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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

*

——对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及最高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的评述

李永军

[摘

要]

优先购买权从性质上来说，应定性为“形成权”，即权利人一旦行使，无须出

卖人同意就在他们之间形成以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为内容的买卖合同关系。一般地说，
优先购买权既可以根据约定产生，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约定优先购买权一般无对抗第三
人的效力，仅仅在优先权人与义务人（出卖人）之间产生效力，而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是否
能够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理论及判例不一，我国司法解释及判例规则一般认为是债权人性
效力 ( 不能对抗第三人 )。这种做法不符合优先购买权的立法本意，也不能很好地保护优先购
买权人的利益，应具有如我国《物权法》第 20 条规定的预告登记的物权性效力。另外，认为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的认识应该是一种误读，二者针对的客体不同，
不发生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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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许多国家的私法中，都规定有优先购买权，我国民法及商法规范中也规定有许多优先购买
权，即法定优先购买权，如《合同法》第230条规定的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2条规定
的股东相互之间的优先购买权、《物权法》第101条规定的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合伙企业法》
第23条规定的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优先购买权等。但这些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及效力为何？优先购买权
之效力仅仅发生在优先权人与优先权义务人（出卖人）之间，还是也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购买
人）？也就是说，优先权具有债权人性效力，还是物权性效力？优先购买权可以因法律规定而产
生，也可以因约定而产生，那么，约定优先购买权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应否有所区别？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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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先效力是针对交易合同这种基础关系发生，还是针对物权转移行为发生从而阻却第三人取得
所有权？
尽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从1988年的《民通意见》 〔1〕到2009年《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2〕对于
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从物权性效力转变为债权性效力，司法实践的判例规则比较统
一，但在学理上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于法定优先购买权，在性质和效力上应如何界定存在很大
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各级法院的判例规则所采取的方法和观点，实际上对于法定优
先购买权人的保护不利，一刀切地将优先权的效力界定在债权性上，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
种做法和观点值得分析和说明。

二、优先购买权的概念和性质
我国台湾地区王泽鉴教授认为，优先承买权者云，谓特定人依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于所有人
（义务人）出卖动产或者不动产时，有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利〔3〕。孙宪忠教授也指出，所谓先
买权，就是排除他人而优先购买的权利〔4〕。但是，这种所谓的“优先”究竟是指什么方面优先，却
是优先购买权中的核心并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虽然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但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
区，通说认为是一种“形成权”。例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指出，先买权是一种形成权，权利人可
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而在自己与形成权的相对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此项权利以义务人向一个第三
人出卖为前提条件〔5〕。拉伦茨认为，先买权属于形成权，是旨在通过单方的行为建立一种对他人法
律关系的形成权〔6〕。王泽鉴先生也认为，优先承买权为形成权〔7〕。孙宪忠教授及崔建远教授也认
为，优先购买权属于形成权〔8〕。
但施蒂尔纳则认为，先买权属于形成权中的物权取得权。他指出，许多功能有相当差异的权
利，均可归到取得权之下。其共同点在于，权利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享有取得物上所有权的权
利。主要有先占权、先买权、预告登记〔9〕。但拉伦茨显然不同意施蒂尔纳的观点，虽然拉伦茨也认
为先买权是一种形成权，但却不是物权取得权。拉伦茨指出：物权取得权一方面使权利人有一个绝
对有效的权利，即排除他人对此物的权利，其真正功能并不在于它能够使权利人能够单方面形成一种
针对他人的法律关系，而是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根据类型学的观点，物权取得权不属于形成权〔10〕。
拉伦茨与施蒂尔纳的差别是：前者不认为先买权是物权取得权，而后者则认为是物权取得权。但两
人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认先买权属于形成权。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 年 4 月 2 日，法［办］发［1988］
6 号），下称《民通意见》。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 年 7 月 30 日，法释［2009］
11 号，下称《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
〔3〕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5 页。
〔4〕 孙宪忠 ：
《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9 页。
〔5〕 迪特尔·梅迪库斯 ：
《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 页。
〔6〕 卡尔·拉伦茨 ：
《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0 页。
〔7〕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7 页。
〔8〕 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9 页；崔建远：
《合同法》
（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03 页。
〔9〕 鲍尔·施蒂尔纳 ：
《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45 页。
〔10〕 卡尔·拉伦茨 ：
《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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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及实务界也有否定优先购买权为形成权的观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及理论研
究的法官在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时就指出，从立法创设优先权的旨意出发，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性质应确定为债权，归入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范畴。强制缔约，是指个人
或者企业应负有应相对人之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承诺。……在强制缔约制度中，由于受要约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必须作出承诺。因此，其缔
约自由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当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不接受他方的要约时，要约人得诉请公权力介
入，强制受要约人为承诺的意思表示。承租人的先买权可以划入直接的强制缔约之中。因此，依照附
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说，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视为直接强制缔约的一种，在出租人违反此义务将
租赁物出卖给第三人的时候，承租人可以请求公权力介入，强迫出租人对其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11〕。
对这一观点的疑问是：通过审判程序强制一个人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何以做到？即使是强制缔约
义务的实现，也不是通过强制承诺来实现的。这种方式远不如形成权对优先购买权人的保护周到。
因此，王泽鉴教授在批评这种观点时指出：依契约订立请求权之理论，买卖契约之成立，尚须义务
人之同意，论其实质，无异于要约，因此义务人得予拒绝，与一般买卖契约的成立并无区别，不能
合理地说明优先承买权的性质。优先承买权无论法定或约定，论其性质，系属形成权，即优先承买
权人得以一方之意思，形成以义务人出卖与第三人同样条件为内容的契约，无须义务人（出卖人）
之承诺〔12〕。形成权的典型特征是赋予权利主体以单方面干预他人之法律关系的法律权力，即赋予
权利人一种单方面的形成权力，意味着对债法上的合同原则的偏离，因为形成权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被变更了，但他自己并没有通过法律行为参与这种变更。形成权力的另一方面，是形成权相对人的
“受约束”或者“受制约”，即形成权相对人必须接受他人作出的决定。形成权的行使有两项基本
的原则：一是行使形成权通常不得附带条件和附带期限；二是形成权的行使不得撤回〔13〕。既然是形
成权，优先购买权人就可以单方形成与出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在买卖
合同的层面形成债权性法律关系，还是能够具有阻止第三人（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物权性追及效
力？这是优先购买权的核心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形成权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效力，该效力何时产生？大部分国家私法上的优先购买权，都是在义
务人出卖标的物时，才能产生并行使。对此，德国学者指出：先买权并不赋予先买权人得到土地
的绝对性担保。因为，先买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出卖。若土地根本就不出卖，或者虽然发
生所有权人的变更，却是因为赠与或者互易而导致，只要不存在规避法律的行为，就不产生先
买权问题 〔14〕。在我国台湾地区，有人称为“附条件的形成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最高法
院”就认为，优先承买权之主要内容，乃赋予先买权人以附条件之形成权，由先买权人以附有条件
之形成权的行使〔15〕。这里的所谓“附条件的形成权”，不是指形成权的行使附带条件，而是说其产
生附带条件。这一核心要素对于行使权的产生和行使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当出卖人与第三人签定
的买卖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后，优先购买权人是否还能够以被认定无效的合同内容与出卖人形成合
同关系？在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出台后，由于直接规定了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要求宣告出卖人
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因此，各地法院几乎都如此办理（个别例外的情况也存在，例如，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编著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6-287 页。
〔12〕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7 页。
〔13〕 迪特尔·梅迪库斯 ：
《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5-79 页。
〔14〕 鲍尔·施蒂尔纳 ：
《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5 页。
〔15〕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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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提到的上海某些法院）。但问题是，宣告出卖人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后，会产生什么
样的后果呢？法院通常的做法是宣告出卖人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确认优先购买权人的优先
权。法院也基本上到此为止，不直接确认优先购买权人以被认定无效的合同内容与出卖人形成合同关
系〔16〕。这里其实有两点是值得思考的：第一，未把优先购买权作为形成权对待，对优先购买权人
的保护不利，几乎使其无法行使这一权利。这也就使这一权利在中国长期作为纸面上的权利而无法
落实；第二，如果宣告买卖合同无效，优先购买权人的“优先权”是否还真正存在？如果买卖合同
被宣告无效后，出卖就无从谈起，何来优先权呢？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合同的司法解释》
出台后，就不再坚持宣告出卖人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从而让优先购买权人的优先权有了
存在的基础。而且，判例也表明：如果出卖人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因法律规定的事由被宣告无
效后，优先购买权就消灭，即坚持优先购买权的附条件产生---出卖人出卖标的物时。最高人民
法院（2013）民申字第1301号民事裁定书就认定：优先购买权人的优先购买权以《协议书》有效为
前提，现在《协议书》已经被认定无效，其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基础已不存在，其主张优先购买权，
不能成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0）黑商终字第70号判决书中也阐明了相同的规则：在本
案中，虽然被告曾向他人转让过争议标的物，但该行为已经由法院另案判决无效，而被告明确表示
不再转让，现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有另外转让的情况。因此，原告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并不存
在，其请求以被告与他人曾经约定的价格购买标的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外，在说明优先购买权的时候，应区别其与预约的差别。对此，德国学者指出，在预约的情
形，不存在形成权，而仅仅是订立主合同的请求权〔17〕。也就是说，在预约中，主合同的内容即权利
义务关系需要双方重新协商，而不是由一方根据已经有的权利确定。而在优先购买权，权利人直接
以出卖人与第三人已经协商好的合同内容同出卖人径直成立合同，无须对方承诺或者同意。同时，
优先购买权也不同于负担强制缔约义务的情形。因为，在某些特殊行业负担强制缔约义务时，也是
用要约和承诺来说明双方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用一种超然的权利来直接与对方成立合同。就如前面
王泽鉴先生所说的，这不能合理地说明优先承买权的性质。

三、优先购买权效力的一般性说明
优先购买权可以因法律规定而产生，也可以因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那么，这两种优先购买权
在效力上是否应有所不同？如果优先购买权是根据当事人约定产生的，那么它是否能够对抗善意第
三人？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对抗第三人？在法定优先购买权，其立法本意是对抗第三人还是
仅仅对义务人（出卖人）产生拘束力？如果能够产生拘束力的话，是在基础合同上产生效力（债权
性效力），还是能够阻却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在阐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澄清或者说界定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债权性优先购买权和物权
性优先购买权。
按照德国学者施蒂尔纳的观点，债权性优先购买权是《德国民法典》第504条以下规定的对人的
先买权。这种先买权仅仅在先买权人与先买义务人之间成立法律关系，其客体可以是任何物或者权
利。而物权性先买权是一项物权，故得针对第三人产生效力，其客体仅针对土地。物权性先买权的
基本目的是：在所有权人出卖其土地时，先买权人有权要求他以其与第三人在买卖契约中所约定的
〔16〕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
“关于房地产交易中优先购买权问题的调研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 ：
《民事
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 页。
〔17〕 迪特尔·梅迪库斯 ：
《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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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条件，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自己。在发生先买权事由后，对第三人来说，先买权人的法律地
位，与通过预告登记而被保护者之法律地位相同〔18〕。
施蒂尔纳说“物权性先买权是一项物权”（如果译文没有错误的话），是令人费解的。因为：
（1）物权性先买权仅仅具有物权的某些特征，如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追及力，但却无任何支配
性。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划入物权的范畴。（2）前面已经提到，施蒂尔纳已经肯定先买权是形
成权，又如何会成为一种物权呢？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物权性先买权不是物权，仅仅具有个别物权效
力，但并未因此而具有对物直接发生作用的权能，其功能仅仅获得了一种预告登记所获得的保全〔19〕。
也就是说，这种性质的权利就如我国所熟悉的预告登记一样，房屋买卖合同登记后确实具有某些物
权的效力，但这种请求权本身确实不是物权。
在澄清了上述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看上面提到的问题：法定优先购买权与约定优先购买权在
效力上是否应有所区别？
王泽鉴教授认为，约定优先购买权与法定优先优先购买权在性质上都是形成权，但在效力上应
有所区别。在约定优先购买权（优先承买权），于义务人出卖标的物时，得即行使权利，形成买卖
契约，不待义务人（出卖人）同意，原则上并以出卖人与第三人约定之同一条件为内容。约定优先
购买权仅具有债权效力。至于法定优先购买权，应视法令规定而定，例如，台湾地区“土地法”第
104条及107条规定的优先购买权为债权性优先购买权，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上承租人的优先
购买权则为物权性优先购买权，其理由在于该条例用语中有“与第三人订立的契约不得对抗承租
人”〔20〕。我同意王教授关于两种优先购买权的统一定性，也同意其关于约定优先权效力的定位，但
对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界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理由如下：（1）因约定优先购买权仅仅是优先
购买权人与出卖人之间的约定，如无法律承认的公示方式（如预告登记等），当然不应对抗善意第
三人。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之需要；（2）如果是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
则无须公示，就应产生如同预告登记后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为，法律一经规定就视为第三人知
道，甚至强于一般公示的效力。就如史尚宽先生所指出的，凡法定先买权，应具有物权的效力，其
理由或以为“在法定先买权，并不需为预告登记，而其权利本身已具有预告登记之效力〔21〕。（3）
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宗旨和规范目的看，显然不仅仅是要使这种权利只发生在优先购买权人与
出卖人之间，而是对第三人也产生效力。更进一步说，它不是阻止出卖人对第三人的出卖（实际上
也难以阻止），而是让优先购买权人优先于第三人得到标的物所有权。因此，史尚宽先生指出：凡
法定先买权，并不需为预告登记，而其权利本身已具有预告登记之效力。
因此,我认为,约定优先购买权与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应有所区别。约定优先购买权在特定条
件下才能对抗第三人，而法定抵押权一般地能够对抗第三人，即应有物权性效力。那么，约定优先
购买权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对抗第三人呢？对此，王泽鉴先生指出，约定优先购买权仅具有债权效
力，故原则上不得对抗第三人主张任何权利，但权利人为担保基于行使优先承买权所成立的买卖契
约上的请求权，得在土地登记册为预告登记，使出卖人所为妨害其利益的处分对其不生效力〔22〕。德
〔18〕 鲍尔·施蒂尔纳 ：
《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4 页。
〔19〕 幸颜静 ：
《德国民法典中先买权之法律技术性质的逻辑解读》，《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 3 期。
〔20〕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21〕 史尚宽 ：
《民刑法论丛》，台湾荣泰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151 页。
〔22〕 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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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也指出，物权性先买权的成立，通过物权合意与登记〔23〕。这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取得物
权所有权的意义上达成合意并对该意思表示进行登记。
优先购买权对于其对应的义务人（出卖人）是在哪些方面发生效力？具体来说，是在负担行为
方面，还是在处分行为（物权行为）方面产生效力？
我认为，在约定优先购买权，若没有进行登记的情况下，应该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仅仅能够
对出卖人产生效力，即优先权人一旦行使优先购买权这种形成权，就在出卖人与他之间形成如同出
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相同的合同关系。这样一来，对出卖人来说，就会存在以同一标的物为客体的多
个买卖合同，而这些合同都是有效的，即不因多重买卖而导致某些或者某个合同无效。出卖人可以
任意选择其中之一为履行，对其他合同关系就属于违约问题。由于这时的优先购买权人之优先权并
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若在多个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就与优先权没有任何
关系，只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4〕第9条规定的
基本精神来执行：出卖人就同一项财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
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
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
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
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法定优先购买权及有公示方式（如预告登记）的约定优先购买权，则发生两方面的效力：一
是在债权契约（负担行为）方面发生效力，即在出卖人与他之间形成如同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相同
的合同关系，负担对出卖人的买受人的义务；另一方面，对买卖标的物的优先获得效力。这种效力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出卖人已经与第三人签定买卖合同但尚未交付或者登记转移所有权时，优
先购买权人可以通过诉讼请求出卖人向自己交付或者登记转移所有权；二是出卖人在与第三人签定
买卖合同后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的情况下已经履行转移所有权的法定程序（登记），那么，优先购
买权人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这其实就是《德国民法典》第1098条第2款规定的：
“对于第三人，先买权具有旨在保全因行使权利而产生的所有权转让请求权的预告登记的效力。”
也就是我国《物权法》第20条规定的效力：“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
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
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四、我国判例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效力的认识与处理
综观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判例规则，没有认真地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没有区分法定优先购
买权与约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我们来看看相关司法解释及法院判例是如何来对待这一问题的。
最高人民法院之《民通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
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
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该条有两个基本特点：（1）承认法定优先权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
（2）通过宣告出卖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无效的方式来阻止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即通过使出卖
人与第三人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从而使其失去保有标的物所有权的基础之方式，来阻止第三人取得
〔23〕 鲍尔·施蒂尔纳 ：
《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6 页。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 年 3 月 31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45 次会议通过，法释〔2012〕8 号，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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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物的所有权。
该条的问题在于：（1）没有规定承租人对出租人（出卖人）的形成权，即没有规定承租人在请
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后的任何权利，即承租人究竟是否有权可以要求购买？因此，各地
法院的判例大部分都是只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无效，确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却不用
形成权之功效来确定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之形成，使得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根本就
无法落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房屋交易中优先购买权问
题的调研报告中窥见一斑。（2）没有规定保护出租人利益的任何措施，即没有规定承租人在主张出
租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无效后一定购买该标的物的任何措施，从而保护出租人的利益，就如有的
法官所指出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民通意见》第118条规定支持承租人的合同无效的主张，但对于合
同无效后承租人是否可以依照同等条件与出租人签定买卖合同并无表态，造成并没有购买意愿的承
租人利用司法解释规定恶意行使无效主张权，损害交易安全。而在承租人有意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的情况下，出租人则以各种理由拒绝与其签约，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护，使这
一制度的社会功能丧失〔25〕。基于对这种弊端的认识，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即在认定出租人与第三人签定的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判令承租人与出租人依照与第三人约定的买卖
合同主要条款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承租人在诉讼中仅仅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而未要求行使优先购买
权的，经法院释明后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房屋租赁纠纷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二）》第20条〔26〕。
但是，到2009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在总结多年审判实
践经验和学理意见的基础上改变了《民通意见》第118条的规定，于第21-24条详细规定优先购买权
的问题。第21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
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
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22条规定：“出租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折
价、变卖租赁房屋偿还债务，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请求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房屋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3条规定：“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应当在拍卖5日前通
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第24条规定：“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
买权的；（二）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三）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
（四）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如何理解上述规定呢？
应当肯定的是，优先购买权并不影响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这是符合优先购
买权的立法宗旨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针对买卖合同这种负担行为的。但承租人的这种法定优先购
买权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效力呢？对此，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一是“登记对抗”
的观点，即按照租赁合同是否在有关部门登记备案来确定是否具有对抗力〔27〕；二是债权说〔28〕。
〔2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编著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9 页。
〔2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编著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9-280 页。
〔27〕 冉克平 ：
《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法学评论》2010 年第 4 期 ；张朝阳 ：
《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纠纷中第三
人的保护》，《法律适用》2011 年第 2 期等。对于这种观点难以认同 ：租赁合同在相关部门登记根本就不是私法上的公示
方式，何以能够产生对抗效力？
〔2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编著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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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从纯粹的解释论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对承租人优先购
买权应理解为“债权优先权”，因为从该解释的上述规定看：（1）当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
经办理登记手续的，承租人只能要求赔偿。显然，这里与德国民法上第1098条规定的具有预告登记的
效力不同；（2）如果出租人与第三人订立买卖房屋的合同，但尚未履行房屋登记转移所有权程序，
承租人是否可以要求出租人优先于第三人向自己交付房屋并办理登记？上述司法解释不甚明了。甚至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的第21条和第24条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从第21条规定
的“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
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内容看，似乎是：虽然出租人与第三人订立了买
卖合同尚未履行，承租人也只能要求出租人赔偿而不能要求履行对优先购买权人的义务；但从第24条
的规定看，似乎可以说，只有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
房屋的，人民法院才不予支持；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就可以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从严格解释来
看，似乎应该采取第21条的解释，即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使是负担行为方面。
我们再来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之后法院判例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申字第1301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227号民事判
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民申字第705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2）
渝中法民终字第00830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799号民事判决书等表明，在2009年以后都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并都以不同方式不承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是改变了其在《民通意见》中的观点，即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民通意见》不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规定了“一体对抗”
原则，即不仅使第三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买卖合同本身也无效；《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与
《民通意见》的区别是，前者区分了负担行为与物权行为，但却不承认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具有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我认为，这种做法不能充分保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对于法定优先购买权效力的
人为弱化。既然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就应该采取如同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的
观点：无需登记，就应该具有物权性效力，即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我反而觉得，《民通意见》
第118条的规定的精神是正确的，只是要改变“一体对抗”原则，改为“单一对抗”，即仅仅是对第
三人取得出卖物的所有权进行对抗，而不应影响第三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效力。

五、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冲突说明---对一个误解的解读
《合同法》第230条规定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而《物权法》第101条规定了共有人的优先购
买权，当这两种法定优先购买权与一个物相联系时，是否会发生权利行使中的冲突呢？
对于这一问题，学理上存在争议。一是肯定说，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存在冲突〔29〕；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能发生冲突，在
共有人转让份额时，只能由其他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在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时，只有承租
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王丽沙 ：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损害赔偿研究》，《河北法学》
2010 年第 5 期等。
〔29〕 冉克平 ：
《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法学评论》2010 年第 4 期 ；戴孟勇 ：
《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解释
适用及其存废》，《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3 期；曹艳芝：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权利冲突及解决》，《行
政与法》2004 年第 3 期。

·143·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4年第6期（总第44期）

人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按份共有人之优先购买权的客体是共有权的份额而不是共有物，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的客体是具体的物，份额与实物非属同一，故这两种优先购买权无法发生冲突〔30〕。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第24条显然采取了肯定说的观点。但是，如果仅仅从实证法的角
度看，是否会发生冲突呢？我同意“否定说”的观点，即这两种优先购买权根本就不会发生冲突。
我们看看我国实证法是如何规定的，就能得出结论。我国《物权法》第101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
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这
里明确规定共有人对“份额”具有优先购买权，无论该条还是整个《物权法》都没有规定共有人在
共有物整体出卖时享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30条也仅仅规定了承租人对租赁物出卖时的优
先购买权，也没有规定租赁物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第24条
也只是规定“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没有赋予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是说他行使“优先购
买权”，这一“优先购买权”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一个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房屋共有人主张购买
的”，那就不一样了，说明是这一司法解释赋予了共有人对整体房屋出卖的优先购买权。但现在，
至少在我国实证法上找不到赋权的依据。
因此，即使共有人按照《物权法》第97条的规定决定出卖房屋，而其中一个共有人表示愿意购
买，而这一房屋正在出租，这时出租人表示购买时，共有人也只能服从《合同法》第230条的规定，
因为共有人并无优先购买的权利。但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即多个共有人将共有份额转让给其中
一个共有人，使共有变为单独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因无房屋出售的事实，仅仅是因份额的转让导
致了单独所有，出租人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余地，也不发生冲突。

六、结论
优先购买权无论根据法律规定产生抑或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都应统一被解释为“形成
权”，而不能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强制缔约义务的承诺义务”，否则不利于保护承租人的权利，我
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租赁的司法解释》之前的司法实践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要区分“法
定优先购买权”与“约定优先购买权”及其效力，在法定优先购买权，因其具有保护特定主体利益
的宗旨，规定本身即相当于公示，甚至强于公示，具有物权性效力，并且应当高于对善意第三人的
保护。在约定优先购买权方面，若无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如预告登记），则该优先购买权仅仅在
优先权人与出卖人之间发生效力，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任何效力。
另外，学理及司法解释关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冲突的认识，是一种
误解，或者说是一种扩大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做法，我认为是对目前实证法规范的突破。因为，我
国现存的实证法规范没有赋予共有人对租赁物的优先购买权。这一扩大解释损害了承租人的权利和
利益，应回归实证法的框架内解释。
（责任编辑

〔30〕 张驰 ：
《权利优先行使辨析》，《法学》199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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