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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惠建利

摘要：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受侵害状况较为普遍，这不符合“男女平等”的现
代法律理念，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其旨在提高妇
女地位、改善妇女经济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相关纠纷案件、地方立法文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考察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本文提出，法律制度的漏洞、村民自治的有限性、经济利益关
系失衡是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应完善农村妇女
权益保障相关法律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明确新时代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是“既追求性别平等，
又追求经济增长，实现两者的综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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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问题
当前，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但其权益却得不到平等而充分的保障，这一矛盾已成为
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受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
权益，特别是离异女、外嫁女的有关权益难以得到与农村男性平等的保障。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中，要切实保护妇女权益不受非法侵害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②。国家计划力争到 2021 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民住房财产权法制保障研究”（编号：2014M55231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农民住房财产权法律体系的构建研究”
（编号：2014F10）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改革创新研究”
（编号：16SZYB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6-12/30/content_23371088.htm。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

②

-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这几年正是农村妇女在这一改革中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时期。因此，,需明
确认识农村妇女权益需求的新变化，改变传统观念，将追求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作为农村
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①。产权制度改革对个体经济能力的影响巨大，产权的改变，
在某种情况下会使个体对以前不曾拥有的资产享有权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妇女权益保障以及
经济生活的影响颇大，这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以来妇女土地权益纠纷递增的现象可见一斑。明晰
集体资产、确认成员身份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当前，中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尚无统一规定，而基本由各地区甚至各村庄自主议定，这一认定标准的乡土色彩
较浓。受传统思想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的身份普遍不被重视，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等权属关系证明文本上基本不登记妇女姓名②。2016～2017
年，全国妇联收到妇女土地权益相关投诉 8807 条，比 2014～2015 年增加了 182%③。这表明，实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现象更加严重，农村妇女为保护自身权利不惜与
旧习俗展开斗争。激增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反过来影响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影响着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④问题可谓农村社会的“顽瘤”
，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以法学领域的
研究最为普遍，研究角度多有不同。有些研究围绕妇女的某一种权利展开研究。例如，田义文等（2011）
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专门分析，提出了家庭内对农村承包土地“按份分割”
、村民委员会组
成人员中增设“男女比例制度”
（应有不少于 1/3 的妇女代表）等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建议；何包钢、
郎友兴（2001）对农村妇女选举权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改变农民整体在中国的弱势地位是保护农村
妇女权益的关键；李永萍、杜鹏（2016）对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做了专门分析，认为当前农村妇女的
婚姻主导权处于权利失衡状态，会产生家庭伦理危机、家庭责任受到冲击等负面效应。部分研究则侧
重分析妇女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王珊珊、赵丽珍（2005）认为，中国相
关法律制度缺乏对社会性别的考虑，没有较好地起到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效果。高飞（2012）结合中
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后指出，造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根本原因是集体土

29613660.html。
见《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http://news.gmw.cn/2016-12/30/content_23371088.htm。

①

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指出，根据全国妇联委托原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农村

②

固定观察点展开的抽样调查，依然有 30.4%的妇女姓名未被登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 80.2%的妇女姓名未被
登记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
数据来源：崔郁，2018：
《关于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提案》
，
《中国妇运》第 3 期。

③

④

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最重要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其中，财产权利包括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权利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民主权利包括参与权、表决权等。虽然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最为
严重，但本文整体上探讨的是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仅部分地方结合上下文表述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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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主体制度不健全。另有一些学者从人权法学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妇女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
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妇女土地权益是重点研究内容——虽然
研究背景各异：有的以城镇化为背景研究妇女土地权益，提出推动制度改革、减少传统观念影响有助
于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王晓莉、李慧英，2013）
；有的以农业女性化为背景研究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提出只有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才能真正实现其发展的自由（向东，2014）
；有的从政治、经济、
文化三维结构变革角度，探索妇女权益保障路径（例如李慧英，2018）
；还有的以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为背景来分析妇女土地权益纠纷，认为加强司法救济对保障妇女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张勤，2018）
。此
外，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基于田野调查资料来研究土地制度实施中的性别问题，试图提出切合实
际的解决方案。例如，林志斌（2001）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农村妇女生存与发展状况堪忧，应加强土
地立法、土地政策的性别敏感性。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通过构建模型来分析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受侵害的原因，提出应从农村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综合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黄森慰等，
2017）
。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不同地区所确定的农民是否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
差异较大，又因与经济利益挂钩，农村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往往受到限制，所以，农村妇女
权益相关矛盾在实践中层出不穷。对此展开的反思性研究中，不少研究认为，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争议凸显了中国农村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反映了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体现了村民自治制
度的固有缺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为基础展开。例如，贺
福中（2017）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王竹
青（2017）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是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的主要依赖。总之，对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重要性及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使集体资产在市场化运作中
发挥“资本”效能等作用方面，国内现有研究的观点较为一致。
此外，中国学者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及其他与女性相关的理论（例如，妇女与发展理
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
，结合应用到对中国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探讨中，但还没有文献
专门、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经济学应用于分析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处于
经济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女性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
障的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使农村妇女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二、研究视角：女性主义经济学
所谓女性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中新兴起的一个分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它建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社会性别分析视角这一重大缺陷，认为
科学本身带有主观性，融合有人的情感和看法。总结现有的相关理论观点，可以将女性主义经济学定
义为：以社会性别为研究视角，以提升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为核心目标，以揭示并祛除经济学研究中
的性别成见为主要手段，以家庭、劳动力市场、教育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它主要表达了一种追求男女
平等的信念，也表达了女性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态度。1995 年 9 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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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行动纲领》要求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参见刘伯红、吴华，1995）
，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性别经
济思想影响深远。20 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但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经济学有关
研究在中国仍处于初始阶段。
作为经济学的新兴分支，女性主义经济学具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重
点和研究目的。总体上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其研究角度看，女性主义经济学
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关联，但不同于生理性别，体现了建立在男女生理性别
基础上的文化社会构建或文化社会观念差异。女性主义经济学突出的特点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展开经
济学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将性别的社会分析引入经济理论，研究经济中的性别角色（崔绍忠，2011）
，
并以性别为基础，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给予重新解析（沈尤佳，2011）
。第
二，从其研究对象看，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具有社会身份的人，而不是主
流经济学中被假定为完全理性的、可以进行自主选择的“经济人”
。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受其所处生活
环境的约束，其自主性受社会规范、性别关系、法律与各种规则的影响和限制。第三，从其研究方法
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博弈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侧重定性分析，更多考虑儿童、文化、意识形态等因
素。而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研究方法仅强调博弈的双方，忽略了性别，忽略了家庭中孩子的作用。此
外，主流经济学所倚重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无法对诸如历史传统的影响、性别角色的认定等问题进行分
析。第四，从其研究重点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对劳动力市场、教育等主要内容的研究中，均对制度
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充分论证。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性别研究特别需要关注
限制妇女能力发展的各种制度因素，因为制度（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是造成性别
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亦即经济学研究还需关注男女社会性别角色是怎样在社会制度规范的逐渐进化中
自发产生的（朱成全、崔绍忠，2006）
。第五，从其研究目的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主要以提高妇女社
会地位为目的，关注妇女发展问题，也强调女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它在进行经济分析时，
不但关注市场行为，而且关注性别歧视等非市场行为乃至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女性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分析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具有探索性，
在重视农村妇女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晰制度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
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
第一，重视农村妇女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女性主义经济学将家庭内部劳务活动、劳动力市场、
教育等层面的男女两性差异①，以及匡正这些差异的规范和政策等都纳入研究范畴。这些方面与人类经
济生活紧密相关，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就使妇女就业时避
开男性所主导的工作领域。而这些方面却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被视为不适合经济学研究的、非市场
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下，大量农村留守妇女不仅参与甚至主导农业生产，而且创
办、参与休闲农业，她们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视角的启发，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必须摒弃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观念，重视并保护农村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

例如男女在职业机会、工资收入方面的差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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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晰社会制度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性别不平等与社会制度有着紧
密关联，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不平等状况出自社会制度，受其制约，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父
权制等（贾根良、刘辉锋，2002；董晓媛，2009）
。这些观点有助于厘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妇女
权益保障的关系，认识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妇女权益保障有重要影响。当前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围绕着如何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怎样分清集体资产产权、怎样保障农民财产权等焦点问
题展开，这直接关系到妇女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如果农村妇女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会失去使
用集体资产、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等一系列权利。可以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为完善相关法律
制度、改变农村传统的歧视女性的观念提供了制度机遇，也给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现实机遇。
第三，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女性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兴分支，与主流经济
学相比，其特点是突出现代经济研究的性别观，以推动性别平等、提高妇女经济地位为价值追求，并
强调女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前，中国农村妇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遭遇诸多不公平待遇，其权益
受到严重侵害。而事实上，无论在人数占比方面，还是在对农村建设的实际贡献方面，农村妇女的优
势地位都很明显。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对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
益等行为积极纠错，可拓宽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男女权益应受到平等保障的认识，从而促
进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因素
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不必然会产生新均衡，有时会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导致
新斗争（柏兰芝，201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集体经
济实现形式得到了创新，但也凸现出一些新矛盾。特别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农村
妇女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引发大量纠纷。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男女社会性别角色与文化观念、
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女性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传统观念、社会制度对农村妇女
权益保障的制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法律制度的漏洞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社会制度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影响
了社会性别。周安平（2004）在考察性别不平等与人类社会进化历史的关系后指出，法律在构建之初，
“就远离了妇女，成为男人主宰的领域。
”并且，法律长期由男性主宰，且极力掩盖社会性别，披上了
性别公正的外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内的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这
些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是法院审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相关案件的法律依据，也被农村妇女在上访中经
常引用。以时间顺序，这些条款具体包括：
《宪法》
（1982 年）第 5 条、第 48 条，
《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3 年施行）第 6 条、第 3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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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施行）第 24 条，
《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5 年修订）第 30 条、第 32 条、第 33 条、
第 55 条，
《物权法》
（2007 年施行）第 63 条，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0 年修订）第 36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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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上述法律法规的制定、前后修订以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从立法上为村民自治权划定了边界，
为司法机关介入村民自治、保障农村妇女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从“中国裁判文书网”2012 年以来发
布的案例看，法院基本上都会受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案件。法院不受理该类案件的媒体有关报道也少
了许多①。
上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保障农村妇女权益方面虽然效果明显，但因缺乏社会性别角度的思考，
并受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看似平等的条款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
权益。例如，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村一户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就无法保护离婚妇女的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漏洞，这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形成了制约。例如，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在受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案件后，首要环节往往是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
在确认农村妇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前提下，如果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
权受到侵害，法院才会援用相关法律法规判决如何分配补偿款、集体资产收益等，份额是多少。例如，
在“张芝英与义乌市佛堂镇张宅二村村民委员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
纷案”②中，法院认为，村民只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有权利平等获得征地补偿安置收益。
但是，当前中国尚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立法。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均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给予明确规定，各地法院、仲裁机构等部门的认定标准则差异
很大，这成为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通过高级检索，在“案件名称”中输入检索词“集体经济组织”
、
在“全文”中输入检索词“外嫁女”
，以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为时间段，在中国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随机整理出 11 个省（市）
（包括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重庆
市、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河北省）105 个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与外嫁女权益有关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对这些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笔者发现，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判决全部都
以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为外嫁女能否获得土地收益或集体资产收益的前提。由于没有

考察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对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相关案件，司法机关在受理与否上曾

①

有过多次反复。以 2005 年 9 月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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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
在这之前，围绕法院是否应受理该类案件的矛盾与争议很大。例如，在这之前，广州市两级法院在是否受理外嫁女土地
权益纠纷案件方面就经历了从一概不受理到在部分地区受理部分案件，再到后来一概不予受理的过程，政策反复变化。
有些法院对该类案件即使拒绝受理，理由也不一致，甚至出现所谓的“选择性司法”
。拒绝受理的理由主要有：第一，
部分法院认为，农村妇女与村委会（村民小组）不属于平等主体，双方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的范围；
第二，部分法院认为，在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法院无权直接确认集体成员应享有的土地权益；第三，部分法院
认为，外嫁女的数量庞大，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村民大规模上访，影响社会稳定，民事审
判难以妥善处理外嫁女的土地权益纠纷。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以后，各地各级法院基本达成共识，一般都
受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
“浙 0782 民初 1182 号”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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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各地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判决中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的认定依据和认定标准很不统一。具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认定依据多样化。部分人民法院依据一般原理判决这类案件。例如，
“刘永芳、张航与涪
陵区南沱镇连丰村村民委员会 6 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①一案中，法院依据原告是否有相
对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以集体土地作为主要生活保障、是否具有所在集体的常住户口等基本常
识确定其成员资格，而不是依据任何某个具体法律规定来确定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部分法
院则以地方立法作为判决依据。例如，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隔海股份合作经济社与佛山市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办事处”②一案中，法院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 15 条的规定，认为
当事人有当地户口并履行了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还有部分法
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法院自身便于操作的指导意见来妥善处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例如，
温州、邢台等地的人民法院，均有当地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办法，这些办法被作为审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争端相关案件的重要依据③。
其次，认定标准不一致。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依据，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认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其中，有的地方法院以户口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认定标准。
例如，
“谢蕊维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某某村村民委员会、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某某
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④一案中，受理该案件的法院指出，原告
谢蕊维结婚前后户口一直在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未迁出，应为该村合法村民。有的地方法院则以“户
口+履行村民义务”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例如，广东省的一些地方法院，依据《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 24 条，认为农村妇女也享有土地财产权、收益补
偿分配权，与男性村民并无区别，但条件是：其结婚后、离婚或丧偶后户口未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所
在地，并履行了村民义务。有的地方法院以村民是否履行义务及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同意为依据。例如，
辽宁省部分法院以《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 6 条为依据，认为农业
户口人员有本村户口，
“其他将户口迁移至本村居住，能够承担相应义务和交纳公共积累，经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
可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此外，还有的地方法院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采取“基本生活保障+户口+固定生产生活
关系”的认定标准。例如，海南省部分法院依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
“渝高法民申字第 01316 号”
。

①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
“粤 06 行终 386 号”
。

②

例如，2013 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为我市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依法界定集

③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参见温州法院网，http://www.wzfy.gov.cn/ygsf/fywj/）
。2010 年，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第七条规定了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8 种情形
（参见邢台法院网，http://xtzy.hebei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207）
。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
“长安民初字第 00167 号”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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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 3 条，人民政府在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时，将具
有本村户口、以本村集体土地作为主要生活保障且与本村存在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人认定为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法院在相关案件判决中
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不一、认定标准多元化，从而产生相似纠纷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了法律权威，影响了法律价值的实现，使《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男女平等受保护的
条款得不到有效落实。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经常受到排斥，
相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女性主义经济学提出，社会制度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解决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纠纷，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做出进一步思考。
（二）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人类的社会行为与追求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男女性别角色因而在生理差别的基础上烙
有社会、文化等色彩，歧视妇女的相关社会制度、传统观念也由此而生。因此，探究农村妇女权益受
侵害的因素还应从使妇女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中找寻。
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种地域性社会自治，主要由基层群众组织来实施。如果说法律制度的漏洞对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在短期内有望改观，那么，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受几
千年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则需要漫长岁月来消解。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经
历了从“计划经济”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惠建利，
2013）
。1993 年通过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与新经济体制配套的社会
制度尚不完善。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
“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农村妇女权益受
保护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得到改观，反而甚至更加严峻。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课题组（2011）的数据，农村妇女失地及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严重：在 2000 年，9.2%的农村妇
女“没有土地①”
；10 年之后，在 2010 年，21.0%的农村妇女“没有土地”
。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难以客观、公正地表达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是
造成农村妇女权益频遭侵害的重要根源。中国相当一部分村庄在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征地补偿款
等时仍旧采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利益分配模式（朱玲，2000）
。在这种传统利益分配模式下，农村妇
女特别是离异女、外嫁女的财产权利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部分地区村庄的村民会议表决结果存在较
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例如，在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或征地补偿款核定
和分配事宜进行表决时，明确排除离异女、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其不予分配或少分配。
有些村庄虽然有民主表决程序，但很不科学。例如，农村离异女、外嫁女等特殊人口的数量占集体经
济组织总人数的比例比较小，在相关民主表决中明显不占优势，这样的表决结果有失公正。
不仅如此，旧有的男权中心观念也经常被外化成为乡规民约或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章程条款
等，披上了恰当的外衣，长期制约农村妇女权益保障。许多农村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权益受到村民自治

主要指农村妇女在城镇化、承包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因婚姻变动、土地流转等原因失去土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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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限制，她们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村民待遇。例如“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
组与潘春雨、黄依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①一案中，相关纠纷就起源于村民会议决议侵害
出嫁女的权益；而在“郭婷、张轩雅与韩城市金城办城古村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②一
案中，其争议焦点是村民大会是否有权决定不分配或少分配土地收益给出嫁女及其子女。
总之，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社会性别基础，落伍于时代。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发展更加离不
开妇女的贡献。同时，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勇于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追求自己的合法权
益，对此，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中国当前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
许多妇女权益纠纷因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引发。进一步反思可以发现，其深层次原因是村民自治制度深
受传统观念影响，不能客观看待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与中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符，对农
村妇女权益保障形成了制约。
（三）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纠纷“节节攀升”的主因，除相关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村民自
治具有有限性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
之一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集
体利益分配直接挂钩，只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有机会享有征地补偿权、集体资产收益分
配权等一系列财产权利。
传统观念中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带来了两者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地位差异，
妇女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蕴含有丰富的经济价值，农村经济利益关系
失衡才更加明显，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的权益常常受到侵
害。为了减少利益分配中的参与者，外嫁女及其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往往遭到剥夺。女性主
义经济学虽然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宗旨，但也强调妇女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受这一观念启发，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如果妇女能够与男子获得平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不
仅能有效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及经济增长也会有积极影响。
实际上，中国《继承法》
《婚姻法》中同样有“男女一律平等”的要求，农村地区在这方面的认
识比较统一，争议不大。那么，为什么农村妇女权益平等受保护的有关要求在实践中却很难达成共识，
而且有很大争议？在农村，受“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认为，离异女、
外嫁女已是“外人”
，再分配给离异女、外嫁女土地或让她们享受其他相关权益“不公正、不公平”
。
对于这一现象，需要展开理性分析。受现代商业文化的影响，经济利益至上在农村越来越成为人们社
会生活的准绳。不排除有些村庄假借这种所谓的“公正”
“公平”来掩盖其真实意图——经济利益驱使
下对私利的贪图。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许多农村男性劳动力去城市谋生，对户籍所在村庄基
本没有贡献，却毫无争议地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反，长期居住于本村庄的离异女、外嫁女
却常常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遭到排斥。这种矛盾不仅反映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
“琼 96 民终 1829 号”
。

①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
“渭中民一终字第 00235 号”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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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偏见，更反映出问题的根本在于部分村民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贪图私利。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基
层法庭受理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的情况，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的发生与当地开发建
设活动的增多具有紧密联系。2010～2017 年间，三亚市开发建设强度较高地区的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
配纠纷案件数为 1237 件，而开发建设强度较低地区的外嫁女同类案件数仅为 17 件（程诗棋，2018）
。
开发建设活动多伴随有征地拆迁补偿，多伴有集体资产的核定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而这
都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也打破了村庄既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三亚市基层法庭所受理的外嫁女征地补
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数在不同开发建设强度地区间的巨大差别，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妇
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对农村妇女权益的影响力，已超过了法律制度与
传统的宗法规则，成为引起妇女权益纠纷的主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对资源性资产、经营性
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改革，首先需对这 3 类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这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包括村民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是否享有相伴随的土
地财产权、资产收益分配权等多重权利。这些权利是村民获得财产收入的基础，可谓村民的“命根子”
。
特别是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村集体和农民最为重要的资产，改革如果不到位，容易产生新的
更大矛盾。

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如何加强妇女权益保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受侵害状况，既受中国几千年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
又是现有经济、法律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结果。充分保障农村妇女权益，不仅是提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
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村社会和谐、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需要。为有效保障妇女权益，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缺
乏法律和政策依据，认定依据与认定标准在各地有很大不同，需要明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依据与认定标准。对于如何明晰，学者们观点不一。陈小君（2018）提出，应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陈晓强（2017）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由村民委员
会开会投票决定，因为它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笔者认为，为了更彻底地解决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问题，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全国统一立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关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鉴于这一改革的紧迫
性，本文认为，统一立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宜分两步走：首先，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地方性规定。即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依据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界定，对成员资格认定的宗旨、目标、原则、条件、
标准、具体程序等做出指导性规范，并将农村离异女、外嫁女等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的人群作为集体经
济组织的特殊成员，对其成员资格进行专门认定。其次，对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全国统一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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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做出全国性规定，以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此外，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内容不仅包括征地补偿权、
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还包括民主权利等，而《妇女权益保障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土地管理法》
中的任何一部法律的宗旨和内容都无法单独涵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立法。
国家已有相关立法计划。例如，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研究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①；
《民法总则》
（2017 年修订）增加了“特别法人”条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涵盖其中；
《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
》更是明确提出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都对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有现实推进意义。然而，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终究不能脱离其所处社会环境，当前尚需客观认识制约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因素。因此，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立法，当前仅需
要对成员资格认定的基本标准做出总的规定，其他细化规定可由地方立法机关做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本条件可设定为：必要条件+协助条件，即可简洁表述成“户
籍+协助条件”
。其中，户籍为必备条件，协助条件包括：血缘、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民主管理权、是否长期在本村居住、履行乡村义务状况、社会保障来源等。当前，国内多地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实践中已采用这种标准。例如，《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办法》第 6 条强调将户口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条件的必要性②；邢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6 条规定，具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户籍、长期居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利义务关系是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的基本条件③。另外，中国农村户籍制度内涵丰富。按照法律规定，婚姻变化是农村妇女户籍
变动的主因之一，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离婚是否导致农村妇女及其子女户籍变动，各地做法并不一
致。例如，有的地方的惯例是：农村妇女如果改嫁至其他地方，其子女户籍随母亲户籍一起变动；而
有些地方则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妇女改嫁到其他地方，其子女户籍不应发生变动，只要是宗族的子
孙，就不能剥夺他们的户籍地位（胡亮，2012）
。因此，为了克服户籍单一条件的弊端，需要以协助条
件作为补充。
（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 年试行后，村民自治制度开始逐渐完善。实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许多地区农村的村民自治内容有了很大扩展，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
权成了村民自治的新内容。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80%以上村庄的乡规民约都被修订完善（陈寒非、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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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

①

zhengce/2015-02/01/content_2813034.htm。
参见《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

②

2004-10/11/content_333094.htm。
③

参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邢台法院网，

http://xtzy.hebeicourt.gov.cn/ public/detail.php?id=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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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才，2018）
。然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在中国各地农村仍存在着明显差距：一
些村庄严格依法开展各项民主活动，一些地方则利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侵害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农
村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在农村集体经济事务和村民自治中缺乏话语权，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成为农村的
一种普遍情况。为了改善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的现状，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并顺利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仍需不断修订和完善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依法管理、民主治村。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构建“三治”统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需注
意处理以下两种关系：
首先，理顺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间的关系。要明确规定村民会议投票事项应与法律法规、国家政
策相一致，强化法律法规对村规民约的指导和规范，使农村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取
上得到平等对待。对于那些与法律法规以及现代司法理念相抵触、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村规民约，应
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现行法律对此已有规定。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①
第 20 条规定，乡规民约不能与国家法律、政策相矛盾；第 36 条规定，村民会议决议如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地方法院也多据此断案。然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只是简略规定，村民自治方案如果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对
于应承担何种具体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是停止侵害责任）
，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大多数地方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中对于村民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具体
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也不明确。
只有个别地方的这一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类型。
例如，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 39 条明确规定，村规民约以及村民
会议等的决定如果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责任人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村民
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类型。并且，建立村民自治方案检查规则，
删除村民自治方案中男女权益不平等对待的条款。检查的步骤可以是，先由村民委员会检查现有村民
自治方案，看是否存在侵害农村妇女权益或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后由县乡相关部门清查。
其次，明确村民委员会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村民委员会的法律
地位及其职责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②，但没有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职能。按照当前法律
规定，同为法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村民委员会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根据《民法总则》
第 96 条、第 99 条、第 101 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为特别法人，法律地位平等，

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7/2010-10/28/content_1602777.htm。

①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 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②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4 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
权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7/2010-10/28/
content_1602777.htm）
。根据《宪法》第 111 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参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3/22/conte nt_52 76319.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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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独立①。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彼此联系。例如，对于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庄，根据《民法总
则》第 101 条，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济实力普遍比较弱，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其经济职能多由村民委员会代行，甚至在一些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名存实亡，由村民委员会完全取代行使其集体资产管理职能。从民法上讲，作为
独立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独立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以，适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立法，
是明确其职能、使其能够独立开展农业经营活动的客观要求，也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合理路径。
《关于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及时研究、制定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
格②，这为未来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也已得到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
法总则》的确认。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集体经济组织逐步独立规范运作是必然趋势。
（三）明确新时代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
历史上，各种社会重大变革都受女性的影响，社会变革成功与否可通过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衡量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之一，为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重要机遇。反过
来，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对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女性权益保障问题既是性别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女性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中女性的贡献，
深化了经济学领域中男女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有关论点
为思考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障、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经济意义提供了新思路。中国
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进城务工，呈现出较为明显
的非农化倾向。农村妇女约占农业劳动力的 60%以上④，女性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留守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女性，农业女性化已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随着农业现代化、
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男女之间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方面
差别越来越小。特别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更契合妇女自身的特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农村妇女在其中得到与农村男子平等的权益，小可激发农
村妇女的生产动力，大可缓和社会矛盾，对于确定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唤醒农村沉睡资本、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调查结果表明，男女不平等会损害人类福利，阻碍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庞晓鹏、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3/18/content_5178585.htm#1。

①

这一意见提出，
“抓紧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确权利义务关系”
。

②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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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
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参见马克思，200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
（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99 页。
据全国妇联统计，中国妇女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 60%以上，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广东省妇联的数据显示，

④

广东省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 65%以上，这一比例在一些地区已达到 70%或更高。具体见《统计：中国妇女劳动力
已占农村劳动力 60%以上》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9/71124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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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媛，2014）
。
《1999-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援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近 30 年经济增长数据的基
础上指出，性别歧视度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缓慢（转引自朱玲，2001）
。可见，保
障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以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对新农村
建设的促进为例，妇女劳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其生产行为、消
费行为、新技术运用行为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李玉杰，2013）
。
此外，如果农村妇女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持续遭遇不公平待遇，不仅其自身利益直接受损，而且将
带来更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农村妇女综合素质下降、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等。在中国一些城中村、城周村，土地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进程中基本被全部征收，受到性别歧视的农
村妇女及其子女如果难以平等享受村民待遇，丧失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会逐渐沦为贫困人群，其结果
是国家扶贫负担的加重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受阻。另外，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如果农村
妇女的权益持续受侵害，权利意识已逐渐增强的农村妇女可能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施加阻力，
通过陈情、上访、诉讼等各种方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实践中，这种阻力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的重要因素之一。放任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行为发生，不但会引发大量行政诉讼案件，而且将影响
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课题组，2017）
。

五、主要结论
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的现实状况与男女平等的现代法律理念背道而驰，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视角，结合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本文研究发现，开展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妇女权益纠纷逐年递增。其中，法律制度存在漏洞，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认定标准缺乏统一立法，是导致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不断的主要因素之一。村民自治存在有限性，
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缺乏社会性别基础，难以客观、公正地表达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农村妇女权
益频遭侵害的另一主要影响因素。此外，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成为引起农
村妇女权益纠纷的又一主要因素。
针对这些制约因素，笔者提出如下推动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建议：首先，为了更彻底地解决农村
妇女权益被侵害问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全国统一立法。宜分两步走：先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地方性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对这一认定标准做出全国统一规
定。统一立法仅需对成员资格认定基本标准做出总的规定，其他细化规定仍由地方立法机关做出。其
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依法管理、民主治村。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村民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类型，并适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立法。最后，随着中国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妇女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得到与农村男子
平等的权益，对于提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两者的综合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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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conomics
Hui Jianli
Abstract: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generally damaged dur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China.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modern legal concepts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has been an obstacle to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conomics, aiming at
improving women’s 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status. Based on cases of disputes over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n the Chinese Judicial Document Network and local legislative documents, the study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investigates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flaws in the legal system, limitations on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and an imbalance of
economic interest relationship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areas,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system to protect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Meanwhile, a new objective of protecting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defined a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Rural Area;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Women; Rights and Interests; Femin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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