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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小产权房改革宜变“堵”为“疏”
应该依法实行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平权，准许集体土地设置可以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将集体土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产生的巨大利益的主要部分留给农民，并且由农民保留
土地所有权，政府则通过税收提留相应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均衡
□杨立新

小

产权房，一般是指在农村集体
所有的土地上，未经政府有关

部门合法批准建造，无法定房产管理
机关颁发房产证或无合法产权证明的
房屋。对于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
买卖，政府一贯采取严厉整治的立场，
但并未有效遏制其发展，所以当前政
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
题。因此，应当依照《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要求，对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政
策进行改革，对小产权房由采取“堵”
的方法改为“疏”的方法，从而从根
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对小产权房采取多管齐“堵”
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016 年 8 月 22 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面积的小产权房。CFP 供图

办公厅于 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下发

办法清理整治小产权房效果不佳的情

产权房是违法行为。多年来，对于清

《关于遏止违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

况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必须采用

理整治小产权房，全国各地的态度都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对在

更为有力的法律调整方法，才能收到

十分严肃，严格清理，采用行政、刑事、

建、在售的小产权房坚决叫停，严肃

明显效果。

民事等方法多管齐下，进行“围追堵

查处。在清理整治过程中，各地政府

2. 刑事手段效果不好。有些地方

截”，但实际却收效甚微。

有关部门都遇到较大障碍，小产权房

政府主张采取严厉的刑事手段，对小

1. 采用行政方法清理整治小产权

的数量有增无减。面对阻力，政府无

产权房开发、建设、销售中违法性质

房难见成效。国土部办公厅、住建部

法全面清理，彻底整治。在采用行政

严重、情节恶劣、获利巨大、影响较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建设销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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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所有权。

坏的行为定罪判刑，惩戒违法者，教
育大多数，为清理整治扫除障碍。有

第二，国家把土地的建设性开发

些检察院也向法院起诉有关小产权房

和使用完全交由各级政府控制。当需

的刑事案件，主张法院追究违法者的
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有关答
复意见中，提出了部分开发建设买卖
小产权房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
可不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即量刑不
超过 5 年）的指导性意见。
法院对小产权房建设销售引发的

小产权房是中国
独有的法律问
题，因而，对其
进行清理整治以
及法律调整，应
当从中国的历史
和发展的角度进
行研究

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时，须通过国家的低价征收而后高价
转让，使建设用地使用者取得建设用
地使用权，政府从中将征收农民土地
和转让国有土地之间的巨额利益据为
己有，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
权人，不仅只得到少量的征收费用，

刑事案件适用罪名，主要包括四个方

无法获得土地转让的主要利益，而且

面 ：一是适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

更重要的是，这样会使农民从根本上

用权罪，最大的问题，是对农民转让

丧失土地所有权。这种不合理的土地

自己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行

讼确认自己对小产权房的所有权，使

权属制度，侵害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

为认定为犯罪。在我看来，所有权人

其对小产权房的权属合法化 ；有的在

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农民对转让土

转让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的用益物权不

离婚诉讼中主张分割小产权房的使用

地应得和实得利益之间的巨大落差。

构成犯罪。二是小产权房建设、销售

权 ；有的要求分割、继承小产权房的

因此，农民作为集体所有土地的物权

本身并不存在合同诈骗，除非是开发

使用权等。这些纠纷所涉及的根本性

人，其反感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农

者将小产权房冒充商品房销售，才构

问题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及权能问

民集体组织或者村镇管理者对农村集

成对购房者的欺诈。三是非法经营罪，

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即使

体土地进行小产权房开发建设，试

对于制裁开发商的非法经营行为值得

对这些纠纷进行了处理，也无法从根

图获取比较完整的土地权利的转化利

探讨，但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和使

本上解决问题。

益，有其合理性。
第 三， 在 民 法 上， 阻 碍 小 产 权

用权人，不能以此予以制裁。四是对
于小产权房的建设者、销售者偷漏税
金的，以偷税罪治罪。事实上，对涉

对小产权房形成以及清理整
治遭遇法律难题的深入思考

房政策疏通的最根本问题在于《物权
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关于集体
土地的规定。
《物权法》在第四条规

及小产权房建设、买卖的违法行为采
用刑事手段定罪判刑予以整治，没有

总体上看，小产权房是中国独有

定了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之后，又

适当的《刑法》根据，也没有收到预

的法律问题，因而，对其进行清理整

在第十二章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主

期效果。

治以及法律调整，应当从中国的历史

要是指国有土地设立的用益物权（第

和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一百三十五条），在集体土地上设置

3. 适用民法调整小产权房纠纷，
难度大且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目前，

第一，中国在农村土地权属问题

建设用地使用权须遵守《土地管理法》

小产权房的民法调整问题，主要包括

上的基本态度，包括《物权法》和《土

的规定（第一百五十一条）。而《土

法院应否受理对小产权房纠纷的起

地管理法》等的法律规定，并非完全

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只可以设立

诉、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

合理、科学，存在较多问题。现行法

乡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且不可以进行

小产权房的确权以及小产权房的继承

律用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这正是小产权房发生的根本原

等，纠纷类型复杂，法律适用难度大。

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规范农村土地

因，也是无法根治小产权房问题的根

即使对这些小产权房的民事纠纷都

的权属问题，再加上《土地管理法》

本所在。这样的法律障碍不排除，小

能够处理并平息，但也都属于治标不

的限制，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在集

产权房的问题则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治本的办法。例如，关于小产权房的

体所有权的权属下，没有完整的支配

只有准许集体土地设立能够流转的建

确权问题，有的是当事人试图通过诉

权和使用权，即农民对土地拥有不完

设用地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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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疏”，将对小产权房的清理整治改
为合理疏导，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让

第四，社会舆论并不谴责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及乡镇管理者利用集体土
地进行小产权房的建设、销售行为，
反而持同情、支持态度。相反，对政
府垄断土地性质转化利益的行为却持
反对态度，异议颇多。对小产权房的
清理整治工作之所以阻力较大，这是
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对小产权房的
法律调整实行“堵
改疏”，将对小产
权房的清理整治改
为合理疏导，将其
纳入法治轨道，让
其健康发展

其健康发展，这不仅会改变目前国家
面对小产权房的政策困境，而且会推
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降低房价会
使更多居民住有所居，保障民生会促
进社会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
“健
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第五，小产权房的数量并非少数，
购房者亦数量众多。如此庞大的群体

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

对清理整治小产权房的政策均有抵触

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

情绪，且利益攸关，不适当的过激政

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应该平等对待

法律法规条款。”按照这一要求，进

策将会使群众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

集体所有权。否则，既不能得到城市

行小产权房“堵改疏”重大改革的基

影响社会稳定。

群众的拥护，也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

础，就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物权为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对有关小产

农民阶层的支持，而且违反现行法律

“平权”。也就是说，不允许国有物权

权房采取的总体上“堵”的政策（即

规定，也给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以

高于集体物权的不公平现象存在。而

清理整治工作）并不适当，应当进行彻

及其他物权造成更大伤害。

实际上，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底改革。依照
《物权法》
第四条规定的
“国
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
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与集体土地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平

对 小 产 权 房 应 当 采 取“ 疏 ”
的方法，实行根本改革

侵犯”的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
以及《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等、不公平，是造成小产权房存在的
根本原因。这反映出国家所有权与集
体所有权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堵”

对小产权房的法律调整实行“堵

的结果就是农民丧失土地，而政府却

农民集体组织或者村镇管理者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小产权房开发建设，试图获取比较完整的土地权利的转化利益，有其合理性。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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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获取绝大多数的土地转让利益，

的严格审批，不仅要符合保护耕地政

使农民的集体所有权被“合法”侵害，

策，还须符合城镇化改造的统一规划。

这显然没有体现《物权法》规定的所
有权平等保护原则。
“堵改疏”这一重大改革的根本
点，就是实行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
权的平权，准 许 集 体 土 地 设 置 可 以
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 将 集 体 土
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产生的巨
大 利 益 的 主 要 部 分 留 给农民，且由
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政府通过税
收提留相应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

“堵改疏”这一重大
改革的根本点，就是
实行国家所有权与集
体所有权的平权，准
许集体土地设置可以
流转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将集体土地设置
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产
生的巨大利益的主要
部分留给农民

均衡。

只有获得审批许可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才能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受让人
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
其权属，否则不会产生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的效果。
第 四， 对 于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转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和价格
等，仍然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应
通过市场确定转让价格，而非由政府
独立做主。
第五，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所

具体 来说，法律应当准许农民

得利益通过税收均衡分配，主要利益

集体所有的土地设定可以流转的建

应当由农民享有，政府依法税收。由

设用地使用权，将征 收 集 体 所 有 土

是平等的物权，而是歧视农村集体经

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通过农村集

地由国家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办

济组织的土地公有制度，这样会限

体经济组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直接交

法，改革为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

制农民的所有权，造成“有违公平”

易，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利益都由农

与建设用地使用者签订建设用地使

的后果。

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进而分配给

用权的转让合同，但须经过政府批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建设

全体农民，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

准，且依法纳税。这样就能够将农

用地使用人之间通过转让合同转让的

流转所获得的利益归土地所有权人

村土地设定用益物权的自主权还给

标的，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而是建

享有，他人不可从中获益。国家利

农民，且将转让用益物权所发生的

设用地使用权。要改变只有国有土地

益则通过征收税金的方法保障，通

大部分利益交还给农民。政府采用审

可以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农村土

过税收的杠杆，既能控制交易，又

批和税收的办法，控制农村土地的不

地不能设置这一用益物权的状况。应

能保障国家的税收。

适当利用，并通过税收手段保障政府

当废止《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

收益。

对农村集体土地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

织与建设用地使用人，成为农村土地

的限制，使农村土地设立的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直接交易者，发生

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处

的利益并没有被政府“盘剥”，而是

第 一，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作 为

于平等地位，且具有同等的权能。这

主要由土地所有权人获得。政府通过

物权人，可以与建设用地使用人直接

样既能解决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可转

税收，仍然可以保证获得相应的利益，

进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交易。应该改

让性问题，也能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

但是巨额利益不归属于政府。依法纳

变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享 有 所 有 权 的

织保留自己对土地所有权人身份的问

税是交易者的法定义务，政府依法征

土地通过征收成为国有土地，国家

题，使其仍然是土地所有权人。

收交易税金是可行的。

对小产权房实行“堵改疏”的重
大改革还需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这样的改革会使农村集体经济组

取得所有权后，由政府与建设用地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其

我认为，按照上述办法改革现行

使用人进行交易的现行办法。农村

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经政府审批。为

小产权房制度，既符合公正的法律原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有制土地

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追求眼前利

则，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棘手

的所有权人，有权在其土地上为他

益，将农村耕地改变为建设用地，破

的小产权房问题。

人设置用益物权，并获得相应的利

坏保护耕地的政策，农村集体经济组

益。否则，两种公有制的所有权就不

织转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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