects of the rural“Three Changes”reform，and system-
atically clarifie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value of the“Three Changes”reform in term of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Two leaps”theory，promoting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 on supply
side，cultivating new driver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implementing target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paper also revealed the key links that should be concerned in the rural reform of“Three Changes”from
the determin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and assets rights，the quantification of the equ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platform，the cultivation of the new bus-
iness 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end，this paper sum-
marize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deepening rural reform of the rural“Three Changes”reform in Li-
upanshui City from five aspects of enhancing problem-oriented motivation，resp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giving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Ｒural“Three Changes”Ｒeform; Connotation Interpretation; Innovative Values; Key
Links; Liupanshu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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