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及其规则体系
—兼及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制度的完善
——
屈茂辉
摘 要：不动产登记以属地登记为基本原则，
意味着不动产登记实行属地管辖；
不动产的登记机构是其所在地域
的登记机构，
而不是所在地点的登记机构；
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为唯一的登记机构。其法理依据是不动产登记的
功能定位要求、
不动产的本质属性、不动产登记的技术。不动产登记制度设立的具体规则包括：不动产登记机关按地
域设立；
不动产登记实行属地管辖，无级别管辖；不动产登记簿实行物的编成主义。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体现
了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
但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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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不动产的登记属于何种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为登记。①而
按照民法学界的普遍观点，
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
自然也应当有着属于自己的原则。②其中首要的一个原则即为
不动产登记制度，
属地登记原则。在我国建立统一不动产登记立法历经多年努力、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面向全国征求意见
的当下，
阐明不动产为何采取属地登记原则、
属地登记原则有哪些规则要求等问题，当极有意义。

一、
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的内涵
一般而言，属地与属人是法律效力上的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即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的并列。③所谓不动
产属地登记，
即不动产物权由不动产所在地登记机构进行登记。
属地登记作为不动产登记法的基本原则，
包含着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
不动产登记实行属地管辖。即确定登记机构的唯一因素或链接点是不动产所在地，而不是以不
动产权利人的住所地或者所在地或者级别等其他因素为链接点。如果一个不动产跨越两个以上的地域，
那
么，
其登记则由更大的这个地域来管辖。
第二，
不动产的登记机构是其所在地域的登记机构，而不是所在地点的登记机构。不动产具有空间性，
其所在地有所在地域和所在地点之分，在登记法上，不动产所在地点即不动产的实质所占据的空间，而不
动产所在地域则指不动产所处的面积远远地大于不动产所占据的空间的地方，一般是一定层级的行政区
划。登记机构只能在一定的行政区划内设置，
不动产所在的地点不可能有登记机构的存在。
第三，
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为唯一的登记机构。一些国家尤其是我国，实行的是多元登记体系，
某
种类型的不动产只能由该不动产所在地的具有类型对应关系的登记机构进行登记。换言之，特定不动产登
记辖区内的登记机构是唯一确定的，
不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登记机构。属地登记是以不动产所在地为链
接点确定登记机构，
不动产所在地与登记机构之间应当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不动产所在地内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登记机构，则必然还需要加入其他的链接因素才能最终确定其登记机构，显然与属地登记原则
健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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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违背。
与不动产属地登记相对应的是不动产属人登记。即按照不动产权利人住所地或者所在地进行的不动
产登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不动产的权利人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被固定在一个地方从事生产劳动，
而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从事交易，因此，不动产登记采用属人原则，显然是不切
实际的、纯粹的一种主观臆想。因此，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采用所谓的不动
产属人登记的做法。
不动产属地登记是各国(地区)所普遍采取的登记原则，无论是登记机构为法院的德国，还是登记机构为行政
机关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莫不如此。例如《德国土地登记法》第 1 条第（1）项规定：
“地方法院
（土地登记局）编制土地登记簿，
该登记簿也能以活页的方式编制。土地登记局对位于本区域内的土地享有
登记管辖权。”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
“登记事务，以管辖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务局、地方法
务局或其支局、派出所为登记所，
而予以掌管”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登记规则》第 4 条第 2 款规定“土地登
记，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地政机关办理之。但该直辖市、
县（市）地政机关在辖区内另设或分设登
记机关者，
由该土地所在地之登记机关办理之”
。《澳门物业登记法典》第 20 条规定：登记由管辖范围包括
房地产所在地点之登记局之科作出。我国《物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不动产登记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
登记机构进行登记；2014 年 11 月 24 日颁布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及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相继出台
的《房屋登记办法》和《土地登记办法》也分别贯彻了《物权法》第 10 条的精神，尤其是《土地登记办法》更是
明确的写明“土地登记实行属地登记原则”
。

二、
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的法理基础
为什么不动产登记只能采取属地登记原则？其法理基础不外乎以下几点：
1. 不动产登记的功能定位要求实行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
不动产登记，
实际上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是指登记申请人申请登记机关将有关申请人的物权事项记载
于登记簿的事实。其基本功能在于公示不动产上的物权变动。而为何要将物权变动向世人公示，这是物权
的本质属性使然，
是现代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必然要求。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是经常流转的，物
权关系也因此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不仅要关心商品本身是否存在瑕疵，而且必须
关心其上的物权是否存在瑕疵。如果权利存在瑕疵，交易目的就可能落空。然而，在市场交易中，标的物上
的物权存在某种瑕疵有时不能完全避免。为了便于当事人查询，充分发挥登记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节约
不动产交易成本的功能，
客观上需要在各不动产辖区内，对所有不动产统一办理登记。不动产物权公示是
为了保障不动产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而不动产所在地是不动产交易的主要发生地，采取属地登记原则便于
当事人的登记申请和交易相对人的登记查询。不动产属地登记便于登记机关查看核实不动产的物理状况。
不动产登记不仅要登记不动产的权利状况，
还要登记不动产的物理状况，在采取不动产实质审查模式的国
家和地区，由不动产所在地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便于登记机构查看核实不动产的物理状况，例如，我国《房
屋登记办法》第 19 条规定了建筑物初始登记、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等要求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实地查看。
如果不以属地登记为原则而以属人登记为原则，那么，一方面，登记机关无法对登记事项进行必要的
查明，
即使硬性要前去查明，
一则徒增大量的费用，增加登记成本，二则要查明的还只是不动产的物理性状
及其权利状况，
所去之地其实不是权利人所在地而是不动产所在地，虽然名为属人登记的审查实际上还是
要对其不动产的审查；
另一方面，权利人的住所地是经常变化的，所在地的登记机关也要随之变化的话，显
然就有悖于不动产登记的制度目的。尤其是权利人是华侨的情形，其登记机关的确定更是一个难题。
2. 不动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不动产登记只能采取属地登记原则
不动产是不能移动或者如果移动就会改变性质、
损害其价值的有形财产，不动产的地理位置是不动产
与其他不动产相区别的天然标志，
具有唯一确定、基本不变的特性。易言之，不动产的本质属性是其空间位
置的固定性或者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世界各国或者地区几乎都在其民法典中规定土地及其附着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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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518 条规定
“土地与建筑物，依其性质为不动产”。土地是不动产的基本成分。
正如《阿根廷民法典》第 2314 条所规定的那样，本身不可移动之物，如土地以及一切构成其表面和里层的
固体或者液体部分，
均依其性质属于不动产。土地是自然生成物，总是固定在地球表面的某个经纬度上，
不
仅其绝对位置是固定的，
而且各块土地之间的相对位置（方位、
距离）也是固定的。正是基于此，无论是在涉
外纠纷准据法的选择还是诉讼管辖的选择，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都以不动产所在地作为确定准据法或
诉讼管辖的依据。而动产担保登记则往往采取由担保人所在地登记，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之修正改
采原则上依担保人所在地的州政府集中登记制。
3. 不动产登记的技术要求实行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
在不动产登记技术上，广义的登记簿册包括登记簿页、地籍图、地籍调查表、房地产测绘资料、不动产
权原文书、登记申请等。⑤登记簿页记载信息的基础，是要由法定专门机构事先细致调查和整理土地资料，
在此基础上制作准确的地籍图，
测绘房屋的位置、
面积、
类型等，否则，难以确保登记簿页的准确性，也就不
能完全实现权利人的物权。很显然，
地籍图、不动产的坐落、
界址、面积、
宗地号、用途等不动产物理状态标
示信息的获得，
只有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机构才能很好地实现。如果实行属人登记，
这些信息就很难甚至不可
能由权利人所在地的登记机构来获取。换言之，不动产登记基础性信息的获得，唯采取属地原则才有可能。

三、
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的规则体系
不动产登记制度必须建立下列具体规则：
在属地登记的原则下，
1. 不动产登记机关按地域设立
依照属地登记原则，不动产登记机关应当按照不动产的地域来设置。然而，在什么样的地域上设置不
动产登记机关却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首先，
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能设置不动产登记机关。一则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没有
独立于地方的土地；二则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主要是宏观管理和协调，没有必要承担具体的不动产登记
这样的事务。实际上，
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的职能是“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
属管理”
、
“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
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
并无不动产登记的职能。
其次，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不能设置不
动产登记机关。依据同样的道理，
直辖市、
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尚有下级行政区域，
没有独立于下级行政区域的土地，
主要职能还在于规范不动产登记而不是从事不动产登记，不能设置不动
产登记机关。虽然几乎所有的省级人民政府关于国土资源厅（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局）的职能定位上有
“负责土地确权、定级、
登记和城乡地籍管理等工作”⑥，但不能因此认为省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以及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可以设立不动产登记机关，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申言之，至少可以认为，
有的地方在省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内设置机构从事不动产登记的做法是大有疑问的。
最后，
不动产登记机关只能设在区、县。在我国，区、
县是有着完全权力结构的基层行政区划，⑦在其相
对应的行政区域内设置不动产登记机关既能实现不动产登记的功能，也不至于存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彼此
冲突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在城市的城区不按行政区划而同一设置不动产登记机关呢？在笔者看来，法理
上并无不可，不过，如此设置不动产登记机关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登记机关管辖区域过大的问题即登
记能力问题；
二是与登记机关的管理部门的协调问题。⑧
诚然，
不动产登记机关依理也可以不按行政区划设置，即打破行政区划在全国设置一定数量的不动产
登记机关。比如日本、
英国等许多国家均是如此。日本全国有东京都、北海道、
大阪府、
京都府和 43 县，全国
共设 8 个法务局，它们分别是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福冈、仙台、札幌、高松法务局，其对应管辖区域见
附表（一）。⑨8 个法务局下设有 42 个地方法务局，
278 个支局，支局下面再设派出所。除宫城县、
东京都、爱
知县、大阪府、
广岛县、
香川县和福冈县没有设立地方法务局外，其他 40 个道府县都设有地方法务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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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设有三个地方法务局。英国土地登记局总部设在伦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了 24 个土地登记办
公室，这 24 个登记办公室分别负责一个地理区域。⑩但是，我国地域广阔，按行政区划设置不动产登记机关
简易可行。
2. 不动产登记实行属地管辖，
无级别管辖
承前所述，既然不动产登记机关依据属地登记原则而按照地域设置，那么，不动产登记机关对于登记
事务实行属地管辖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一定区域内的全部不动产登记事务概由该区域内的不动产登记机
关办理。同时，
由于其上级行政区划没有相应的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设置，因此，自然也就不存在不动产登记
的级别管辖的问题。换句话说，
即是不动产所在地与登记机构应当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登记辖区内不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登记机构，
如果登记机构基于登记便利等因素考虑设置分支机构，分支登记机构仅是
独立的登记机关的派出机构，
不动产登记机关彼此都是独立的，彼此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在《物权法》实施以前，
以不动产物权主体的性质和类别为标准采取级别登记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例如
将军队房屋、武装警察部队房屋、保密房屋的房屋登记、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的房屋登记规定由省或直
輥
輯
辖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訛
有的省一级建设主管部门要求在省会城市设立登记部门，办理中央和省
輥
輥
訛
輰
輱
直机关职工的房地产登记；
有的城市将涉外房地产登记留在市级办理訛
。所有这些都表明，登记机构并不

以属地原则确定的，不是以有利于物权的公示为标准的，而是依照管理权的配置而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机
关，登记从属于管理，
而不是管理服务于登记。由于登记被按照行政管理权的范围人为的加以分割，登记机
輥
輲
关处于不确定状态，这就直接导致了登记内容的不确定。訛
等等，这些都需要在贯彻属地登记原则下尽快加

以改变。好在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登记办法〉进一步加强土地登记工作的通知》已经明确要求：
“坚持属地登记原则。各地要严格按照《土地登记办法》确定的属地登记原则开展土地登记工作。要逐步改
变部分地区存在的按土地权利归属，
由不同级别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分级登记的现象。对一时无法改变分
级登记方式的地区，应明确采取委托的方式，将土地登记工作交由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登记机关统一负责，
维护土地登记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
3. 不动产登记簿实行物的编成主义
不动产登记簿的编制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物的编成主义和人的编成主义。最能贯彻属地登记原则的
登记簿编制方法当为物的编成主义。即以不动产所在区域、
地段和地号为序，相应的设置不同的登记簿。因
此，一宗土地就设置一份土地登记簿页，
然后在该登记簿页中相应地列明该土地上的各种物权关系。如此，
輥
訛
对这种不动产登记簿的查询也是按照地段和地号进行的。輳
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簿册的编制即为物的编成

主义，
在未来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时，仍然应当贯彻不动产属地登记原则，坚持物的编成主义。
至于有人认为利用不动产登记来实现反腐，其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但如果因此而改采人的编成主义
的登记簿编制模式，则会造成十分严重的体系违反，破坏不动产登记的严谨体系。其实，只要在全国实现了
电子登记系统的一体化，
即使在物的编成主义的登记簿中，特定的经过法律授权的机关在电子登记系统程
序中设置“数据萃取”
程序，
同样能够掌握不动产权利人的信息，为反腐提供必要的支持。

四、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分块管理和民法文化的缺乏，不动产登记统一立法困难重重，在《物权
輥
輴
尽管没
法》颁布七年之后终于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件》的形式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正式对外征求意见。訛

有达到民法人所期待的不动产登记法的形式，
而仅为行政法规并且还是暂行的，但毕竟前进了一步。总体
而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吸收了《土地登记办法》、
《房屋登记办法》等现行制度的经验，整合了上述两
个办法的主要规则，但其缺陷却是明显可见。囿于本文主旨，下面仅对属地登记原则及其规则问题予以评
述并提出建议。
第一，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没有像《土地登记办法》一样明确规定属地登记原则，虽然可以从其第 7
条第 1 款“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中揭示出来，但其明确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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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只有短短的 35 个条文，如果单独规定属地登记原则，显然没
不如直接规定。诚然，
有空间。不过，
不能让人明白的是，
为什么不规定得详细一点呢？恐怕目的只有一个，即有关部门仍然不愿
輥
訛
意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希望让自己的权力在实施细则中得到体现。輵

第二，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7 条第 1 款关于依据属地登记原则建立登记机构的规定，无疑具有正
确性，
州（行署）、
省都不设立登记机构。无奈，该规定尚有不周延之处，即
“县级”
如何界定。一则因为北京、
上海的县纷纷改为区，在实践中是否均被解释为县级，恐有争议。二则全国许多地方设置有各种开发区，
行
使县的许多权限。依我之见，
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此处不如直接规定为“县、区、
旗”。
第三，
至于跨县、
区、
旗的不动产登记，
依据属地登记原则，能分别登记的分别登记，不能分别登记的经
协商由一个登记机构登记，
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此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7 条第
2 款的规定堪为妥当。
第四，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关于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将其作为政府的机构——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第 5 条第 2款）。这明显违背了不
动产登记的基本法理。不动产登记机构仍然如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还是属于人民政府部
门的一个“处”
“室”
“科”
，
与不动产的行政管理机关混为一谈，登记与管理不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这
种登记机构不独立的设置，
将导致登记制度的功能被扭曲，使行政管理措施得以时时干扰登记制度的正常
輥
輶
运行，
也不利于权力的制约监督，
引发各种违法登记、
虚假登记的问题的出现。訛

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7 条关于
“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的规定看，立
第五，
法采信了物的编成主义。但何为不动产单元，
其实不必等待《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去规定，而应
当在该条例中直接规定。
第六，至于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以及国务院批准项目的用海、用岛等不动
产的登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7 条第 3 款的规定，明显有违背属地登记原则之嫌，否则就不是“由国
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
而完全可以直接依属地登记原则进行规定。这也许就是《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对属地登记原则不作规定的真实原因吧。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上述不动产不实行属地登记
的理由，
在我看来，上述不动产可能处于县、
区、旗之外，是行政区划之外的特殊地域，但为实现不动产登记
制度的功能，
维护法律的体系性，
对上述不动产还是实行属地登记为宜。
注

释：

①即如史尚宽先生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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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Registries） Ord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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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on Improving Related Regulations in China’
——
s“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QU Mao-hui
Abstract：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s territoriality mea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gency is in the area of registration of their bodies, rather than
the loc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agency.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gency in the location is the only registered organization.
The institution derives from the function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the basic attribute of real estates and the technique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rules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such a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gency established by region，implement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extra-level jurisdiction and following the nature of real estate principle for the volumes of registration.“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states the registration of real estat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but some related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real estate；registration；territoriality principle；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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