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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定义为农村集体土地这一客体之上存在的一组权利，

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相应权能而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通过分析农
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私法关系中的应然定位，以民事主体的基本原理构建集体土地
收益权主体制度，明确农村集体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群体性主体，农民、农户是农村
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个体性主体，还原其私法权利主体之法律品格，最终有效实现我国农民
的集体土地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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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402）

收益权是指利用财产并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权利

。 收益权是所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它可

以基于所有权人的意志和利益，与所有权人发生分离，所有权人为他人设立用益物权以后，用益物权人
［1］（ P404）

就享有收益权

。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是指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相应权能而

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来源 ，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属于
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不可能直接并完全地行使对集体土地的占有权 、使
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必须将其中的部分权能分离出去由他人行使 ，农村集体土地之上便产生了相
应的权利如用益物权等。各项权利在转移和行使过程中能够带来不同的土地收益 ，相应的收益又分属
于不同的权能所有者。所以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是在农村集体土地这一客体之上存在的一组权利 ，各
项权利的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相应权能而获得一定收益 。由于各权利主体在行使各自权利的动态过程
中相对分离，或者二者合一甚至多者重叠，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存在往往以其他权利为依附主体，体现在
其他的权利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构建农民权利体系的基础 ，集体土地产生的收益是我国农民
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集体土地之上的收益权主体进行归整 ，进一步明确农
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最终有效实现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收益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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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分散的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我国目前并无自成体系的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行使收益权的动
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利界定关系 ，因而零散地见于以下几个权利主体中 ：
第一，基于所有权而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 ，即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物权法 》第 39 条规
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宪法 》与《物
权法》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虽然没有明确其含义，但集
体当指一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相对于农村集体土地而言，当指一定农民组成的农民集体。 改革开放
［2］（ P64）
，而现行法律规范提出的
前，“农民集体”被认为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这三类经济组织

三类农民集体形态包括乡（ 镇） 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以及村内农民集体。 但迄今为止尚无私法规范明
确界定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学界也存在各种争议。 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 ”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
［3］

是一种能够按照章程或规则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

； 也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一定社
［4］

区范围内的全体农民组成的集体 ，只是“农民集体 ”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或其他组织

。 立法对农民

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制度抉择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 ，以致现在很多学者批评集体土地所
［5］

有权主体的虚位性

，但也并不能否定“农民集体 ”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我国法律中被多处提

及，并在实践中享有相关的权利。因此，“农民集体 ”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享有集体土地收益
权，是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第二，基于用益物权而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 。用益物权是由所有权派生的权利，同时也是
一种独立的财产权。由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本身的特点 ，所有权主体在集体土地上设置用益物权 ，用益
物权主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方式实际占有 、使用集体土地。 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
途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只能用于建造住宅和附属设施，不得用作生产性的经营活动，它仅代表着国家
对农民居住的保障，并不是收益的来源。尽管我国实践中存在着宅基地私下流转的现象 ，并产生了一定
的收益由一定的主体享有，但该主体并不受立法认可和保护。我国《物权法 》第 125 条规定： “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 、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由此可认为，土地承
包经营权主体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收益权 ，也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土地承包法 》将农村土
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形式的承包 ，家庭承包的主体是本集体的农户，其他形式的承包主体除了集
体成员以外，可以是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可以流转，法律对于流转中受让的主体
并没有限于是本集体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包括特定的本集体农户 ，还包括不特定的其他主体。
换言之，用益物权中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是确定的农户和不特定的其他主体 。
第三，以征地补偿费的形式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收益的主体 。征地补偿费是指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时 ，
对土地所有者在土地上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 ，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被征地单位的各
项补偿费用。征地补偿费以农地收益来计算，具体指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的总和。能够获得征地补偿费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 具体而言，征地补偿费
中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所有 ，农村集体象征性拥有所属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在转让其所有权时
依照法理应当获得与所有权相称的经济收益 。安置补助费是对具有劳动能力而失去劳动对象的农民的
生活安置，由失地农民获得。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即指被征用
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已转包经营者，既如前述，包括特定的农户和不特定的其他主体 。因此，在国家征收
集体土地过程中，农村集体、农民、农户还有不特定的其他主体都可以以征地补偿费的形式获得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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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土地收益，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综上所述，农民集体（ 农村集体） 、农民、农户以及其他一些不特定的主体都可以是农村集体土地收
益权的主体，他们分散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的行使过程与集体土地的征收过程中 ，未成体系，只
是作为其他的权利主体而享有收益权 ，很难得到完整意义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
分析和民事主体相关制度的构建 ，理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各个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明确收益权
主体的法律地位，确保有效实现各权利主体在集体土地上的收益权 。

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私法关系中的应然定位
（ 一） 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是私法规范调整的民事主体
民事权利的设定大多体现了主体一定的利益目的 ，即主体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而从事一定的民事
［6］（ P204）

活动而取得权利，没有利益，民事权利的设定就失去了意义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收

益权的权利来源。不论是所有权主体，还是享有所有权人分离后的收益权的用益物权主体 ，其作为集体
土地收益权主体享有收益权的目的 ，就是实现基于收益权产生的各种利益 ，故由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私
权属性所决定，其主体当然应具有私法性，由私法规范所调整。
如前所述，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包括农民集体 （ 农村集体 ） 、农民、农户和其他不特定的主体。
农民个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不特定的主体本身就需要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才能
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的法律关系 。而我国法律多处提及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 ”所有，农民
以“户”为单位取得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但是私法规范并未明确此二者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尤其是“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性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 。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作
为民事权利享有者和民事义务承担者的农民集体 ，同时也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出现，容易导致自治权与
［7］

民事权利混同，使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主体

。从民事主体角度而言，除自然人之外，其

他的主体均是拟制主体，拟制主体的意志是自然人意志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的集体意志 。但在实践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管理经营主体的意思表示在很多时候理所当然替代了农民
集体的意思表示，这必然会给人们造成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到底是农民集体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
委会的困惑。一些学者自然就会认为农民集体不是民事主体 ，因为作为民事主体的“集体 ”及其代表主
体的民事权利竟与农村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力存在混同可能 。成为私法的主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
［8］（ P63）

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其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

。 无论是《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 》，还是

《物权法》，都承认了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 ，尤其是在《物权法 》颁行后，从规范意义而言，农民集体
已经确定无疑被赋予了民事权利主体地位 。完整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
力，立法赋予农民集体的民事权利能力源自对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的明确规定 。 农民集
体还必须具备行为能力，即其要有自身的意思形成与表达机制的方式 ，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国的
立法并没有就农民集体的意思形成与表达作出规定 ，多数农民集体欠缺凝聚成员意志、反映成员利益的
成熟机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实际能力尚不完备 。但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在法律上是
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农民集体在立法和所有权登记中固定使用 ，能独立享受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
务，还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谈判与诉讼 。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 》以及《物权法 》的相
关表述，农户也可以作为与农村集体直接相对应的享有成员权的民事主体 ，在农村相关法律中拥有主体
地位。例如，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农户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是签约方，是承包经营权的享有者，也对外
独立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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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直接参与收益权的外部与内部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必须具有外在的独立性，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9］（ P364）

务，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

。在财产法意义上，农民集体作为群体主体的抽象而享有土地所有权，

实质意义是将特定的土地资源归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村民 。也就是说，农民集体的存在，直接的私法意义
是排他功能，排除其他民事主体对农村集体财产利益的分享 。农民集体作为一个私法主体，对外是一个
独立的自由意志单位，代表农民集体成员以集体的名义行使收益权 ，发生对外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获
得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即收益 。而农民与其他不特定的主体作为收益权的主体，对外可
以作为独立的自由意志主体，以个人或单位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外部法律关系 。 因此，不管是农民集体、
农民、农户还是其他不确定的主体，都直接参与到收益权的外部法律关系中 ，即收益权主体与其他权利
主体的法律关系。
各个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在集体土地收益权内部也发生对内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 ，体现内部
法律关系，此类内部法律关系是指在收益权内部存在的农民集体 、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不特定的收
益权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农民集体、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不特定的收益权主体尤其是农民集
体与农民个人，在对外行使了收益权之后，在收益权内部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参与集体土地的收益分
配，反映出内部收益分配的法律关系 。究其原因，中国农民集体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为其成员提供与他
［2］（ P64）

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

。而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要使集体拥有一定的经济来

源，集体土地所产生的收益理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集体享有一定的收益分配权，再以公共产品或其他
方式由所有的集体成员共同享有 。因此，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参与的收益权外部法律关系发生在收益
权主体与外部民事主体之间，直接参与的收益权内部法律关系则发生在各个收益权主体之间 。
（ 三） 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具有不变的内核
对于法律权利而言，其要寻找的是能够依归的主体，这一主体必须具有边缘清晰的特性，以提供实
［2］（ P54）

践操作上的可能性

。首先应在民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界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收益权主体 ，但

由于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务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农民集体成员中的比例逐年下降 ，农民集体所占有的
土地也不再作为耕地使用，而是大量用于创造集体收益。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发
展变动性，任何一种静态视角观察到的往往是特定时期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而不能反映全部。
与其利用民法基本理论牵强附会地描述某一时期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不如以发展的视角去观
察，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发展变动中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不变的内核描述出来 ，并结合民法
基本理论抽象出农村集体收益权主体的概念 ，还原其私法之本来面目。因此，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
发展变动来看，并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有以下几点不变的内核 ： 第一，农村
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有一定的表现形式 ，或是个人，或是集体，甚或是其他不特定的法人。 其中个人
表现为个体权利，集体或法人则表现为群体权利。第二，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中特定的主体集体是依照
特定范围确定的，特定范围可以是乡 （ 镇 ） 、村、村民小组等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区域，特定范围会随着
社会条件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例如有的农村集体已经撤村，不复存在，有的农民加入城市户口，不再是集
体成员等。第三，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中不特定的主体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农民集体以外的个人或
其他组织，是变动的无法确定的因素，因而无法进行具体的权利主体构建 。

三、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之构建
在法学当中，我们把那种对既已存在的、艺术上尚且零散的部分从整体上进行再创造的活动称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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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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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分析了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地位之后 ，以民事主体的基本原理构

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是必然选择 。
（ 一） 农村集体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群体性主体
“集体”是建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后的法律伴生现象，但在经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农民集体经济
［11］

组织在我国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 如果继续使用“农民集体 ”这个与“国家 ”一样抽象的概念，集体

土地收益权同样存在行使上的困难 。但如果仍要以“集体”作为民事权利主体，那么就必须首先对集体
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民法的基本规则加以规定 。 笔者认为，应该使用“农村集体 ”来代替“农
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使权利与主体资格对号入座。
农民集体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 ，目前大部分法律文件采用的依然是“农民集体 ”
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农村集体的动态性与发展性 。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农民集体 ”中的“农民 ”意指
村、
村民小组和乡（ 镇） 范围内的农民，但具体落实到那一层范围的农民，就有所指而无所确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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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农民集体 ”
与“农村集体”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农民集体 ”是农民个人所组成的集合体，它更多的重点是
落在“个人”上，甚至可以拆分理解为“农民的集体 ”。而“农村集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由特定农民成
员构成的集体整体，重点是以“农村”为“供体 ”，而不是被拆分理解为“农村的集体 ”，不管作为“供体 ”
的“农村”里的“农民”如何变动，它都作为一个动态性的群体主体。也就是说，它的“农民”构成不是固
定不变的前后对应一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不仅包含当前农民集体成员的权利，还包含将来成为
农民集体的人的权利。因此，“农村集体”是最为适合被重塑为农民集体组织形态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
权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表述为： “这块土地是某某村集体的”“这是某某村集体的土地 ”，而
不会表述为： “这块土地是某某村农民集体的”“这是某某村农民集体的土地 ”，可见，采用“农村集体 ”
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的形式也符合我们的语义逻辑和习惯表达方式 。
法律之所以要赋予农村集体主体地位 ，因为需要通过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负载特定的功能。 农村
集体作为主体，在特定的土地资源和特定规模的农民的基础上划定了一个界限 ，设定了一个私法自治单
位，在这个自治单位内，“这些权利的主体并不是有组织的集体，而是某一类人。 与一般的个人权利也
［12］（ P1）

不同，这些权利的主体不是所有的个人，而是某一种、每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状态下的个人

。”农村

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它以一种群体性主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它的群体是与农民个人相对
应的，介于组织和自然个人之间的人群混合体 ，不是抽象于个体之外的组织，而是个体结合的本身自在
整体。因此，农村集体是一种群体性的集合主体 ，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对于集体因土地产生的
经济利益具有收益权。而作为一个私法主体，对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单位，对内通过民主程序、代
理和代表机制，在全体农民成员意志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 。只是现有的私法规范对于农村集体
的性质、法律地位、机关构成、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 ，应予改进。
（ 二） 农民、农户是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个体性主体
在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法律关系中 ，集体的权利和义务与农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有所区分 ，集体
代表集体成员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享有收益权，对内则由农村集体与农民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 。但作为
集体成员的农民应当是基于土地所有权所产生利益的最终享有者 ，即在集体土地收益权法律关系中，作
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的农村集体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但集体土地收益权存在的最终目的应
是实现其成员的利益。笔者认为，自然人 （ 农民 ） 及农户是适格主体，农民与农户是与农村集体相对的
权利义务主体，虽然农村集体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 ，但是农民与农户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和保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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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权方式将农村集体利益转化为农民利益 。
农民个体是指在一定的农村集体场域内生产生活 、被农村集体认可为集体成员的自然人。 自然人
在私法上是当然适格的民事主体 ，无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取得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为依据而获
得一定收益，是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主体。农户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作为农村集体场域内自然人
联合的较为固定的形式，在相关法律中拥有主体地位。农民与农户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主体 ，它们都
表现为一种与群体性主体相对应的个体性主体 。农民是作为个体形式存在于农村集体中的基本主体，
在集体经济活动中，个体农民是最终意义上的利益当事人 ，相对于农民个体，农户、集体、社会、国家均是
其生存的环境和手段，这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最终服务于农民个人的生存发展利益 。在收益权的法律
关系中，每个农民均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收益权 ，而个人也是农户中的构成要素，在家庭中同样享有因家
庭成员权而获得的收益。农户作为农民个体行动单位，它最大的体现是成员的个体性，而不是群体性主
体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它与群体性主体是有区别的，作为群体性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的
存在意义表现在“并不是说要将集体土地划分成各个份额归每个农民所有，但法律应当规定集体土地
［13］（ P530）

所有权所产生的利益应由全体成员共同享有 。”

而农户的存在意义是能够作为一定条件下的利

益获得单位而使利益最终安然落置在农民个体手中 。因此，农户虽然是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一定自
然人联合，但它在权利上的表现还是个体性的 ，依然属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个体性主体 。
（ 三） 国家不应成为隐性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
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国家通过强制性征收将农村集体土地由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 ，
国家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益权，国家给农村集体以及农民一定的征地补偿。
但凡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家建设用地 ，同样特定位置特定的地块，身价翻十几倍甚至升值更多，
但按照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安排 ，农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是相对农民之前的务农损失的补偿 ，而不是农
地非农化之后土地市场价值的补偿 ，即高额的土地增值收益。为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我国绝大多数
地方政府低价向农民征地而在市场高价卖地。2006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才 5 587 亿元，2007 年猛增至
9 933 亿元，
2009 年为 15 900 亿元，
2011 年达到历史性的 31 500 亿元［14］（ P99） 。而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
国有土地转化的这一过程涉及的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国家 、用地单位、农村集体以及农民。据有
关测算与学者的统计，征地收益分配的比例大致为： 农民 5% ～ 10% ，农村集体 25% ～ 30% ，各级政府及
［15］
。我国从 1989 年 5 月至 2008 年，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后的土地
其机构 60% ～ 70%
［16］

增值收益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分享土地增值

。 政府的这部分收益

并不是基于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享有由此而产生的收益 ，而是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国有土地转化的
过程中，因为土地的农用和非农用的使用用途不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收益 ，实为农村集体土地本身就蕴
含了这部分增值收益。实质上，国家真正享有的这些土地的收益是从农村集体 、农民应得的收益那里转
移过来的，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之间，国家是土地最大的收益者，农村集体和农民无法分享自身所有的
集体土地在征收过程中因用途改变而产生的增值收益 ，自然就无法成为高额增值收益的收益权主体 。
而国家，明面上是基于已经转移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而享有土地的收益权 ，实则是隐性的农村集体
土地增值收益主体。
国家是土地的管理者，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从而使土地得以升值，国家
理应是土地受益者之一，但国家不应利用公权力以土地征收的方式成为隐性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
体。对于政府收益，应区别政府行为的公法与私法关系 。政府对土地的公益性投入，如基础水利、交通
设施等，即使土地升值，也仅体现为公法关系，政府不能享有私法上的集体土地收益权 ，只能按公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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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的税收方式获得集体土地收益 。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目前尚不认可农村集体作为市场交易主
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农村集体不能代表其成员独立参与市场交易活动 ，土地市场化的经济
利益相对中国的农村集体而言是得不到保障的 。只有理顺集体土地之上各收益权主体的关系，进一步
明确其私法权利主体之法律品格 ，还其以私权面目，使其依据民事法律制度的法理与规则，防御国家公
权力的不当干预，以期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之有效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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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Proceeds Ｒight’s Subject System of
Ｒural Collective Land in Our Country
TANG Xin-yu
（ Law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Proceeds right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is a right which the subject of right obtain certain proceed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ower they have．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eds right's subject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s natured location in the private law relations，we should structure the proceeds right's subject system
of collective land b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ivil subject． We should clear and define what the rural collective is
the group subject of right and the farmer or peasant household is the individual subject of right，which restores
the law character of private law's subject of right and realizes the farmer's proceeds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 in
the end．
Key words： proceeds right of collective land； subject of right； rural collective； far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