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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宅基地使用权性质
王崇敏
（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要： 宅基地使用权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造住宅和附属设施
并长期保有的权利。国内对宅基地使用权性质的认识有着不同学说，但要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和现实农
摘

村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进行认识。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准所有权，是物权效力十分强大的他物权，其类
似于自物权。尽管《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但是我国立法文本中的用益物权与大陆
法系立法上的用益物权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利益对土地及相关权利结构的设计不具有决定性，不能
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私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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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宅基地与宅基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与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特定环境相联系 ，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各种因素的综
合。所以，研究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首先需要研究宅基地使用权概念的渊源，探究该制度产生的特定
历史背景。
( 一) 宅基地
“宅基地”这一概念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律概念 ，并为我国法律所独有。 西方大陆法系一
些国家的民事法律中有比较完备的地上权制度 ，而不存在宅基地这一概念，也无相应的制度体系。根据
学者的认识，所谓的宅基地，“是指农村居住住房、辅助用房（ 厨房、禽舍、厕所等） 、沼气池（ 或太阳灶 ） 和
［1］
小庭院（ 或天井） 用地以及房前屋后少量的绿化地”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 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届
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该文件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属于集体，“生产队
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1963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农村和城市宅基地所有权问题的复函 》，第一次在法律文件中使用了“宅基地 ”一词。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宅基地纠纷案件的答复中仍然较多地沿用宅基地一词 。 同时，在 1982
年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设用地管理条例 》及各地随后发布的村镇建设用地管理办法中，也都使用了
“宅基地”一词。“宅基地”一词就逐渐成为一个通用的法律用语 ，也是一个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概念 。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宅基地仅指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宅基地 ，而不包括城市中用于建设居住房屋
的土地（ 亦称“城市宅基地”） 。从历史上看，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初期，除了国家
征收或者没收的宅基地属于国家所有外 ，大部分的宅基地属于私有，包括城市用于建设市民居住房屋的
土地。因此，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城市宅基地。如 1958 年 1 月 6 日修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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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 8 条的规定： “征用城市市区内的房屋地基，如果房屋和地基同属一人，地基部分
不分别补偿； 如果分属两人，可以根据地基所有人的生活情况酌情补偿。”这表明我国承认城市居民私
有房产占用的土地归私人所有。不过随着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改革，城镇宅基地私人所有权成为历史，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成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唯一形式 。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立法中不断明确并强化。 如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施行后，其中规定了“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至此，城市
中用于建造住宅的土地都已成为国有建设用地 ； 加之 1982 年宪法第 10 条关于“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
山一样，属于集体所有”的规定，宅基地一词也就专门指称农村宅基地了 。
( 二) 宅基地使用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及土地改革后实行土地私有制度 ，普遍确立包括宅基地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
民个人。按照 1950 年的《土地改革法 》，宅基地属于农民所有，可以买卖、出典、出租及继承。在随后的
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所有权也没有通过入股的途径加入到初级合作社或者高级合作
社中，宅基地仍为农民个人所有，即使在高级合作社普遍建立以后，宅基地归农民所有的状况也没有改
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1956 年 6 月 30 日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 “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 ”，说明在这一时期农民依然拥有对宅基地的
所有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章程又规定“社员新修房屋需要的地基和无坟地的社员需要的坟地 ，
由合作社统筹解决，在必要的时候，合作社可以申请向人民委员会协助解决。”这说明在农民拥有宅基
地所有权这一制度形式之外，建立以土地村集体所有为基础，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经
开始萌芽。而到了 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①，
其已经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属于集体，即“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
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由此可见，宅基地私人所有权丧失，宅基地私人所有的制度被改变为宅基
地使用权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就形成了农民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 ，农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权
利结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开始正式形成。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针
对宅基地的规定外，还有 196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通知 》，该
文件对农村宅基地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主要内容包括： “（ 一 ） 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
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用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生产
队应保护社员的使用权，不能想收就收，想调剂就调剂。（ 二 ） 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
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房屋或租赁房屋的权利 。 房屋出卖后，宅基地使用权即随之
转移给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 。（ 三） 社员需新建房又没有宅基地时，由本户申请，经
社员大会讨论同意，由生产队统一解决，但尽可能利用一些闲散地，不占用耕地，必须占用耕地的，应根
据‘六十条’规定，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 四） 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随便扩大墙院，扩大宅基地，侵
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随后，中共中央下达的涉及人民公社时期宅基地使用制度的
相关规定，也被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所采纳 。
1963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 （ 修正
稿） 》规定：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
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但仍归各户长期使用，长期不变。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
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 房屋出卖后，宅基地的使用权
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社员不能借口修建房屋，随便扩大墙院，扩
大宅基地，来侵占集体耕地，已经扩大侵占的必须退出。”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些涉及人民公社时期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相关规定 ，事实上成为具有
实施效力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的法律文件 。上述一系列规定说明，当时党和中央政府
已经在立法上确认了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享有的一种长期使用 、长期不变的土地权利，宅基地上的附着
①

当时亦称“六十条”，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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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房屋和租赁房屋的权利 ，房屋出卖后，宅基地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主，但
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及至 1972 年“大四清 ”时期，严格的“一户一宅 ”原则与宅基地无偿使用
原则得到进一步确立，新建的住宅不论是否占用耕地一律不收地价 。 此时，一户如果有两片宅基地，空
闲的一块将被收归集体使用。
事实上，这些规定既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内容的规定 ，也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权利结构的明确。
从理论上来讲，宅基地使用权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占有 、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造住宅和附属设
施并长期保有的权利。从实践方面来说，在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农民依然还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种植竹木
等植物，并拥有对这些植物的所有权。《物权法 》第 13 章用了四个条文对宅基地使用权做出了规定，
《物权法》第 152 条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有权依法利
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
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与我国集体
土地所有权制度相伴而生的一个物权形态 ； （ 2）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形成的背景比较特殊 ，并且主要是针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设计 ，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结构比较单一 ，基本是以户或者单个的自然人为
单位构成； （ 3）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仅限于占有、使用，不具有收益和处分权能，该权利从一开始就“权
能残缺”，流转受到限制； （ 4） 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使用权人无须支付相应的对价； （ 5） 集体经济
组织的成员对宅基地享有的是一种占有 、使用权，该权利长期不变。上述这些结论对我们分析农村宅基
地使用权的性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二、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分析
( 一) 对宅基地使用权性质观点的分析
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性质问题，国内目前有很多学者有所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综合起
来，主要有以下观点，兹分述如下：
1． 地上权说
该观点认为，应当以“地上权”来概括非所有权人因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而利用所有权人土地的权
［2］
利。在我国，地上权即是因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而利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 。 我国立法中
使用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在国有或者集体土地上建造公民的住宅 ，尽管表述上不同，但是
其实都是相同的内容，即在他人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或者种植竹木 。这实质上就是地上权这样一个他
物权统管的内容，因此应该废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而代之以使用科学、实用的地上权
［3］
概念 。作为一个定型化的法律概念，地上权具有简洁明了的优点，且与国外通行的立法相一致，我国
无理由弃之不用。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土地的不同用途将地上权分为公益地上权 、住宅地上权与普通地
上权。其中，住宅地上权就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基于集体分配而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 ，以及为解
［4］
决城镇居民居住困难而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及安居工程住宅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 。 笔者认为上述认
识有一定的道理，目前物权法对本属于地上权所包含的内容又细分为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城市

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概念，确实有叠床架屋之嫌，且在实践中所带来的不准确、不科学也已暴露出来。 从
国外立法借鉴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另起炉灶的做法，也有些不伦不类之憾。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将宅基地使用权简单地归类为地上权明显不太合适 ，因为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不仅仅是在非自有的土
地上建设房屋和种植竹木等权利 ，还承载着其他的功能，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承载的强化农民对集体
和集体土地的依附，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及农业资源向工业聚集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这与大
陆法系国家地上权内涵的纯粹性 、明确性有巨大差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权
之间派生出了其他一些迥然相异的特征 ： 地上权一般是有偿取得的他物权利 ，而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成员基于其身份无偿分配的权利 ； 地上权一般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协议设立产生 ，而宅基地
使用权是根据相关法律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取得的 ； 宅基地使用权具有长期性并实行一户一宅 ，每户面
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显然地上权的期限性、数量上的不限制性等都是宅基地使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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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一他物权所不具有的。可以说，地上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存在许多明显差异 ，地上权理论和相应的制
度设计难以准确解释我国私法上的宅基地使用权 。
进一步分析，地上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存在的上述差异 ，原因主要在于两者的背景和制度基础相
去甚远： 一个是以土地的私有制为基础，另一个是以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 一个是基于个人意
志创设一项他物权，另一个是通过法律制度在集体土地上设定的一项带有强烈的身份性和社会福利性
的他物权。进而言之，地上权是一种存在于他人土地所有权上的一项私有权利 ，而宅基地使用权是存在
于权利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之上 。地上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权利取得 、期限、数量和主体等
方面的区别，表明地上权理论难以合理解释宅基地使用权制度 。
值得注意的是，梁慧星教授认为，应该以基地使用权取代土地使用权以构建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
基地使用权是与传统民法中的地上权相对应的法律概念 ，其内涵包括了现行法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宅基地使用权。在梁慧星主持的物权法建议稿中，专门将基地使用权列为第 11 章。 其第 11 章第 406
条将基地使用权定义为： “基地使用权，是指为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而使用他
人土地的权利。”这一概念与大陆法系“地上权”概念相一致，力图运用传统物权理论将我国城乡土地使
［5］
用权法律制度统一起来，实现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融合 。 笔者认为，由于基地使
用权与地上权只是同义代名词，基地使用权也难以解释宅基地使用权 。
2． 自物权说
该观点认为大陆法系传统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模式是以土地所有权私权性质为基础设计的 ，
缺失这一基础，即不能成立用益物权。我国固有法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 ，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制度而非
民法上的权利，相当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所有权，而非所有权派生或分离的结果，是一种自物权而非他物
权。也就是说，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国家、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而在土地所
［6］
有权基础上设定的宅基地使用权或土地使用权 ，对于民事主体而言，相当于自物权 。
自物权说否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权利性质 ，同时也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民事权利性质 ，在分析

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属性时 ，更多地考虑了我国土地公有因素，并强调了我国土地公有制
的政治原因。自物权说认为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私法上的权利 ，但又需要为整个农村土地民事
法律体系寻找一个得以展开的逻辑原点 ，于是得出了集体土地使用权是自物权的观点。 自物权说一定
程度上认识到了我国土地使用权的“名不符实”实质，认识到了我国《物权法》因为实行土地公有制而对
现实民事私权的严重扭曲，具有合理性，但是，“所有权———用益物权 ”模式并非完全是以土地所有权私
权性质为基础而设计。同时，我国固有法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也并非仅仅为一项政治制度，只是因
为附加在宅基地使用权上的功能 ，导致其权能残缺而已，这在前面的历史演进分析中也可略见一斑 。
本质上，农民集体所有权是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是集体利益的法律表达。这种集体利益是就一个具
体的集体范围而言的。在一个特定的集体内部，集体利益区别于具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是全体成员人人
有份但又不具体分割给个人的，类似于古日耳曼法上的“总有权 ”。 因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就有了
公共利益的特性。然而，我们不能凭此否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性质 。从所有权权能上看，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私权性质，可以体现在土地的抽象支配权上。按照所有权的弹性力原理，即使占有、使用、收益
等权能与所有权本体分离，所有权仍然享有抽象的支配物的权利 。
按照自物权说的观点，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完全的公权利，是国家对土地公有的政治安排，其中的抽
象的支配权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上已经消失 ，而被安排到集体土地使用权上。就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宅基
地使用权人就可以行使对集体所有而被自己占有使用的集体土地进行支配 ，包括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这与现实也不相符，因为实际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支配权特征极其明显 ，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集体所有
的土地拥有完全、充分的支配权利。
3． 独立的用益物权说
该学说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人所有的土地为使用之利益 ，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
同时，它又有别于传统物权法上的地上权 ，不能用地上权或基地使用权等概念替代宅基地使用权，应将
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由王利明教授组织完成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就是将宅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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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加以规定的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用益物权形式，它是指农
［7］
村居民及少数城镇居民为建造自有房屋对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 、使用的权利 。该观点认识到我国
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特秉性，并强调指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联系在一起的 ，
宅基地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 。
正如上文针对各种观点的分析，他们从不同角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性质 ，
同时也反映出了各观点之间的差异 。笔者认为，要揭示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既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分析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诞生的时代背景 ，同时还要联系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而且还
［8］
要分析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因为法律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 ，“都
［9］
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 ，所以，撇开上述需要考虑的因素去探讨宅基地使用权的性
质，很难得出有价值和意义的结论。

( 二) 宅基地使用权性质的界定
如上所述，从宅基地使用权的最初产生来看，宅基地使用权是几乎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同时产生的物
权。历史地看，农民宅基地来源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形 ： 祖遗宅基地，土地改革后仍旧归农民个人，集体
化后使用权也归农民个人； 通过土地改革无偿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于农民个人所有 ，集体化后仍归农民
个人所有； 因盖房需要提出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 ，经基层政府审批后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现在由于《宪
法》及《土地管理法》等均明确规定土地归属国家和集体所有 ，因此在上述各情形中，农民都只享有宅基
地使用权。整体来说，宅基地使用权多由农民原来的宅基地所有权转变而来 ，因此，宅基地所有权的历
史状况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构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
从政治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的承诺的实现，是履行其
政治契约义务的内容之一。1950 年 6 月 30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 1 条规定： “废除
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自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没收
地主的田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 最终，革命的胜利果实进一步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 8 条规定：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
在宪法上得到确认，
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在这段历史中，土地的所有权是私人所有权。后来，土地私有的弊端开始显现，中
国土地制度又开始从私人所有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转变过程 。经过土地私有向土地集体所有的
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方式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集体土地所有制 。
［10］
但是，从相关的法律文件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影响到宅基地的权利状况 。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
196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
的不断深入，后来宅基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

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对宅基地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而没
有所有权。这一法律文件也成为调整宅基地法律关系的基本依据之一 。 自此之后，农村宅基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相分离，其中，所有权归生产队，使用权归社员。宅基地所有权的变更不是通过等价交换原则
建立的，而是通过无偿平调完成。根据这一时期的文件规定可以看出 ，农民手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
份性和永久性，以申请无偿取得，实行“一户一宅”，实行用途限制原则，但是并不禁止房屋的买卖，房屋
出卖后，按照“地随房走”的原则，宅基地使用权随之转移。 改革开放后至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经历了
管理逐步加强、取得程序不断完善的演进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仍然尊重原
来的社会基础，未对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调整。
要正确地认识宅基地使用权性质 ，还要了解我国的土地政策和现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 我
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土地资源有限，人均占有土地很少。因此我国关于土地的基本国策是： 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二元所有制度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3 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
使用国有土地； 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的，或者乡（ 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 该法第 4
条又规定，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结合国家历年来
发布的土地政策，再以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所反映出的国家政策为根据 ，可以看出，我国对国有土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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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制度安排有着不同的政策意旨 、价值导向和目的考量。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关涉
土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国家土地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其中主要的原
因之一是因为拆迁问题而引起的民众宅基地补偿和重置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是保持社会稳定，这就要求必须保证百姓居有其屋。为了实现这一社会治理目标，国家一直延续着新中
国成立后所建立的宅基地法律制度 ，即农民因集体成员身份可以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用来建造住所 ，
这也是基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无法覆盖广大农村的现实 ，利用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特色，为农民
构建的一种带有浓厚福利色彩的基本保障制度 。 所以，探究宅基地使用权性质，也必须考虑到这一因
素，即要考虑到宅基地通常是与成员权联系在一起的 ，农村的宅基地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这种福利主
要表现在农民能够廉价甚至无偿取得宅基地 ，获取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也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
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福利。因为提供了宅基地，农村居民享有了基本的居住条件，从而维护了农村的稳
定。由于宅基地具有福利的性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获得宅基地大多是无偿的或者只要支付较低的
代价就可以获得。
因为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出现了见仁见智的认识 。 物权法立法之前多
数学者坚持的“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依法享有的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住
［11］

宅的权利” 这一观点，最后在法律文本中亦被修改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
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显示出立法者回避矛盾、暂时搁置争
议的态度。
从立法文本本身来看，
基于解释论的视角，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规定肯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物
权属性。显然，
将宅基地使用权定位为他物权，
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他物权，
这是正确的。但是，
不能不提的是，
从用益物权的基本内涵来说，与使用权本质并无不同。用益物权概念在德国民法中即为
［12］
“Nutzungsrecht”，
即使用权 ，
包括对一切不动产的使用与收益的物权权利。所以，
至少在当前，
如果将宅
基地使用权与用益物权完全等同起来，
还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设计的本来意义。
从宅基地使用权发展的脉络来看 ，它是在我国土地制度变迁中所形成的一种带有习惯特点的土地
物权，是带有准所有权性质的土地用益物权 。从外在形式来看，宅基地使用权与传统民法中的地上权比
较相似。它们都是权利人用来建造并保有建筑物的权利 。由于宅基地使用权人是集体土地的集体共有
人，基于集体成员身份享有共益权，在宅基地使用权设定中也或多或少发挥了一些有利于个人的作用 ，
从这个角度说，宅基地使用权并不与地上权完全相同 。从其法律属性而言，宅基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
营权基本类似，具有相当于所有权的属性。事实上，国内学界已经认识到，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名实
不一，使用权早已超越了使用权的内容而演化为准所有权特性的物权 。 从德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德国
1919 年颁布的《地上权条例》创设了一种在他人土地上进行建筑并长期保有建筑物的物权，即地上权。
由于地上权所具有的对土地的长期排他支配性 ，地上权被认为是一种类似所有权性质的物权 ，享有此种
地上权的人，在其权利有效期间，被认为是土地的所有权人，而作为“虚有人 ”的真实所有权人，则收取
可事先加以约定的年租。地上权最长不得超过 99 年，而在实践中，它通常被限制在一个较短的期间内 ，
50 年，或 33 年。在期间届满时，土地将归还给其所有人，而土地的所有权人则必须偿付土地
如 66 年，
［13］
改良费用 。在德国，由于地上权基本上具备了所有权的权能，而且具有所有权的恒久性，因此，从外
观上来看，地上权与所有权并无不同。因此，德国学者将地上权称为“相似所有权 ”（ Eigentumsaehniliche
Ｒechte） 或者“等同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利 ”（ Grundstuecksgleiches Ｒecht） 。 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宅基地使
用权最早直接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转变而来 ，除了在观念形态上，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于集体以外，对
于大部分农民而言，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像所有权人一样使用宅基地 。 这样的一种权利行使状况一
直以来都获得了集体成员、第三人与政府的认同。从宅基地使用权的时间结构来看，宅基地使用权是一
种用来支撑地上建筑物的权利，它一般是与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同寿命 。在很多情况下，当地上建筑物倒
塌后，宅基地使用权人仍然可以通过重新建造建筑物的方式来继续利用宅基地 。 宅基地使用权的这种
永恒性，与所有权的永恒性完全吻合。实际上，从现实的农民持有的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观念来看，农民
也是以一种对待所有权的观念来对待宅基地使用权 。 因此，宅基地使用权的“准所有权 ”性质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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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既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有现实实践基础 。
准确认识宅基地使用权性质，我们必须认识到，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准所有权，是物权效力十分强

大的他物权，其类似于自物权。尽管《物权法 》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但是我国立法文本上
所言之用益物权与大陆法系立法上的用益物权存在本质的差异 ，此用益物权非彼用益物权。 在大陆法
系国家，立法上所确立的用益物权特指在私人不动产所有权基础上设定的几种用益物权 ，即不以占有为
内容的地役权、为了特定人利益而存在的人役权，还有基于合同而设立的永佃权和地上权。 在我国，由
于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只是作为抽象的存在，因而在土地公有制
基础上设定的土地使用权，对于广泛意义上的民事主体来讲，就相当于自物权性质。对于宅基地使用权
人来说，他们也是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对登记于自己名下的宅基地进行占有 、使用、收益和不完全的处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集体十分虚化 ，其所有权也被虚化，但是这种抽象的所
有权仍然存在，并对宅基地具有有条件的最终支配权 ，尽管这种最终支配权行使的条件十分苛刻 。
三、公共利益语境下的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再认识
因为土地的特殊属性，基于土地而设计的相应的法律制度 ，还需要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问题。人类社
会进入到 20 世纪之后，面对日益膨胀的私权及其私权的滥用 ，产生了不动产财产社会化思潮，和国家基
于公共目的对私有财产使用施加必要限制的理念取代了过去自由放任的理念 。 正如耶林所言： “没有
［15］
什么绝对财产……不存在可以不考虑公共利益的私的所有权 。” 此种思潮和观念对各国立法产生了
重要影响。德国、法国、日本乃至于美国，在强调保护私权的同时对私权注入公法因素 ，对私权予以一定
的限制。申言之，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民事权利性质 ，但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经济性
等特点，以及因为不同主体对土地的利用而发生的各种矛盾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对宅基地使用权的
取得、保有和行使施加一定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也具有正当性。正是这一原因，所以物权法对宅基地
使用权的规定惜墨如金，只是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而具体的调整规范需要借助《土地管理法 》等相关
土地方面的法律。
但是，在公共利益语境之下探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公共利益对土地及相关
权利结构的设计不具有决定性，不能因此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私权属性 。
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历史上看，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组织权
利逐步加强，
国家政权力量逐步从农地制度建设中淡出的过程。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
大特点是，
国家从农村基层制度建设领域逐步退出，乡村社区权利不断加强。1984 年《宪法》确定了村集
体土地所有者身份，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集体手中，
其结果使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
要表现为： 一是自发性的制度创新代替了原来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 二是农地制度差异性不断加深。自
1978 年后的土地承包制度更是自发创新之典范。这一
发性的制度创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初露端倪，
创新所带来的结果是： 一是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理论体系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理
论障碍；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极少数较发达的农村还基本坚持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统一管理的体制，
但
绝大多数农村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所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这一发展历程表明，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从强政治功能向强经济功能方向发展，
公法性特征日趋减弱。
强调集体地权结构设计中的公共利益因素 ，或者肆意夸大，必将扭曲我国集体地权结构设计，并为
公共权力侵害私权大开方便之门。 以土地征收为例。 近年，我国农村征地拆迁中“强拆 ”事件频频曝
光，
已呈现“见怪不怪”之势头。据中国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
2012 年前三季度，网络维权帖文占社会民生类网
心态研究报告（ 2012—2013） 》，报告援引的数据显示，
［16］
。2013 年元旦过后，
络维权事件 81． 85% ，其中强征强拆网络维权事件占全部网络维权事件 30． 09%
网络上又上传了一些严重的践踏法律 ，强拆侵权事件。之所以发生上述恶性事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

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晰，公共利益泛化。目前，我国立法上虽然也将公共利益作为土地征收的前提条
件，但是，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国家垄断一级市场 ，加上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影响尚存 ，公共利益标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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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存实亡，甚至还广泛存在“挂羊头，卖狗肉”严重侵害民众土地权益事件。
本质上说，土地的公共利益色彩与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保护目标是一致的 ，二者并不矛盾。而一定
意义上说，只有将土地制度的公共利益因素与时俱进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 ，并满足私权保障的要求，才
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相吻合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
的设计和对该权利的保护上。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市场成为社会资源基本的配置方式之后 ，社会经济
建设中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已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决不能本末倒置，忽
视甚至践踏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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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of Ｒight to Use Ｒesidential Land
Wang Chongmin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Hainan 570228）
Abstract： Ｒ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is a long － term retained legitimate right of the person who has the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on legal possession，on legal use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and on legal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 and other ancillary facilities． There are various theories on the nature of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in mainland China，bu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t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and policy of China and the
statu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is a quasi right of
ownership，and a “Jura in re Aliana”，similar to“jus in re propria”，which is a powerful real right． Though the
Ｒeal Ｒight Law of PＲC defines the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as an usufructuary right，there exists difference
in the nature of usufructuary right in the legislative text of China and the one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Public interest is not decisive to the design of land and relative right structure，therefore，it cannot negate the
nature of private right in the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Key words： residential land； right to use residential land； nature；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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