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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基于对义乌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调研和观察，对宅基地退出的 3 种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剖析各种

模式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各种模式成功和推广的前提和基础。[方法]运用“三圈理论”
，从价值、能力、支持 3 个
角度对宅基地 3 种退出模式进行剖析。[结果]义乌市宅基地退出的 3 种模式表现各不相同，但均处于公共价值、能力、支持
三圈相交的“耐克区”
，是成功的宅基地退出模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是宅基地退出追求的价值目标，
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执行能力是保证宅基地退出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农户的支持是宅基地退出能够成功推进的前提条
件。[结论]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应注重各种模式的适用性，切忌照搬滥用；政府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量力而为，切
忌为了退出而退出，使改革陷入“风险区”
；要统筹兼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最大程度的保护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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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村庄制度的核心安排，我国农村宅基地存在大量闲置、管理混乱、侵占耕地严重等问题，造成宅
基地利用效率下降，越来越不适应乡村的发展，而城镇建设用地却面临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供需矛盾尖
锐。为解决“人地”供需矛盾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推进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作为
当前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任务。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
综合性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提出“建立健全依法公平取得、
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管理制度”。2015 年以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已有 33 个县级
单位参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由此可见，探索和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今后我国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的大势所趋。
目前关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具体可行路径还没有达成一致，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总结好
农村土地制度 3 项改革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
，宅基地制度改革急需微观层面的创新实践提供经验支
持和政策借鉴。目前，许多地区已对宅基地退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探索，典型的有天津的“宅基地换
房”模式、四川成都的“双放弃”模式、重庆的“地票”制度等。从理论研究来看，关于宅基地退出模式
[1]
[2-4]
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众多学者从宅基地退出模式的划分 、退出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模式的
[5,6]
有效性和可行性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分别从经济结构变革及村庄转型、整治目标、整治内容、
[7-10]
驱动机制等方面对宅基地退出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
，但是还鲜少有文献将政府、农户纳入统一
框架下从不同角度对宅基地退出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文章以“三圈理论”模型为基础，基于对义乌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调研和观察，从“价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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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3 方面对“旧村改造”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和“新农村集聚建设”3 种宅基地退出模式进行分析
和比较，判定义乌市宅基地退出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剖析宅基地退出中的经验和需重视的问题，试图
为制定差异化和可执行的宅基地退出模式提供帮助。

1 三圈理论
“三圈”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马克·莫尔（Mark·H·Moore）教授创立的一种关于公共政策的分析
工具，该理论认为制定或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时，必须从“价值”、“能力”、“支持”3 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和
[11]
分析 ，具体表现为：
首先，必须考虑政策方案的目标是否具有或能否创造公共价值，是不是以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方案的最
重要诉求，称为“价值”
（value）。在公共政策中，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价值是
最根本和第一位的，是在做出决策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也是决策的前提条件。
第二，必须考虑政策方案的实施与执行中的约束条件，即达到政策目标的人、财、物等资源是否具备，
称为“能力”
（capability）。组织的能力是保证政策目标实现的基础条件，具体包括人力、财力、技术、设
施、空间、知识、信息等。制定或执行计划时，要清楚组织的优势在哪里，短处弱项是什么，应如何创造
条件扩大资源、发展能力、发挥作用，以保证计划项目的顺利完成。
第三，必须考虑政策方案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意见，能否获得各方的认同与配合，称为“支
持”
（support）
。对支持圈的关注能够让我们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如果
政策方案在支持圈内，执行起来会顺利一些，如果不在支持圈内，则执行起来有困难，更需要努力取得各
方面的支持。
价值、能力、支持 3 个要素分别以 3 个圆圈（价值圈 V、能力圈 C、支持圈 S）表示，构成公共政策
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分析模型（图 1）。

V 价值

V 梦想区

V+S 风险项目区

V+C 梦想项目区

V+C+S 耐克区

S 别人的梦想区

C 能力

C+S 噩梦区

S 支持

图 1 “三圈理论”示意图

此外，价值、能力、支持 3 个圈叠加在一起，可以形成 6 个区域，分别代表公共政策执行时可能出现
2

的情况。三圈重叠处的“耐克区”
（V+S+C）表示公共政策处于兼备价值、能力、支持 3 要素的最佳决策
区，因此最有可能获得成功。此外，另外 5 个区分别为梦想区（V）
、梦想项目区（V+C）
、风险项目区（V+S）、
别人的梦想区（S）
、噩梦区（C+S）
。
“三圈理论”强调价值、能力、支持三者的相关性，也为我们提供了
清晰的公共政策分析框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能力、支持三者的相关性，要努力寻
求并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同时，判定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科学合理，基本着眼点看其处于“三圈”中
的哪一区域，从而分析该政策是否具有前景性和可行性。本研究中，我们从义乌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出发，
从价值、能力、支持 3 方面衡量宅基地退出 3 种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取得的政策效
果以及不同模式的区域差异性及其成因，以为其他地区政策的制定与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2 3 种模式概况
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属于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2017 年，义乌市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达 98.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8%。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农村改革，2015 年，义乌市被列为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之一，在宅基地退出中主要总结出 3 种实践模式，以下对 3 种实践模式的具体做法、
主要特征和推行条件进行分析，为不同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奠定基础。

2.1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模式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即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在城市新社区进行集中居住，腾退的宅基地经复垦后
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或者转权为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模式的主要做法为：
（1）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资
格权和使用权，宅基地回归到村集体手中，农户利用原有宅基地置换高层公寓；农户置换的高层公寓土地
性质为国有出让，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转让和上市交易；
（2）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享受
相同待遇；
（3）退出后的宅基地不再是原有用途，经整理和转换后用作城市建设用地。此模式具有两个主
要的显著特征：一是政府是实施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的投资主体，由于高层公寓以及产业用房的建设投资
数额较大，政府投资是这一模式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促进城乡融合，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让农业转移人
口转为能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城市市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础配套服务，并通过宅基地退出突破
了城乡土地市场的二元分割，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

2.2 “旧村改造”模式
旧村改造，即在原村庄的基础上进行村庄的统一更新改造，改造的住房兼顾居住和产业功能，可面向
个人或企业流转。模式的主要做法和特点为：
（1）在原有村庄上集中重建住房，农户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不发生变更；
（2）宅基地资格权有偿调剂，农户无偿分配取得的宅基地在落地前，若权利人自愿放弃
落地权退出宅基地，在确保“户有所居”的前提下，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回购，以公开拍卖的方式，
进行宅基地资格权村内有偿调剂，拍卖所得返还给调出户；
（3）宅基地可有偿选位，地段好的宅基地由价
高者得，实现宅基地市场化配置，有偿选位费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4）改造后的宅基地可转让和交易。旧
村改造后土地性质仍为集体用地性质，没有使用年限，农户可以在保证每人建筑面积不少于 15m2 的前提
下，在本市区域范围内跨集体经济组织转让。
旧村改造模式通过村庄的改造发展村庄产业，主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房屋由农户自己出资建造，
所得收益由农户享有，因此农户是实施旧村改造的主体，村集体起统筹作用；二是通过房屋出租激活农房
财产价值。旧村改造后的村庄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而且由于较为便宜的租金，吸引大量电商、
物流入驻，促进了村级产业发展。

2.3 “新农村集聚建设”模式
新农村集聚建设，即对于位于远郊的农村，引导农户向中心村聚居，形成人口相对集聚、综合配套及
服务功能相对完善的农村聚居区。模式的主要做法为：
（1）农户建设的住房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农
户仍然拥有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2）村集体按照固定的人均面积分配建房指标，并动员每户农户自愿
拿出一定面积的建房指标，入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由村集体统筹建房，用于发展民宿等旅游产业项目；
（3）编制村庄发展一体化规划。村集体自主编制村庄发展一体化规划，并将分散的自然村整合集中，建
设低层联建住宅，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4）实行资格权村内有偿调剂和宅基地有偿选
3

位。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宅基地资格权村内有偿调剂，拍卖所得返还给调出户；开展宅基地有偿选位，
地段好的宅基地由价高者得，有偿选位获得的资金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
此模式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村集体为主导，主要承担动员农户退出、编制村庄建设和规划、
确定农户建房方案、发展本村旅游产业等工作，所得收益可自主分配和利用；二是可显化退出宅基地的财
1
产价值，经过村庄整合后，节省的宅基地可用于发展本村产业，或者复垦形成“集地券” 和集体经营性用
地入市，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 农村宅基地 3 种退出模式对比分析
宅基地退出能够较好的缓解城乡土地供需矛盾，宅基地退出的顺利推进既需要重要的内外部支持，也
需要政府和村集体具有强大的资金投入及组织协调能力。综合以上，以上 3 种模式实践虽然都处于“耐克
区”，但是在价值、能力、支持 3 方面表现各有不同。

3.1 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是一项改革最根本、第一位的。对于宅基地退出来说，共同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土地的节约集
约利用；其次，随着城乡互动下宅基地财产价值的显化，农户将土地需求由土地实体利用权力转为土地收
益权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实现宅基地财产价值也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义乌市宅基地退出的 3 种模式通过
对土地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实现了土地的节约利用，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从实现财产价
值方面来看，在保障农户的使用权和居住权的基础上，通过置换权益的转让或上市交易、房屋出租、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集地券”等方式实现了宅基地及农房的市场价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是，3 种退出模式的目标价值又各有不同。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模式实现了将节约的土地由农村土
地一级市场向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转变，通过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完全退出和农户向高层公寓的
集中，将节约的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从而缓和城镇化发展建设用地的需求；对于旧村改造模式来
说，其主要的价值是实现宅基地与城市产业的有效对接，利用城郊的区位以及相对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
通过宅基地退出后村庄的更新以及宅基地和住房的流转，吸引城市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集聚，实现
宅基地与市场的有效配置，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新农村集聚建设则是在节约土地的同时，满足传统乡村
转型发展的需求，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村庄独特的文化，通过村庄合并和集中居住，将节约的土地用于
发展乡村旅游或其他产业，或者复垦为集地券，复活村庄，壮大村集体经济。

3.2 能力
组织者具有一定的资源能力和执行能力，才能达到理想目标与实际执行效果的统一，不具备相应的能
力，会使公共政策陷入“风险项目区”。从主要参与者角度来讲，宅基地退出的主要参与者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以及农户。中央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的能力，作为委托人监督和管理地方政府，并进行适当的
宅基地制度安排；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和农户的双重代理人，需要具有履行代理人职能的能力，以及制
定和提供适合地方发展并与中央目标和人民利益一致的宅基地制度创新；农户的参与能力最终决定宅基地
退出能否顺利进行，在自然经济时期，宅基地是大多数农户基本的生存依赖，退出宅基地意味着可能失去
基本的生存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农户拥有很好的非农就业机会或者完善的社会保障时，其参与宅基
地退出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
2015 年义乌市被列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被允许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宅基地制度改革新机
制；在实践探索中，地方政府发挥制度创新、资金投入等能力，显化和实现了农村宅基地的资产价值；农
户层面，家庭经济条件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农户具备了参与宅基地退出的能力。但是，对比来看，
3 种退出模式对于各主体能力的需求方面也各有不同。
在地方政府能力方面，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是对于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资金投入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
由于是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模式，地方政府负责整理宅基地、安置退出农户、规划节约的土地，而且

1

折算为“集地券”的土地可以向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融资贷款或在义乌市资源要素平台采用挂牌、拍卖、竞价等公开方式交易。交易取得的“集地

券”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城乡增减挂钩，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统筹使用，从而达到零星的建设指标集中统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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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户集中居住的住房多由政府出资建造，因此政府是这一模式的主导者和投资主体；新农村集聚建设
和旧村改造模式则由地方政府牵头，农户出资建造住房，村集体出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并负责编制
村庄发展规划，此时，村集体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成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导。
在农户的参与能力方面，作为宅基地的供给主体，宅基地的退出需要在农户自愿的条件下推行，参与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的农户可在政府的主导下退出宅基地，但是农户同时面临失地、失业的风险，因此农
户应具备基本的就业能力及保障未来生活的能力，在保障和补偿方面也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旧村改
造和新农村集聚建设模式都由农户自己出资建造住房，对于农户来说具有一定的资金负担，应考虑农户的
资金承受能力。

3.3 支持
在政策执行时，重要的是要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取得对政策的支持。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主要
的利益相关者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
地方政府层面，政策支持是最基本的条件。义乌市主要从改革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探索
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建立宅基地财产价值的显化机制 4 个方面进行政策的支
持（表 1）
。
表 1 义乌市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政策
改革内容

具体做法
城镇规划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探索“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实施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

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

城镇规划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外，推行农村更新改造；鼓励农户通过集中统建、多户联建、统规分建等多种方式
腾退农村宅基地
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标准占用以及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或其他合法方式占有和使用
宅基地的分区域分类分档累进计收有偿使用费

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分配取得的宅基地实行有偿调剂，鼓励“资格权”上市交易
实行宅基地有偿选位制度，宅基地落地以公开竞争方式进行投标，鼓励以公开竞争方式进行有偿选位
对于自愿退出农村宅基地的农民，可以根据土地级差有序参加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或进行纯货币化安置补偿；
对于农户自愿退出的农村建设用地，规划为城镇建设用地的，由政府统一依法征收后按规划使用；腾退的宅基
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
地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宅基地再分配的，回购价格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参照宅基地基准地价与宅基地使用权人
协商确定；腾退的宅基地规划为农用地的，经验收合格折算为“集地券”
建立城乡置换权益交易制度：城乡新社区及集聚建设对象退出宅基地或者放弃宅基地分配权的，可折算成置换
权益并且可以交易，且政府设定最低保护回购价，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
全面开展宅基地抵押及尝试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农户房屋经过改造后可进行有条件的转让，并有权利用宅基地
建立宅基地财产价值显化机制

使用权进行抵押贷款
建立宅基地入市流转制度：在确保“户有所居”的前提下，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通过买卖、赠予、互换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或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激活宅基地使用权，依托电商、物流、乡村旅游等
产业优势，盘活农房资源，激活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

农户层面，由于农户长期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加上宅基地是农户生活的重要保障，具有很
强的“禀赋效应”，因此，中央明确要求宅基地退出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农户的支持与退出意
愿成为宅基地退出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在对义乌市调研的 248 户农户中，128 户农户表示愿意退
出农村宅基地，占比 52%。不愿意退出的部分农户认为，宅基地是家庭主要的住处和经营场所，是生活的
基本需要，另有 14%的农户认为对于宅基地主要是心理留恋，祖上的宅子，不能丢。对于宅基地的心理留
恋、乡土情结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农户宅基地退出中不仅要考虑到农户的生活需要及乡土情结等因素，更应该注重农户的利益诉求和多
元需求，供应多种不同的保障以及补偿方式，并及时兑现承诺，以获得农户最大程度的支持。分模式来说，
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由于完全退出宅基地，农户对于宅基地退出后的补偿和后续的生
5

活保障更加关注；旧村改造模式主要区域位于近郊区，农户新建住房兼具生活和产业发展功能，对于退出
后宅基地产权的保障更加关注；新农村集聚建设模式主要位于远郊区，农户对于改造后居住条件的改善及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更大的期待。3 种退出模式的比较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义乌市宅基地退出模式的比较分析
所处

改造后的宅基地（住

模式

主要做法

节省的宅基地用途

地区

主导方
房）特性

利用原有宅基
城乡新社区

置 换 的 公 寓可 在 一定

城郊

地置换高层公

能力

支持
政府资金

政府资金投
条 件 下 进 行转 让 和上

地方政府

乡统筹发展；追

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寓

需要的

加快城镇化，城

开垦为耕地，或转

集聚建设

需要的
目标价值

支持；农
入

市交易

求土地增值

户支持

在原村基础上
进行村庄更新
用于村庄基础设施
旧村改造

城郊

改 造 后 的 宅基 地 可 流

改造，改造的

改善居住环境；

农户建房资

土地增值收益

金承受能力

村集体
和公共设施建设

转、转让和交易

农户支持

住房兼顾居住
和产业功能
村集体组织
村庄集中居

用于复垦形成“集

住，建设低层

地券”和集体经营

新农村集聚

新 建 住 房 可用 于 出租
远郊

建设

和经营
联建住宅

改善居住环境；

能力；农户

新农村建设

建房资金承

村集体

农户支持

性用地入市
受能力

综上，义乌市宅基地退出的 3 种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三方共赢的局面，使“耐
克区”达到最大化。节约土地、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是宅基地退出最根本的目标，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
执行能力是保证宅基地退出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农户的支持是宅基地退出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通
过 3 种模式的差异化推进，义乌市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宅基地价值的显化及农户收入的提高。自 2015
年宅基地改革后，通过宅基地资格权的有偿调剂、宅基地有偿选位和有偿退出，帮助 15 个村摘除了经济
薄弱的帽子；通过建立“集地券”后备资源库，有效打通了新型城镇化、农村现代化之间的“任督二脉”，
破解了城乡土地统筹利用的难题；通过宅基地抵押贷款增加了农民贷款途径，截止到 2018 年 7 月，义乌
市宅基地抵押金额和贷款金额分别达 2.24 亿元和 1.64 亿元1；通过宅基地退出与宅基地流转的综合推进，
农户财产性收入占比显著增加，根据调研数据统计，以租金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比重由 5%上升到
23%2。

4 主要结论
该文以“三圈理论”为基础理论框架，从“价值、能力、支持”3 方面对义乌市宅基地退出政策及具
体实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
“旧村改造”、
“新农村集聚建设”3 种宅基地
退出模式均处于公共价值、能力、支持三圈相交的“耐克区”
，但 3 种模式的表现特点各不相同：城乡新
社区集聚建设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市民化，对政府资金投入能力要求高，由于农户完全放弃宅基地进
入城市生活，应首先获得农户的配合与支持；旧村改造是村集体主导下进行的村庄自我更新，通过对接城
市产业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农户参与的内在意愿强烈，应重点考虑农户建房资金承受能力；新农村集聚建
设是村集体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通过对原有村庄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空间进行重新整合，重点
改善农户居住条件，但对于村集体的组织能力和农户的资金承受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1
2

数据来源：义乌市国土资源局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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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所在区位、产业发展状况、资源禀赋等各不相同，导致义乌市宅基地退出模式存在诸多差异。因
此，各地宅基地退出推进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宅基地退出差异化目标，在综合
评估政府执行能力和资金投入能力基础上，最大程度获得农户的支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注重资源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的目标。宅基地退出的总体目标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土
地的财产价值，但在具体目标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位置以及资源禀赋等的不同，宅基地退出应
具有差异化的目标，如在城郊区农村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通过宅基地退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产业发展，远
郊区农村或欠发达地区农村则通过宅基地的退出重点改善人居环境、加快新农村建设。退出目标的制定和
价值的实现要尊重客观规律，注重村庄转型的节奏，考虑农户与土地及乡村的关系，根据不同的村庄特性
与区域位置，选择不同的退出模式，切忌照搬滥用，谨防“一刀切”式的改革。
（2）综合考虑各方能力，量力而为。目前的退出实践中往往面临地方政府缺少启动资金、村集体缺
少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农户缺少建房资金等问题，导致退出政策缺乏可持续性。而且，由于宅基地退出工
作量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对于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村集体的组织能力是一场考验，因此需要政府整体
构思、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在政府资金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切忌
为了退出而退出，使改革陷入“风险区”
。
（3）充分保障农民权益，获得农户支持。宅基地退出涉及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及农户的利益，但最基本前提应该是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保证农户的基本权益。在退出实践中，
首先要保障农户“户有所居”的权利，多种模式引导农户安居；其次，在退出补偿上，综合考虑农户对于
补偿需求的多样性，设置多样化补偿模式，调动农户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宅基地退出后节约土地所获收
益，应全部返还农村，并规范收益用途，保障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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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pilot project of rural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modes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Yiwu city. The purpose i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modes, and the precondition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various mode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were Three-Circle theory, which analyzed the three modes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value, ability and support. The three circles of value, ability and support were superposed to form six reg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most basic analysis framework and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modes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in
Yiwu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were all in the cross area of public value, ability and support, namely "Nike District", which was a
successful mode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Saving and intensive use of land and stimulating the value of homestead property were
the value goals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The government's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bility were the basic
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The support of farmers w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smooth
promotion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The above shows that the three types in Yiwu City, which is homestead exit modes, new
community cluster construction, ol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new rural cluster construction are reasonable and successful.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applicability of
various modes and avoid copying them completely in the process of withdrawal of homestea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so as to avoid putting the withdrawal of homestead into a "risk zone"; In addition,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an all-round wa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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