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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罗霞
实习生 龚沙 通讯员 沈敦煊
冯曦

累 计 签 订 流 转 合 同 8196
份、土地租赁率达 100%、村民增
收超过 30%。 一项农村土地数
字化改革， 让益阳市赫山区泉
交河镇土地 “活 ”了起来 ，农民
收益高了起来。

“改革能顺利推进 ，并取得
成效，法治保障是关键。 ”泉交
河镇镇长刘湘深有感触地说。

在油菜花开满青山绿水之
间的 3 月上旬 ，《湖南法治报 》
记者来到该镇， 感受赫山区如
何以法治之力， 描绘出乡村振
兴新画卷。

多轮法治审查改革方案
泉交河镇因境内有老河与

侍郎河在此交汇而得名， 历史
悠久，自然条件优越。

40 年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
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土地碎
片化 、巴掌田 、补丁田 、人多地
少等问题逐渐显露， 农户种粮
积极性不强， 耕地抛荒撂荒隐
患逐渐增多。

作为湖南省 4 个全国乡村
振兴先行先试的示范镇之一 ，
在上述问题面前， 乡村振兴从
何谈起？ 问题该如何解决？

2021 年， 赫山区决定在泉
交河镇因地制宜， 探索走农业
现代化发展之路， 进行农村土
地数字化改革。

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 ，就
是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
户以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入股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进行
数字化登记。 经区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包装 、挂网 、租赁 ，所得
收益交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按入股份额分配， 实现土地
生产效益最大化。

打破数十年传统土地流转
模式， 区政府如此重大的行政
决策合不合法、 程序合不合规
定，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的
当时，考验着赫山区司法局。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
查， 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关
键环节， 也是改革能否顺利进
行的重要保障。 ”区司法局局长

张伐介绍。 为从源头上遏制改
革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
风险， 区司法局协同区人大在
《民法典 》第 339 条和 《关于完
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 以及
《湖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 》中
找到政策依据， 有力地证明该
改革项目的合法性。

赫山区土地数字化改革自
此拉开了序幕。

区司法局承担着巨大的压
力。 3 名法制审查工作人员在仅
有原则性政策指导的情况下 ，
全过程参与意见征集与采纳修
改、外地经验收集、上级政策与
指导意见收集等工作， 逐词逐
句反复研究。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 每天
工作至凌晨 12 点是家常便饭 。
经历多轮讨论与修订， 最终指
导并审查通过 《农村土地数字
化改革工作方案》《赫山区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试行）》《赫山区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赫山
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
理办法（试行）》《赫山区加快推
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方
案》等文件，为改革工作的建章
立制提供了关键性的法治保
障。

重大改革项目实现零上访
“村里要回我的地了。 ”
“村里不让我种地了。 ”
《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工

作方案》一经下发，就在村里炸
开了锅，村民反应强烈，他们担
心山林、 田土等进行数字化登
记改革后，田地不再属于自己。

赫山区司法局当即组织律
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普法志愿
者 ，深入全区 11 个乡镇 ，通过
屋场会、板凳会，对数字化土地
改革开展专项法治宣传， 重点
宣讲《土地法》《土地承包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对于特别不理解的群众 ，
工作人员逐一上门解疑释惑 ；
对于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农
户 ，按照自愿原则 ，通过田亩
置换的方式 ， 保障其合法权
益 ， 确 保所有村法治宣讲率
100% ， 政策法规宣传到户率
100%，消除农户顾虑，增强农户
安全感。

赫山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22 万亩，过去因为土地流转产
生了一些历史遗留纠纷。

赫山区司法局在改革开始
之前， 就对历史遗留的土地纠
纷进行排查调处， 为土地数字
化改革扫清障碍。

奎星 村 五保 户 陈 某 死 亡
后， 村委认为其田地应该根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 收归集体，
但是其侄子认为自己在陈某生
前一直对其在生活上予以照
顾， 周围村民也可证明陈某说
过要把田给自己， 土地应该由
自己继承，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为确保土地数字化改革顺
利推进， 赫山区司法局泉交河
镇公共法律服务站立即组织村

法 律 顾
问 、村调
解 员 调
解 。 村法
律顾问告诉
其侄子， 根据
法律规定，他与叔
叔达成了口头遗赠扶养
协议， 可以继承其叔叔的房屋
和其他财产， 但是土地承包权
不能继承。

最终， 陈某生前承包的土
地经营权收归村集体。 考虑到
陈某侄子在其生前尽到了扶养
义务， 村民大会决定陈某生前
承包地承包期内的收益归其侄
子所有。

双方 对 调 解结 果 非 常 满
意， 该村的土地数字化改革顺
利推进。

泉交河镇副镇长胡建科回
忆，改革之初，菱角岔村 3 个月
就召开了 70 余场屋场会。

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
动土地数字化改革， 越来越多
的村民签订 《流转承诺书》，重
大改革项目零投诉、 零上访超
出工作人员意料之外， 矛盾纠
纷也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

107名法律顾问为村级
合同把关

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 ，乡
村建设为农民而建。

张伐表示， 在赫山区土地
数字化改革工作的各类文件审
查工作中， 区司法局充分保障
农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
权 、监督权 ，确保土地的性质 、

用途不改变、 农村集体资产不
流失。

镇级层面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由区司法局法制备案审查；
镇级层面其他文件以及村规民
约，由司法所法制审查，司法局
予以指导。

区司法局还充分利用一村
一法律顾问制度 ， 为 142 个村
土地数字化改革土地流转提供
合同把关等精准公共法律服
务，指导制作《村级流转土地异
动审批表》《土流集团与城投公

司合作协议 》《高标准农田
建设招商公告 》 等文

书， 就村委会办理
注册村集体 （股
份）经济合作社
等事项， 提出
法 律 层 面 的
意见。

泉交河镇
棱角岔村法律

顾 问 蒋 欣 在 一
次审查土地流转

合同时，便发现了问
题， 还一度被承包人公

司认为是故意找茬。
2022 年 1 月 2 日， 承包人

公司与菱角岔村达成土地流转
意向后，便想尽快签订合同。 蒋
欣在审查合同时发现， 合同未
就空置、 荒田的违约责任进行
明确， 更是将土地流转的年限
约定为 30 年。

“承包人公司认为合同都
是政府统一制定的， 肯定没有
问题。 但其实因承包人或项目
的不同， 合同内的具体条款也
会不同。 ”蒋欣表示，双方自行
约定流转 30 年的经营期 ，已超
过了原承包期限， 且时间越长
土地的经营风险越大。

蒋欣当面对 《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合同》 中的流转金支
付时间与方式、 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 合同的生效、 变更或解
除、违约责任进行了审查，对合
同中权利义务不对等、 违约责
任不明确等条款向合同双方作
了重点解说， 对不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得到了
承包人公司与村民双方夸赞。

在法治护航下 ， 泉交河镇
土地数字化改革顺利推进。 小
田变成了大田， 村民变成了股
民， 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在
这里徐徐展开。

以法治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画卷
益阳市赫山区司法局为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护航

↑赫山区司法局组织专项普法活动。

→赫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对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相关文件法制审查。

开栏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3 年 5 月，是司法部在全国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的收官

之月。
为充分展示湖南司法行政系统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以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特开辟此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