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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作为具有最高权威性及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调控手段，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调整无疑是最

理想的。探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受到侵害时的权利救济方式具有现实意义，以司法救济为主的国家公力救济
方式是权利受侵时的重要保障，但也不能忽视私力救济方式的重要作用，应在提高农民集体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自
身谈判能力的基础上完善私力救济方式。各救济方式相互衔接，共同保障我国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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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为具有最高权威性及国家强制力的社
会调控手段，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调整无疑

自身谈判能力的基础上完善私力救济方式。 各救
济方式相互衔接，建立健全从事前的规范到事后监

是最理想的。 但“如果无人维护权利，那么在法律

督追溯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体系

［1］

中确立权利就是毫无意义的 ” 。 近期农村土地产

［3］

，共同保障我国农

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2］

有制的现状

，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

一、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司法救济

度的特殊性，立法逃避了对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
土地权利主体的制度抉择，只静态地规定了“农民

“如果没有健全的司法机构来制约政治上的强

集体”。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

权，农民将很少有法律上救济的途径。” 从国家角

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权利的有乡 （ 镇 ） 、村、村民

度而言，当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

小组三类集体组织主体，但不论上述以何种形式表

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和事实、依循庭审程序作出 裁

现出来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 ”，都

判，以国家强制力对侵害行为进行制裁，补偿受害

是非常模糊而无法清晰界定。 救济主体的不确定

人所遭受的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就是

直接导致权利遭到侵害时农民及其集体找不到一

司法救济。从农民集体角度而言，司法救济是指农

种有效的救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无

民集体所有权权利运行受阻或受到侵害时，权利主

法发挥法律制度应有的功能，法律的目标和价值也

体以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对其所有权与所有权中

难以实现。因此，探讨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

相关权利进行保全的救济方式。 基于农民集体的

侵害时的权利救济方式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

特殊性，笔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重点讨论 。

［4］

以司法救济为主的国家公力救济方式是权利受侵

（ 一） 救济主体的确定

时的重要保障，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私力救济方式的

研究集体所有权受侵害时侵权责任请求权主

重要作用，应在提高农民集体组织化程度、增强其

体很有意义，是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向社会宣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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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权的主体以及集体所有权的民事权利性质，
［5］
从而维护集体所有权的司法实践活动。 由于现行

集体土地所有权意义上的民事主体，由乡镇政府起
诉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越权，反而会混淆集体土地所

法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设定难以落实，导致
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受侵害时不能明确认定受害人，

有权真正主体。 此时再由乡镇的集体成员或者乡
镇范围的村民委员会起诉，其主体资格的不适格很

相应地，由谁享有侵权请求权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
起诉的权利也难以确定。

可能导致在法院审查资格时拒绝受理。 将农民集
体明确为村集体，直接由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物权法》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 的 复

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可以避免乡镇政府的行政越
权。第三，就村民小组而言，尽管最高院的复函确

函》（ 2006）

定了其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对村
民小组的诉讼主体地位产生怀疑。 村民小组是村

① 的规定，
目前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

权及所有权中相关权利的救济主体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乡（ 镇 ） 、村、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作为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可以申请救济； 另一类是包

民委员会在村范围内依据村民的居住状况划分的
村民集体，并没有进行登记的程序，许多村民小组

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在
农村生产生活中具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也没有公章与对外的身份。 如果没有经村委会盖
章同意，在法院审查资格时村民小组的起诉很可能

即行使主体。 农民集体的成员个人也可以是救济
主体，但要区别的是，集体成员享有的权利救济 （ 撤

不能立案，也可能会被以村民小组的组织性不明确
的理由被拒绝受理。 笔者认为，直接由村集体行使

销权） 来源于其成员权 ②，与前两类主体的权利基础
是不一样的。 集体成员个人行使救济权的客体是

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不是要否定
村民小组的诉讼主体资格。 村民小组不是离开村

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侵害
村民权益的决议行为，当然，并不是任意一项决议

民的一个组织，它是小组范围村民集体的自身，侵

行为集体成员都能请求救济，只有该项决议行为的

害了本村民小组集体成员的利益从整体上而言就
是村集体权益受侵害，村集体直接行使侵权责任请

具体内容与集体财产权益相关并已直接影响到全
体村民时，成员个人才具备救济主体的法定资格。

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有成立依据的。 在村民
小组集体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村集体负责人怠

它主要是在集体内部发生联系，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的也只是内部的决议，并不享有可以代表农民集体

于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或者本身就是侵权人之一
的情况下，村民小组可以通过代位诉讼的方式行使

对外请求救济的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在救济制度上，应由村集体代表农

侵权责任请求权，起诉侵权人，村民小组同样不会
丧失救济主体的地位。

民集体对外请求救济，改变以往因集体所有权主体
不明而导致救济主体难以界定的情形。 究其原因，

现行法律规定行使农民集体财产的救济权必
须履行集体成员的法定合意程序，认为具有代表性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村农民集体财产权益
受侵害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和诉讼权行使的基本形

的团体源自半数以上的村民，而村民个人与救济客
体往往难以构成法定的直接利害关系，允许个人起

态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村民
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法律赋予了

诉会引起滥诉。 笔者认为应借鉴公司法上的股东
派生诉讼制度，农民集体权益遭受侵害，村委会作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在村集体财产权益受
侵害时对外请求救济的权利。 第二，许多乡镇集体

为村集体负责人作为救济权利的行使主体怠于行
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当村委会或其管理人员本身就

经济组织倒闭后，土地仍作为集体财产留用，此时
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侵害，乡镇集体组织缺位而由

是对农民集体权益侵权行为实施者，集体成员可以
自行直接提起诉讼，追究实施侵权行为的相关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代理乡镇农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
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 乡镇人民政府是行政主

侵权责任，维护集体财产权益。 具体可以参照《公
152 条、
153
司法》中关于股东代位诉讼的第 150 条、

体，即使作为所有权代表也只能代表国家，而不是

条规定设立农民集体成员代位诉讼，集体成员个人

［6］

① 2006 年 7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指出： “以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由
村民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村民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63 条第 2 款规定： “ 集体经济组织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
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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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侵权中适格的救济主
体，既可以一个人，也可以联合多名集体成员提起

为了维护自身对土地的财产权，有时以围堵、吵闹
等非正常途径对公权力进行群体性抗争与个体性

诉讼，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权益。
（ 二） 救济程序的设定

抗拒，有的农民集体甚至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全

一项权利最终能获得救济，离不开实体规定与
程序保障。 救济主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

为。

相关权利救济权时，所依据的是《物权法》等相关法
律的明文规定。 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农

的优势，应该对农民集体的私力救济方式进行适当

民集体财产权救济的专有程序，而是由最高人民法
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创制了相关救济程序 ①。 值

了国家的征地行为外，企业等相关主体越来越成为

体出动，不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非法 行
私力救济具有成本低廉和解决侵权问题迅速
的引导。随着外来力量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渗入，除
侵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要主体。 在权利受

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本是为村
民小组的起诉制定的，但在实践中同样也应当被村

到侵害时，农民群体一般首先选择协商谈判的私力

委会以集体名义起诉时沿用。 由村民大会上的集

出面，并在谈判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组织性，较之

体成员民主议定后村委会再以集体名义提起诉讼
的程序在一般情况下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请求救济

个人的私力救济而言，这种组织性是私力救济方式

前的民主议定可以有效防止村委会擅自行事，避免
其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私下处分行为，在集体成员不

体因组织化程度较低而缺乏谈判能力，在要求损害

知情的情况下造成集体利益损失。 但民主议定程

救济方式与侵权主体交涉，由乡村精英或者村干部

上很大的一个进步。 但是，也要看到，农民及其集
赔偿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实际受损的具体判
断，农民往往是先妥协的一方，企业给予农民及其

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村民小组或成员个人所
进行的代位诉讼，应该还要另行规定村民小组与集

集体相对低廉的损害赔偿金难以弥补其实际遭受

体成员个人可以不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直接向侵害
集体权益的侵权人提起诉讼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

共同利益的无组织集团”，但由于“没有形成代表自

况是村委会的失职，在集体利益持续受损的情况下
仍不提起诉讼，甚至不召开村民大会； 第二种情况
是紧急情况，集体即将遭受更大的损失，需要通过
及时起诉来制止。
二、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力救济

的损害。正如奥尔森所言，农民集体是“最具迫切
己的游说疏通团体，不能够形成压力集团，于是也
［7］

就饱受其苦 ”。 因此，引导农民集体的私力救济，
需要大力普及农村法律知识，提高村民依法维权意
［8］

识，拓宽农民维权渠道

。 有必要成立农民自身的

维权组织，发挥农民集体组织化的作用，一来可以
集中集体智慧，在组织的指导下发挥集体力量与侵
权主体进行谈判与对抗，能够获得较大的补偿； 二

私力救济是权利主体因情况紧急而不待寻求
公力救济，凭借其自身力量保全相关权利的一种救

来也可以让农民集体明白，非法的私力救济不但不

济方式。私力救济在农村社会有着深刻的社会基
础，较之城市居民，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

济也要进行合理维权，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

常常因不懂法律而怯于诉讼，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

三、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方式的衔接

也不大习惯于将打官司作为一个很好的权利救济
手段。因此，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实行或难
于实行之虞，农民集体往往会以集体之力作出相关
处置，采取自我保全方式。 另一方面，当农民及其

能维护集体权益反而导致侵权损害，即使是私力救

（ 一） 司法救济中实体法与程序法应结合考虑
在诉讼实践中，大多数涉及农民集体的相关权
利纠纷是由村民委员会直接以原告身份起诉，法院

集体失望于国家公权力为自己财产权利提供的保
护时，走上私力救济的道路是其一种价值理性行

在认可村民委员会身份并将其列为原告的基础上

动。“大道不畅，小道必昌 ”，农民集体及其成员为

民委员会以原告的身份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由

将胜诉的实体权利判归其所有。 笔者认为，虽然村

即召开村民小
① 参见 2006 年 7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 “履行民主议定程序，
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
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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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久，并在诉讼实践中得以实现，但结合考虑到
民事实体法，村民委员会虽为依法设立的村民自治
组织，只是实践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而
不是民法实体意义上的“农民集体 ”。因此，法院在
审查救济主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权
利的救济时，应当结合考虑实体法与程序法，明确
将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集体列为原告，村委会列为
代理人，并以村民委员会主任为诉讼代表人，而不
应将村委会这一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列为原告； 相应
地，在村民小组或集体成员代位行使集体的侵权责
任请求权时，法院应将提起诉讼的村民小组集体成
员列为原告，以村民小组组长为诉讼代表人，并按
照代位诉讼将其代位主张的权益判归被代位的集
体所有，确保胜诉的结果归属于村农民集体，而不

信访是我国民间阶层比较熟悉的一种维权手
段，是农民集体与成员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常常采用
的维权方式，但由于信访救济程序的缺陷，基层政
府从维护稳定出发，基本会采用缓和的行为策略来
应对农民集体及其成员的相关诉求。 在抗拒行动
效果甚微的情况下，现实中农民集体与成员进行维
权时会出现一些“非常”手段，为达到向地方政府施
压的目的而进行群体性的信访，并会侥幸地认为
“法不责众”。当农民及其集体仍然失望于国家公
权力为自己财产权利提供的保护时，群体性的信访
就容易演化为群体性的私力救济，而不再是在信访
救济的合理范围内。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
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需要在信访救济、私力救

是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

济与司法救济之间进行程序衔接。 信访虽然为公
民政治参与及民主监督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但它毕

确定被保护的利益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利害
关系是现代民事诉讼的核心，一般而言，实体的权

竟不是解决民间社会现实矛盾行之有效的手段，解
决问题的行政机关也不具备司法机关的相关职能，

利义务主体被认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利害关

只能是在对司法进行查漏补缺的情况下纠正公权
力行为，并不能解决由此带来的所有纠纷。 因此，

系人当中的另一类间接利害关系人指的是特定公
［9］
益性质的案件存在实体的权源基础的权利主体。
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具有公有性质的，集体土地
事关国家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加上农民群体在自
身维权上的弱势，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救济往往被
看成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既然如此，就应当赋予检
察机关代位农民集体诉讼的权利，规定在民事性重
大公益案件中，一旦涉及侵害农民集体的土地权
益、涉及集体成员的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环境生
态等重大问题时，可以由人民检察机关作为农民集
体的代位诉讼人，提起维护农民集体正当权益的相
关诉讼。
（ 二） 信访救济、私力救济与司法救济应进行程
序衔接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应强调以程序正义
为特征的法院作为权利救济最后途径与最后防线，
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司法拒绝或者不能有效给予农
民土地财产权救济时，特别是在针对地方政府的行
政诉讼中，信访的力量与群体性的私力救济力量是
强大的，高层政府通常会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
行矫正，弥补当地的司法救济因顾忌地方公权力机
关之间的关系网络而力有不逮的情况 。
综上所述，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
应以司法救济为主，私力救济与信访救济为有效补
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农民集体的组织
性与主体性，实现各类救济方式的相互衔接，共同
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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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ollution Damages to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XIE Dan
（ Ｒesearch Base for Ｒule of Law Strategy in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ine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serious ordeals in handling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 and their compensation claims． Given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maritim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s in handling grave marine pollution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s，efforts must be made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to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ollution damage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y adopting such measures a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penalty for damage liability，expanding the scope of pollution
damage compensation，elaborating the pollution damage compensation standards，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the domestic oil pollution damage
compensation fund，and perfecting the compulsory insurance system for marine pollution damages，etc．
Key words：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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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Ｒight Ｒelief Way for Farmers’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n China
TANG Xin-yu
（ （ Ｒesearch Base for Ｒule of Law Strategy in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control means with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the state coercive force，law is surely the
most ideal approach to adjust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of farmers．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ight relief way in case of the infringement of farmers’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involves not only the guarantee of national public power centered on judicial relief but also
the use of private remedy，so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improve the private relief way by raising farmers’collective
organization scal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negotiation skills． It is by connecting various relief ways can farmers’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be jointly safeguarded．
Key words： judicial relief； private relie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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